
4月的海口，海
风轻拂，春暖花开，
处处景色宜人。此
时，地处非洲大陆
最南端的南非，秋
意 浓 浓 ，天 高 气
爽。两地虽相隔超
过1万公里，但双方
的合作交流持续增
进，变得越来越紧
密。

9 日至 10 日，
南非院士科学家代
表团考察访问海口
国家高新区。一路
上，实地考察、对接
洽谈、签署协议，为
海口与南非科技领
域合作注入新内
涵。此次活动是在
中央宣布支持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一
周年之际，海口国
家高新区对标全球
最高水平，在探索
发展离岸贸易、离
岸金融业务、离岸
创新创业方面推出
的新举措。同时，
南非院士科学家将
项目带来海南，也
是海南百万人才引
进计划的新突破。

■■■■■ ■■■■■ ■■■■■

专题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张昕A06

对于如何将技术转换成成果，徐
佳说道：“前期南非院士将以技术顾
问的角色交流双方科研成果，探讨项
目落地的孵化模式，为项目后期投入
做准备；然后计划成立院士工作站，
引入院士及其团队，为其提供研发实
验室，把项目成果尽快推向市场，以
海南辐射到全国，做大产业规模。”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外
资企业进入海南寻求产业投资或创
业发展，海口国家高新区应该当好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先试区。”高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韩青表示，高新区
通过打造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
地，探索海外人才引进新机制，围绕
自身产业特色，建立与世界接轨的柔
性人才引进机制，更高水平“引进
来”，更加有效“走出去”，深度融入全
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打造立足
高新区、服务全海南、全世界的海外
创新资源集聚平台。

“对于高新区来说，要为高新技
术产业储备项目和人才。此次3个

签约项目分别涉及新材料、节能环
保、人工智能领域，都是高新区主要
产业业态，高新区在人工智能领域、
新材料领域以及节能环保领域相对
薄弱，引入这些战略新兴产业，使园
区产业结构更加优化；通过引进高端
人才，不断产生新的有影响力的科研
成果，形成梯次结构，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不断做优做强做大。”韩青说
道，“签约的虽然仅是3个项目，但以
后的合作空间仍十分广阔，主要模式
是利用南非的研发优势，结合本土制

造优势整合起来合作发展。”
在人才方面，此次合作对于海口

国家高新区解决人才短缺，尤其是国
际人才短缺具有重大意义，下一步高
新区将与南非院士科学家考察团洽
谈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设立南非科学
院院士工作站；同时，高新区也将“走
出去”，在南非工业与科学理事会设
立中国海口国家高新区离岸创新创
业中心，把人才机制建立起来，双向
到境外通过项目招揽人才，筑巢引凤
创新创业。

南非院士科学家带项目技术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合作

跨越万里话创新 紧抓机遇谋发展

海口国家高新区与南非院士科
学家的合作起源于2017年。

2017年 12月，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书记张琦率团访问南非，期间
与南非豪登省议会、经济发展局等
政府部门负责人以及南非皇家科
学院院士、科学家、文创艺术领域
专家学者等会晤并达成高新技术、
人才交流、文创产业等领域合作意
向，见证了海口市与南非签署人才
合作交流协议、向南非金雅迪国际
交流服务中心颁发“南非引智工作

站”证书以及文创产业园合作意向
签约等。

此次出访为两地合作开启了新
篇章。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通过
海口南非引智工作站的对接，南非的
一些科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多次
到访海口，并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离岸
创新创业基地共建了“南非创新合作
中心”，双方的合作交流持续增进，从
未间断。

去年4月，海南启动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建设“三区一中
心”，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资
兴业。

2018年12月8日，海口国家高
新区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揭牌，分别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
滨江海岸园区和海南聚能科技创
新研究院正式设立海外人才来琼
创新创业的特色创新创业基地，围
绕自身产业特色，开展国际项目孵
化工作。

2019年1月24日，南非创新合

作中心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离岸创
新创业中心。此次，南非科学院院士
佛里德里克·范尼克率领10名院士
科学家到高新区开展考察接洽，并通
过前期的对接和实地考察与海口高
新区、海南聚能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达成3
个项目合作意向。

“3个合作意向的达成，在共同将
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同时，也将双方
的合作不断推向实处。”海口国家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提供可持
续的粮食安全技术推动种植革
命。”南非波切斯卓姆专科学院教
授索妮娅·范尼克此次将她研究的
选择性透光农用薄膜技术带来海
口，“选择性透光农用薄膜是温室
大棚使用的覆盖薄膜，改良了覆盖
膜材料的典型化光线透过曲线，提
供最佳的光质量来最大限度减少
植物胁迫的影响。”在 4月 10日上
午举行的路演上，索妮娅·范尼克
介绍道。

除了选择性透光农用薄膜技

术，此次高新区、海南聚能科技创新
研究院与南非科技创新代表团还达
成了金属部件高速 3D 打印系统、
100%全降解塑料共 3个项目合作
意向。

“此次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技术，
包括可变火花点火器、微波洗衣干
衣机、超宽频军民两用声纳、激光指
纹识别、康复辅助机械手等领域，此
次来中国希望能够把技术转化为成
果进入市场。”南非科学院院士、西
北大学教授佛里德里克·范尼克认
为，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相比之下

南非的市场就小很多，对于双方来
说，可以将南非好的技术和中国广
阔的市场结合起来，利用各自不同
优势实现双赢。

同时，佛里德里克·范尼克也表
示之所以选择海口,主要是考虑到
国家对海南及海口高新区的政策倾
斜，“南非也有很多中小型的创新企
业，所以非常想来看下海南是如何
促进创新创业的，尤其是技术的研
发和市场的开发是个非常漫长的过
程，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企业
接轨，交流互换经验。”

而此次签约方海南聚能科技
创新研究院拥有国家级研究中心
和专业科研团队。“签约的几个项
目在海口具备落地的优势，尤其是
100%全降解塑料。海南将于2020
年全面禁止生产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薄膜，所以全降解塑料技术有
广阔的市场。创新院作为海南本
土企业，具备产业化的基础，加上
南非院士技术支持，相信我们会为
海南提供更多高性价比的产品。”
海南聚能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助
理徐佳说道。

考察交流 推动合作

4月9日上午，海口国家高新区邀
请南非科学院院士佛里德里克·范尼克
率领10名院士科学家到高新区开展考
察接洽，推动成果转化落地。

南非院士科学家考察团一行先后
参观考察了美安生态科技新城、药谷工
业园区代表企业，纷纷对美安优美的生
态环境表示赞赏，肯定园区企业高效规
范的管理运营模式。

当天下午，南非院士科学家考察团
一行来到高新区管委会，听取了“一城
四园”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及

园区品牌企业的情况介绍。
佛里德里克·范尼克在听取了相关

介绍后表示，在参观和进行深入交流了
解后，对园区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感慨
中国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
有着非常长远的计划，高新区也有很完
善的配套，这一切都值得南非认真学
习；同时，中国和南非同为“金砖五国”
成员国，未来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合作
必将更加深入。

南非院士科学家纷纷表示，他们带
来了南非顶尖的技术和产品，此行的目

的是希望把南非的技术和中国的条件
相结合，在中国寻求投资，造福于两国
人民。未来可能要在海南建立科学家
工作站，将南非医药和生物科技部分资
源都放在高新区的平台上。

在随后举办的南非高新技术科学家
及院士交流会上，来自南非的10名科学
家及院士参观考察了海南聚能科技创新
研究院，双方介绍了各自的高新技术项
目及发展情况，并就100%全降解塑料、
选择性透光农用薄膜、金属部件高速3D
打印系统等项目进行深入洽谈。

南非院士科学家点赞海口高新区创新氛围：

未来合作将更加深入

4月10日，创响中国海南站启动仪式——海
口国家高新区南非院士科学家项目路演现场，来
自南非10名知名科学家院士分别带来了声呐探
测技术、金属部件高速3D打印系统、选择性透光
农用薄膜等10个项目进行路演，详尽的解说让
到场的企业家对项目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对南
非的创新技术有了深入的认识。

此次路演充分验证“创新是第一动力”，搭建
创新成果展示及交流平台，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来自海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科学
技术厅、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高新区
重点企业等的300多人参加路演活动。

考察团领队陈家基教授总结谈到，这次考察
交流，海南的投资环境、政府的办事效率、员工的
做事态度和作风，都给南非院士科学家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他们表示在这里工作有温度、有气场、
有便利感，愿意借助海南南非外国专家工作站的
便利，不断引介南非领先的科研成果到海南来转
化落地，不断引荐南非的高端人才到海南来创新
创业。

南非院士科学家路演
10个科技领先项目
引起海南相关企业家热烈反响

（本版策划/曹果 文/曹果 史珍萍 符贻萍
梁杏 供图/海口国家高新区）

路演项目介绍

1 新型可变点火器

新型可变点火器是一种高效的、可控的
点火系统。它通过谐波驱动的变压器采用独
特的高频点火，主要应用于汽车工业、发电厂、
航海与航空的内燃机。南非科学院院士佛里
克·范尼克教授及航天技术团队研发成果。

2 无损伤钢丝绳检测技术

南非是世界第一台电磁检测仪和第一部
检测标准的诞生地。南非钢丝绳电磁共振检
测仪器性能已经从1997年1.0版发展至目前
8.0版，目前正在继续研究人工智能的9.0版。

3 康复辅助机械手

南非专家设计的一种针对中风以及其他创
伤性脑损伤幸存者的手部康复设备。它采用机
械手辅助治疗，可以提高大脑形成新途径的速
度，是一种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4 选择性透光农用薄膜

该项创新是通过操纵光通过植物保护覆
盖膜时光合作用区的光的透射光谱，提供最
佳的光质量来最大限度减少植物胁迫的影
响，通过操纵光的环境来优化植物的生理特
性，从而提高作物产量改善质量。

5 微波洗衣干衣机

一款微波洗衣干衣机，适用于小型家庭
或工业化洗衣行业使用。系世界上最小型的
洗衣干衣机。已经在南非注册了专利，多国
专利正在申请中。

6 超宽频军民两用声呐技术

在水下以高速和可靠性远距离传输声呐
图像等大型数据集的国际领先技术。

7 新一代激光指纹识别技术

可以在无接触的情况下提取指纹，解决
了常规指纹提取系统无法解决的困难。

8 金属部件高速3D打印系统

一种先进的用于生产金属部件的3D打
印机。目前世界上打印尺寸最大、打印速度
最快的机器。

9 可生物降解塑料技术

这项生物降解的塑料材料的原料是农业
废料和副产品，以及生物聚合物。可实现6
个月之内完全生物降解，不会释放出任何有
毒残留物。

10 生物洁净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

该项清洁技术基于从非洲炎热环境中分
离出的快速生长和坚韧的细菌，嗜热细菌是生
活在极热环境中的细菌。

1

跨越万里 携手共赢2

筑巢引凤 吸引人才3

南非科学院院士、西北大学教授佛里德里克·范尼克就可变火花点火器项目、选择性透光农用
薄膜项目进行路演。

南非皇家科学院院士、固度扎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肯·斯旺伦德就无损伤钢丝绳检测技
术项目进行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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