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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李
艳玫）5月31日下午，全球医疗器械
产业生态论坛在三亚举行，这是2019
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
分论坛之一，全球医疗器械业内专家、
华人华侨代表、相关专家学者、企业和
投资代表共聚于此，探讨医疗器械产
业的技术应用、发展趋势和历史机遇。

本次论坛以“医学转化创新与
MAH带动三亚全区建设”为主题，由

主题论坛、展示发布等板块组成，以医
疗健康产业创新转化为重点，全面展
示了医疗器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带
来的丰硕成果。

据介绍，随着海南进口医疗设备
审批权下放，这对国外先进的医疗器
械快速进入国内，推动国内企业的创
新研发，拉近国内外医疗器械产业差
距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有众多需
求的患者来说，这一特权意味着不用

出国就能获得更好的治疗。
在弘启咨本创始人、总裁孙启明

看来，要把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与促进
生物医药产业的升级转型相结合。他
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
不搞一刀切的关停并转或任其自生自
灭，保留和稳固既有产品的相对优势；
第二，利用医药和医疗器械在渠道商
同源性，利用药械联动，因地制宜，梳
理出几条适合当地发展的细分产业

链；第三，引进重磅生物高科技项目，
并以之为龙头，进行产业链整合、升
级，打造数个优质高效的生命科技产
业平台集团。

三亚市副市长周俊在论坛上介
绍，三亚市将从四个方面为医疗器械
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扶持：第一，在
强化政府在制度建设、规划、政策及
监管等方面职责的同时，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积极培育壮

大多元市场主体；第二，深化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标国
际领先的健康产业集群，加快构建全
面开放新格局；第三，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积极探索符合产业发展需
求的政策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和标
准创新；第四，坚持特色优势领域优
先发展和积聚发展，连点成线、以点
带面，培育壮大健康新业态。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黄媛艳

叙乡情，谈变化，论发展。5月31
日上午，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三
楼会议厅内嘉宾如云。2019三亚华人
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以下简称

“华洽会”）在此举行开幕式。
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千名华人华侨，以及省内外众多嘉
宾、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三亚城市
新发展共话合作，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建言献策。

一场凝聚侨力、共话合作的投资暨
创新创业洽谈会为何在这时举行？“三
亚和海南正迎来新一轮发展。三亚正
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胆探索创
新，加快推进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
设。”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刚刚启航，过去一年
的努力和成效，打开了三亚新发展的序
幕。三亚投资兴业前景良好，众多发展

机遇期待与华人华侨共享。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也。目前，海外华人华
侨规模达6000多万人，分布于160多
个国家和地区，而琼籍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就有300多万，血缘亲缘缔
结了华人华侨与故乡无法割舍的血脉
联系。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在致辞中表
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与百舸争流、千帆
竞发的新一轮发展态势，海南正处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高标准高质量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时期。海南
将进一步构建亲清新型的政商关系，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为加快转型升级、构建开放型经济
奠定基础，为广大国内外企业到海南
投资创业创造契机。

相知无远近，乡音总关情。华洽
会凝聚侨力，共享发展的倡议引起了

众多参会华人华侨的共鸣。
“海内外的侨商都是炎黄子孙，身

上始终肩负着一份回馈家乡，造福桑
梓的责任。”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
蔡霜飞在主旨演讲中深情地说道，“乡
亲们,我们要抢抓当前难得的历史机
遇，充分发挥融通中外优势，积极参与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将海商事业
与家乡建设、海南对外交往融为一体，
用更多回报家乡的实际行动诠释新时
代的海商精神！”

“海南应当放眼世界吸引更多包
括华人华侨在内的一流人才前来参与
建设。”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表示，海
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为华人华侨来琼
投资兴业提供机遇，期待海南可以出
台更为开放、完备的现代化法律法规，
创造更为良好的营商环境。正大集团
是最早进入海南的外资企业之一，将
在生物科技研发领域与三亚开展更为

广泛的合作。
日本海南同乡会会长王曼贺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去日本留学、创业已
有26年，虽然身居海外，但一直心系
家乡发展，目前在海南也投资有农业
产业。希望海南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服
务水平，开通更为便利的航空航线，促
进旅游服务提质升级，他也将牵线搭
桥介绍更多日本客商前来投资发展。

主论坛上，许多专家学者也为三
亚及海南的发展建言献策。国际欧
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中心秘书长
赵新力从一二三产业结构、区位优势
及一年多来海南所作的制度创新，论
证了海南的发展方兴未艾、前景广
阔。同时他认为，海南应面向未来开
拓进取，可重点发展种子等植物研发
基地、航天发射和遥测遥感基地、海
空天旅游基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基
地、水下科考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
控制好人才引进和人口素质提高的结

构、速度和质量发挥比较优势，勤练内
功、巧借外力。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三亚市留学
人员联谊会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创业
园的授牌仪式。这是三亚围绕十大重
点产业，为华人华侨、归侨侨眷搭建起
的投资创业与交流合作的平台。

“有了创业园、联谊会，就能将情
系故土、怀揣志向的华人华侨、港澳同
胞聚集在一起，可以开展人才、技术、
经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
互惠互利、双向共赢。”三亚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

天涯多乡音，桑梓有深情。以“凝
聚侨力，共享机遇”为主题的此次华洽
会，通过一场大会、8场分论坛、1场路
演，搭建起了以侨引资、交流合作及项
目洽谈的平台，发挥了凝聚桥心、汇集
侨智、发挥侨力，助推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林
诗婷）5月31日，作为2019三亚华人
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的系列活
动之一——华人华侨财富管理暨金
融科技论坛在三亚举行，来自国内外
金融领域的业界专家、高管、学者齐聚
一堂，以海南金融开放为主题，针对财
富管理、金融科技等多个层面，展开交
流研讨，为海南科学布局金融业建言

献策，助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当前，金融科技正在重塑金融行

业的发展格局，如何创新金融领域发
展、推动产业升级转型，是海南目前发
展的破题关键。论坛上，来自宜信、
FinTech4Good、东吴证券、德勤、三
亚亚太金融小镇等国内外知名金融企
业代表以国际化视野，为海南谋划金
融布局，提出诸多创新观点与新颖见

解，现场研讨气氛热烈。
在宜信财富首席经济学家李琳

看来，在全球经济增长逐渐走弱的大
环境下，中国局部经济呈现出新亮
点，现代服务业得到加快发展。在此
背景下，海南结合自身优势，“换赛
道”发力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
意义。

同时，在数字经济提速发展的新

时期，美国FinTech4Good创始人张
晓晨也十分看好海南数字经济发
展，“如今数字经济正深刻影响着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海南正加快建
设自贸区自贸港，对服务水平提升
提出更高要求，具有发展数字经济
无可拟比的优势。未来，海南可以在
公共服务、供应链管理、消费跟踪、开
放数据、智能助手、数字身份、智慧管

理等领域探索数字经济，打造数字化
海南。”

“在政策、环境、人才等多重优势
下，作为本土金融企业，我们将加快金
融创新步伐，推动海南金融业提质发
展。”三亚亚太金融小镇创始人张焱
说，截至目前，该小镇已入住企业108
家，私募基金管理人93家，注册资本
约170亿元。

三亚市留学人员
联谊会成立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徐慧玲）留学回
国人员是三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5月31日，
三亚市留学人员联谊会成立，联谊会将充分发挥
留学归国人员的优势和作用，积极组织和推动留
学人员更好地为鹿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亚市留学人员联谊会主要是以三亚留学各
国的归国人员为主体，自愿组成的具有统战性、知
识性、联谊性的群众组织。三亚市留学人员联谊
会遵循“修学、游艺、敦谊、励行”的理念，旨在增进
三亚留学人员间的信息沟通，同时加强与海南欧
美同学会和海外留学人员、留学人员团体的联系，
参与开展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

据悉，首届三亚市留学人员联谊会共有93名
会员，会员来自行政机关、文化教育、规划建设、文
学艺术、农业科技、医疗卫生、社会法律等领域。
该联谊会成立后，将充分发挥会员的专长和作用，
开展教育培训、学术交流、信息咨询、联谊交流、考
察调研等活动，并为留学归国人员来三亚就业创
业搭桥牵线，积极为三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建言献策，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华人华智创新创业论坛暨项目路演
在三亚举行

10余家企业
携创新成果“求对接”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 （记者李艳玫）作为
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亮点
之一，5月31日下午，华人华智创新创业论坛暨
项目路演在三亚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展示人工智
能、数字经济、电竞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引导华人
华侨、科技创新型企业等与三亚开展合作，加快创
新成果转化。

项目路演即企业代表在台上，向台下投资方
及观众讲解企业产品、发展计划、融资计划等内
容。此次活动，主办方邀请了国内外10余家企业
代表进行项目路演，覆盖领域包括金融科技、人工
智能、电子竞技等，让该论坛成为三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展创新产业的国际连接平台。

星空财经创始人杨苗在项目路演中表示，海
南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何吸引
数字人才进入海南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因
素。她表示，星空财经有意扎根于海南，可以通过
搭建全球数字经济媒体联盟，引导星空财经的国
际媒体伙伴参与对海南数字经济的深度报道，促
进海南与国际知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传播为
轴带动幼稚的产、学、研、资等资源落地海南，推动
海南数字经济发展。

海神创新科技创始人陈思颖为嘉宾带来了其
公司研发产品——水下检测机器人，它能在全时
间段快速、便捷完成船身监测。“我们希望能与海
南合作，在海南各大港口采用机器人进行水下检
测，实现全自动化无污染处理。”陈思颖说。

三亚广邀人才
前来干事创业

本报三亚5月31日电（记者李艳玫）5月31日
下午，作为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
谈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招才引智”推介会在三亚举
行。推介会通过全方位介绍三亚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解读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开展招商、旅游推介。

推介会上，三亚市委人才发展局、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市商务局等
职能部门为嘉宾进行政策解读。此外，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园区的管
理机构也借此机会，详细介绍园区发展前景和创
新创业热点，邀请更多人才到三亚干事创业。主
办方还邀请了归国留学人员代表讲述在三亚的工
作生活感受。

近年来，三亚一直把人才当作城市发展的第
一资源，通过不断完善机制、出台政策、优化坏境，
着力在人才引进、培养上下功夫，为各类人才提供
干事创业的舞台。在工作机制方面，今年三亚成
立了市委人才发展局，进一步加强对全市人才工
作的指导和统筹协调；逐步建立全市人才工作站
网络，扩大人才工作覆盖面；打造市级人才服务

“一站式”平台，提升人才服务水平；成立三亚市院
士联合会、崖州湾科技城国际人才工作站，集聚院
士专家和国内外人才智慧。

三亚华洽会为华人华侨、归侨侨眷搭建投资合作平台

以侨为桥，助力海南新发展

华人华侨财富管理暨金融科技论坛举行

凝聚海商共识 谋划金融布局

全球医疗器械产业生态论坛举行

聚焦医疗健康产业创新转化

分论坛

5月31日，2019三亚华人华侨投资暨创新创业洽谈会在三亚开幕。近千名华人华侨和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三亚城市新发展话合作。

与会企业代表在开幕式现场签订合作项目。 与会代表在交流。

开幕式上，三亚市留学人员联谊会和海外留
学归国人员创业园举行授牌仪式。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