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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海陆空”未来产业，引进培育高企，搭建创新平台，招揽科技人才……

科技创新助力自贸港建设

大数据、5G通信、无人
机应用等技术让人们的生产
生活便捷高效，医疗健康领
域的创新技术和医用防护用
品的研发生产尤为重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更为迫切地依靠科
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

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在我国实现迈进创新型
国家行列目标的决胜之年，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
实施之年，2020年海南科
技创新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新优势、新机遇。

作为我省三大主导产业
之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
仅是海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具体措施，也是海南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拉动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为完成“1+N”政策体
系、《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
发展实施方案》中自贸区阶
段的目标任务，去年以来，我
省各级政府和科技主管部
门、科研院所、高校、创新平
台、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才
等科技创新主体不断发力，
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事业、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瞄准“海陆空”| 布局三大未来产业

利用5年时间建成国内独特的
深海技术战略力量和研发基地，占据
国际深海科技制高点……去年 11
月，无级别、无编制、无固定经费的海
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在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揭牌成立，提
升深海科技创新能力，支撑海南深海
科技产业发展。

实验室成立后，科技部批准中科
院深海所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业主
单位，这标志着全海深载人潜水器这
一“国之重器”正式落户海南。目前，
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已进入总装阶段，
未来不仅能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
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防灾减灾等
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多学科领域关键
技术攻关、深海装备研发应用等提供
验证平台。

近年来，我省瞄准最有可能突
破、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南繁育种、深

海科技、航天科技等领域，面向海洋
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探测、热带作物、
空天信息等布局建设省级重点实验
室，建立与自贸港相适应的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产学研体系，争取在“海陆
空”领域打造成为科技创新高地，壮
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研发力
量，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省科技厅联合三亚市政府共同
推动深海科技城规划建设取得实质
性进展，同时采取“法定机构+平台公
司”运营模式，设立了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法定机构，引进招商局集
团全面参与深海科技城建设运营，全
力开展深海相关技术研究，加快深海
科技创新。

“热带高效农业一直是海南科技
创新的特色板块，也是极具优势的领
域。”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为推
进南繁种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科

技创新，省科技厅组织实施“主要南
繁作物抗性服务平台建设与应用”等
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建设南繁作物
抗性服务平台，不断积极争取科技部
支持海南承担科技创新2030—“种
业自主创新工程”重大项目。

近年来，一系列热带农业领域的
科研项目相继传来喜讯。中国热科院
抢占热带作物生物技术研究制高点，
陆续推动芒果、香蕉、橡胶、胡椒、木
薯、白木香、椰子、沉香等热带作物的
基因组研究，为热带特色农业高效发
展打下基础；中国热科院品资所作为
第二完成单位参与的“中国特色兰科
植物保育与种质创新及产业化关键技
术”荣获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该成果是我国兰花领域的第
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也是海南省花
卉领域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此外，我省还引入中国科学院、

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在
海南设立新型研发机构，以及隆平高
科、中信农业、中化集团等大型企业，
建成运行了5个南繁公共开放实验
室，大力推动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
心落户三亚，为更多前沿科技团队搭
建平台，提供空间，全力以赴打造南
繁科技城。

北有文昌航天发射、南有三亚卫
星应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离不开
科技力量的持续输入。近年来，我省
引进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在三亚
设立“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
究院”，协助省委军民融合办和文昌
市启动建设航天城起步区、航天超算
中心暨航天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推
进与中科院力学所、文昌市政府共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力学所在航
天科技领域的资源等优势，助推文昌
国际航天城建设。

引培并举 |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势头足

3月3日，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通过“云签
约”的方式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这是一家以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为
核心的上市公司。

结合近年来在海南发展的经
历，科大讯飞海南公司总经理张树
彬切实感受到了海南高新技术产业
呈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
2018年以来，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吸引了很多企业来琼，除总部经
济业务板块，更多的是创新创业型企
业。”他说。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
省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达到566家，营
业收入736.6亿元，同比增长11.3%。”
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处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生物与新医
药、电子信息等领域，多为智慧密集型
企业，员工中不乏“海归”和外籍专家，
为海南的创新要素聚集贡献了力量。

作为一家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
高新技术企业，疫情当前，拥有83项
核心专利的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逆势上扬。其主导产品远
销美国、英国、日本等60多个国家和
地区，2019年实现销售额近20亿元，

创汇4200万美元。“在省市两级政府
支持下，公司海南基地2月3日顺利
复产且无一员工感染。”海南金盘科
技总经理李辉说，由于复工复产早，
公司国内外订单同比不减反增。

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长、海南
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良刚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和技
术密集，产业附加值高，应对危机时，
高新技术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会更
强一些。

为不断引进和培育创新型企业，
提升支撑高质量发展能力，我省出台
了《海南省创新型企业培育行动计划

（2020-2022）》，不断加强创新创业
载体建设，积极研究将评审权限下放
给部分市县、重点园区，引导海口、三
亚、澄迈、洋浦经济开发区等市县
（区）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引进
目标任务，力争2020年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达800家。

我省还不断发挥各类社会组织
的桥梁作用，加大科技招商引资力
度，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独角
兽”科技企业、科技领军企业、国内知
名科研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与本
地高新技术企业一同壮大海南科技
创新事业发展。

搭建创新平台 | 加强关键领域攻关

“目前我们支持省深海技术实
验室专项经费约1.5亿元，保障全海
深载人潜水器开展海试任务，推动

‘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海底原位科
学试验站’A类先导项目实施。”省
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实验室与
国内其它科研单位合作建成4家分
实验室。今年 3月 10日，“探索一
号”科考船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
潜水器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
码头启航，开始2020年首次即TS16
航次科考任务。

创新平台的搭建，可以加速整
合各方优秀科研力量，加速科研项
目的攻关。去年，我省新设省级重
点实验室8家、院士创新平台61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众创空间 2
家，全省各类创新平台和服务机构
数量累计达到600家，同时推动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品资所获批建设

“国家热带植物种质资源库”。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产出一

系列丰硕的科研成果，带出了一个

又一个科研团队。
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海南中航特玻
材料有限公司“特种玻璃国家重点
实验室”共承担科研项目44项，发表
论文 200 余篇，获省部级科技奖 7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近百项，发
布实施国家标准3项，发表专著19
部，培养硕士研究生30人。此外，中
国热科院橡胶所申报的“国家引才引
智示范基地”项目，成为2020年度我
省唯一一家获批的建设单位。

筑得好巢引凤来。由三亚市投
资建设的“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科教城
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项目，总投
资28.98亿元，包括综合实验区、学术
交流中心、创新研发基地、实验测试
基地等功能区块，先后吸引上海交通
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
理工大学等知名高校入驻，开展海洋
领域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中科院
南海所、中科院深海所、中国地质调
查局、招商工业、华大海洋、一飞智控

等知名科研机构和企业也纷纷入驻
崖州湾科技城，为我省深海领域科技
创新注入更前沿、更有活力的科技创
新主体。

聚焦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和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组织科研项目，
省级财政科技计划聚焦海洋科技、热
带特色农业、航天科技、生态环保新
能源、生命与健康，以及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去年安排财政资
金3.5亿元，立项支持省重大科技计
划、重点研发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
（含高层次人才）项目1071个。

为应对疫情，今年2月起，聚焦
一线临床医疗机构的科研需求，我
省启动首批新冠肺炎防治应急科研
项目工作，支持7项新冠肺炎防治应
急科研项目，加强疫情防控应急科
技攻关。

“医疗健康产业是我省十二大重
要产业之一，加强临床医学中心建
设，可以为提升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科
研水平，为其跨越发展提供技术支

撑。”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我省全力推动6家省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建设，形成覆盖各级医疗
机构的协同创新网络，共支持经费
1300万元。

此外，海南省国际先进医药技
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立了“三级
平台网络体系”，创建了尖端医疗技
术人才孵化基地等一系列平台基
地。海南省急危重症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获批全国首家急救与创伤研究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医学科学
院海岛急救医学创新单元项目。

平台搭建完成，国内外人才聚
集效应逐步显现。去年来，省科技
厅打造的创新平台吸引400多名院
士团队成员到海南开展工作，支持
394位高层次人才开展科研攻关，全
省获批赴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
港等地区培训项目 50 个共 921 人
次，项目数量和人员规模同比增长
近50%。海口市也不断探索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

打造创新高地 |
推动市县协同发展

俄罗斯人埃琳娜·谢勒梅托娃在办理外
国人来琼工作许可证时，感受到了便捷和高
效：“两个多星期就拿到了工作许可证，比预
想的提前了一个多月！”

省科技厅（省外专局）把外国人来琼工作许
可预审权限下放到园区，为园区就业创业的外
籍人员提供便利，大大节省了外籍人员办理许
可证的时间。同时也给有实际需求的园区下
放部分工作许可审批权限，不仅可以提升外国
人来海南工作的便利度，也能在释放园区的创
新活力的同时，推动各市县和园区协同发展。

近日，省科技厅党组印发《关于开启自由
贸易港科技创新新征程的意见》，要求强化海
口市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加大对中小企业
创新支持，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提升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质量；支持三亚市积极
创建创新型城市，推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互
联网信息产业园、遥感信息产业园、海南信息
安全基地建设；推动县域科技创新发展，用科
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为推动各市县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去年省
科技厅制定了《海南省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引导
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安排1000万元支持五
指山市加快创建创新型县（市），支持儋州市与
中国热科院成立儋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打造全市乃至海南西部的科技公共服务平
台；推动海南陵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顺利通
过科技部评估验收；海口市兑现招商落地企
业市级奖励金额5.05亿元，工业扶持、奖励资
金约5.7亿元，落实省、市财政资金1.25亿元。

海南农村有许多“泥腿子”专家，他们有
知识、有技能、肯实干，奔走于青山绿水间，在
贫困地区掀起了一股农业科技“风暴”，不仅
强化了地方政府和农民的科技意识，也从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市县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去年，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创建104
个科技扶贫示范村、1048户科技扶贫示范
户；选派169名科技人员到中西部11个市县
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实现809名科技特派员
对全省600个贫困村的科技服务全覆盖；省
科技厅定点扶贫的东方大田镇俄乐村和板桥
镇新园村全部实现脱贫出列。

（本版策划/夏天 本版撰文/夏天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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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三亚市新村田洋国家南繁育种
基地，科研人员正在查看辣椒苗生长情况。

武昊 摄

3月6日，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加紧生产变压
器。该公司今年前两月订单额超过
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出口
量同比增长134%。 乐凯 摄

3月17日，俯瞰加速建设中的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 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