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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记者走一线

人物特写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29日12时-8月3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4

7

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19

8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作为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深海”）园
区经营部总经理，夏焱被同事形容为

“空中飞人”。8月27日，海南日报
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从浙江出差回
来的夏焱。

“这次出差，我们主要是去浙江大
学洽谈合作的具体事项，为下一步签
约做准备，很快浙江大学将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设立科研机构。”夏焱说。

辗转于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校、企
业、政府机构，寻求合作的机会，将优
质的资源引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是
夏焱的本职工作。为此，他每个月的

平均飞行里程达到1万多公里。
为了创新管理体制，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改革现有管委会作为
政府派出机构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
构建了“管理局＋平台公司”的共同
开发架构。招商深海是两家平台公
司之一，是深海科技城、大学城和南
山港的开发建设主体，负责城区内
的产业组织发展、优惠政策制定、招
商引资落地、运营管理服务等。

据介绍，为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招商深海成立了一支专业产业招商
小组，组员由招商局集团总部选派。
夏焱是其中一位，从深圳来到了三
亚，成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众多建
设者之一。

“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建设的起
步阶段，招商引资工作是否能做好，
对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夏焱深知自己肩上责任之重

大。围绕着深海科技城发展深海科
技、海洋产业和现代服务的功能定
位，夏焱与团队成员将目光首先锁定
在高校，致力打造海洋领域学术高
地，吸引涉海专业院校到深海科技城
开展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成果转化，
力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连月来，夏焱与同事主动上门
拜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海洋
研究领域有所建树的院校，向学校
介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情况、政策
优势和资源优势，寻求合作。在夏
焱团队的推动下，今年6月，上海交
通大学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
启动建设；8月，武汉理工大学海南
科教创新园区揭牌，正式进驻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

一方面积极引进高等院校，为园
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夏

焱与同事积极对接企业，8月6日，招
商深海举办了2019年首批集中签约
仪式，深圳华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科技服务公司、
招商工业、招商新智等9家公司与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招商深海签订了三
方合作协议。

“这次集中签约仪式是本年度引
进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等
重磅级单位落地深海科技城后，产业
招商工作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这是
我们产业招商小组成员夜以继日四
处招商引商换来的成果。”招商深海
常务副总经理史晓强说。

“负责招商工作的同事全国各地
奔波，十分辛苦，我经常看见他们拿
着行李到办公室，处理完工作就又去
出差了。”招商深海工作人员张阳十
分敬佩夏焱这样的同事。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

奔波在招商路上的“空中飞人”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会客厅里访客络绎不绝，会议室
里讨论声此起彼伏，大厅中几十名工
作人员在各自的工位上紧张地忙碌
着……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办公区，首先看
见的便是这样一幅忙碌的景象。

办公区入口处的一块电子屏幕
上，“三亚崖州湾科技城2019年续建
及新开工项目责任分工表”字样十分
醒目，各个项目的建设内容、责任领
导、责任人、项目进展、存在问题等事
项清楚地显示着。

“为了推动项目建设，每个项目
都安排专人负责，将责任落实到个
人，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促进项目尽快落地、建设和完

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
专职副书记童立艳说。

吕超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除此之外，
他还是园区内3条市政道路项目的责
任人，道路建设过程中的每一项大小
事都让他挂心。“我们专门设立了一
个项目跟踪服务微信群，每周都要与
平台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接项目
进展情况，并且按时在群里汇报项目
进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吕超说。

作为海南 12个先导性项目之
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由“南繁科技
城、深海科技城、大学城、南山港、
崖州湾中心渔港和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六部分构
成，致力打造成陆海统筹、开放创
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色节能

的先导科技新城。
在一些项目建设现场，挖机和大

货车不停地穿梭在建设工地里，分外
繁忙。“整体而言，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尚属于前期阶段，我们编制了总体规
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构建了‘管理
局＋平台公司’的共同开发架构，并
且取得了阶段性招商成果。这些工
作都为之后加快推进建设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童立艳说。

今年5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总体规划（2018—2035）》获省政府
批准实施，令崖州湾科技城规划建设
环境管理处工作人员林玉婷十分兴
奋。从前身三亚市创意产业园到如
今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7年来她一
直从事园区规划有关工作。“这是我
经历过的战略定位最高、最复杂的规

划，但是完成得很快。从提交到批
复，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一般至少
需要两年时间。”林玉婷说。

高位谋划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招商工作捷报频频传来：南繁科技城
方面，产业招商入库企业41家，初步
搭建起以中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
院、中国农科院等国内顶级科研国家
队牵头，中国热科院、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三亚南繁院等支撑，中化系
（中种集团总部南迁）、中信系（隆平
高科海外平台、中信农业产业基金）
等国内领军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发展
格局；深海科技城方面，中船工业一
期项目已开工建设，中船重工深远海
科技中心一期项目总体规划正在制
定，8月6日第一批集中签约9家企
业等；大学城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三

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揭牌成立，
武汉理工大学在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海南科教创新园区……

从7月开始，上海交通大学不定
期组织学生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
展课题研究。经过十几天的走访调
研，该校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
授肖龙飞罗列了几个适合在这里研
究的课题。“这里距离深海不远，深海
海水利用的课题研究可以在崖州湾
科技城进行。”肖龙飞说。

作为深海研究的功能设施保障，
南山港目前已建成一座1万吨级通
用散杂货泊位码头和一座3000吨级
滚装船泊位军民两用码头，未来搭乘
着研究人员的船舶将从这里启航，去
探索深邃的海洋。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

三亚高位谋划推进崖州湾科技城建设

科技新城正崛起

乐东推进金钱树示范项目
已完成投资800余万元

本报抱由8月30日电（记者易宗平 特约记
者林东）乐东黎族自治县金钱树示范项目（首期）
正加快推进。该县发改委最新总数据显示，项目
开工一个多月以来，已完成投资800余万元。

该县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乐东金钱树示
范项目（首期）计划总投资8800万元。该项目高
科技温室建造面积2.57万余平方米，共分8个生
产区。其生产及育苗温棚，包括基础部分、温棚主
体骨架部分、覆盖材料、一层固定外遮阳系统、电
控喷淋系统、排水系统。

首届海南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论坛举行

共寻海南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良方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记者李磊）8月 30
日，由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的2019年首届海南
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论坛暨人力资源服务对接
会在海口举行。

本次会议邀请了包括德科、克罗诺思、DDI等
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20家国内外知名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前来参展，吸引了43家海南本土人力
资源机构和近400位人力资源顾问参会。会上，
行业专家从管理创新、成本优化等不同角度作主
旨演讲，通过共商海南人力资源行业发展大计，来
寻找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方。据
悉，该论坛暨对接会将共举办两场，第二场将于9
月下旬在三亚举办。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负责人表示，本次论坛暨
对接会的举办将为海南本地人力资源企业提供交
流学习的平台，并为更多的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提供一个了解海南的机会，吸引他们落
户海南。

海南“一带一路”渔业合作推介会
在海口举行

现场达成1640吨罗非鱼
金鲳鱼产品意向采购协议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郑俊云）8月30日，海南“一带一路”渔业合作推
介会在海口市举行。会上，中国驻捷克、欧洲商
会、基金会代表等围绕全国、海南渔业发展情况、
渔业产品进出口合作，海南省各市县渔业项目企
业情况，以及采购渠道状况进行了宣传和推介；多
家企业举行了罗非鱼、金鲳鱼产品订购签约仪式，
达成意向采购1640吨。

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
弘演讲时指出，海南拥有优越的罗非鱼养殖生态
环境，同时，罗非鱼养殖品种丰富，苗种繁育技术
逐渐成熟。但同时也存在缺乏高层次的育种人才
和完善的育种基础设施等问题。杨弘建议，海南
要加快推进罗非鱼育种商业化进程，打造苗种龙
头企业，树立品牌。建立罗非鱼病害综合防控体
系，大力推进物联网自动监测调控等新技术在罗
非鱼养殖中的应用。加强关注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加强培育国内市场，同时鼓励海南罗非鱼产
品和技术向非洲、东南亚等需求旺盛地区输出等。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推介会并讲话。

近日，在三亚南山港，工作人员正在指挥装卸作业。
据悉，作为崖州湾科技城“一港、三城、一基地”五个构成部分之一的南山港，目前已建成一座一万吨级通用散杂货泊位码头和一座3000吨级滚装船

泊位军民两用码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港口卸货忙

三亚实施
“气代柴薪”项目
首批惠及崖州区1400多户村民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易
宗平）为了让农村告别烟熏火燎的
生活习惯，近段时间，三亚市在崖州
区实施燃气下乡“气代柴薪”试点
项目。这是8月30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
悉的消息。

崖州区港门村、乾隆村共有
1400多户村民，居住相对集中。因
此，该市选定这两个村作为燃气下乡

“气代柴薪”试点，由三亚长丰海洋天
然气供气有限公司具体实施。目
前，建成了崖州区储气站并开始储
气，已铺设通往两个村的主输气管，
正延伸进村的支管道和入户管道。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在崖州区两个村取得
经验后，将陆续向全市其他村推广，
从而让更多村民用上节能、环保、安
全、实惠的天然气。

◀上接A01版
他高度评价并衷心感谢中方精心的筹备工作。相
信本届篮球世界杯一定会成功、精彩。

应穆拉托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宣布：2019年
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开幕！

现场升起国际篮联会旗和2019年国际篮联
篮球世界杯赛事旗帜。

本届篮球世界杯吉祥物“梦之子”一声哨响，
拉开“梦的畅想曲”文艺演出的帷幕。

京剧与钢琴合鸣《天行健 人自强》。青年
歌唱家齐唱《向梦想出发》。古琴演奏《众人力
无不胜》，诠释共生共荣的东方哲学。叶沙篮球
队唱响《壮志在我胸》，歌颂16岁的篮球少年叶
沙去世后捐献出人体器官，受捐者组建篮球队
为叶沙圆梦的故事。来自五大洲的篮球青年以
及中国的艺术家们也献上了精彩的节目。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护送本届世界杯冠军
奖杯入场。代表8个比赛举办城市的篮球少年依
次宣示：“中国准备好了！”孩子们唱起《加油！篮
球》，表达对本届篮球世界杯的美好祝福。

丁薛祥、孙春兰、杨洁篪、蔡奇、王毅等出席上
述活动。

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是国际篮联主办的世界
最高水平的国家队级篮球赛事，每4年举办一
届。2019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将于8月31日
至9月15日在中国举行。

习近平出席2019年国际篮联
篮球世界杯开幕式

本报三亚8月30日电（记者徐慧
玲）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三亚市
有关部门获悉，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发布《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位于中心
城区的2宗地。2宗地拟用于建设“亚
沙村”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属房地产业
中的住宅、零售商业、商务金融及旅馆

用地，即日起至9月27日，竞买人可进
行相关咨询和提交书面申请。

本次挂牌出让的一宗地位于三亚
中心城区控规BP08-26和BP08-27
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
面积66444.5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
系总面积66404.80平方米）。另一挂
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中心城区控规

BP06- 26、BP06- 28、BP06- 30 和
BP06-32A地块，CGCS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总面积75431.77平方米（海
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75386.27平方
米）。

根据《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修编及整合）》要求，此次挂
牌出让的两宗地拟规划建设“亚沙

村”配套服务设施项目。竞买人或其
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就公
共体育产业及体育旅游产业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竞买人如
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须无
偿配建三亚市体育中心项目“一场两
馆”中的体育场项目（不含室内工
程），并在竞买时出具书面承诺。为

做好体育场项目建设，竞买人或其关
联企业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企业资质
证书（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及
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人防工程］甲级）。两宗地竞买
人资质均由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初审。

三亚挂牌出让两宗地块
拟建“亚沙村”配套服务设施项目

码上读
扫码看三亚

崖州科技城视频。
拍摄/武威
剪辑/吴文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