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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遇 世界共享自贸观察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王
玉洁）海南日报记者4月29日从省
外事办公室获悉，连日来，日本、韩
国、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朗、意大利、
瑞士、丹麦、荷兰、新西兰、乌拉圭等
多国驻华使节纷纷来信向海南表示
感谢。他们认为海南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为促进抗疫国际合作所做的
努力，彰显了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
深情厚谊，也坚定了各国凝心聚力、
共抗疫情的决心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面临挑战。一段时间以来，海南
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
作，不管是山水相连的近邻，还是大
洋彼岸的远亲，海南都真诚分享疫情
防控信息经验，紧急驰援短缺防疫物
资，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向世界传递海南情谊、贡献海
南力量、分享海南智慧。

“自疫情发生以来，海南始终本
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通报疫情信
息，密切协同驻华使领馆，毫无保留
分享防控经验。”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王胜介绍，结合我省理论研究和防治
实践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院前急救转运指引》已翻译成英文
版，在国际急诊联合会网站上发布，
供全球67家成员单位参考借鉴。

瑞士驻广州总领事毕扬来信对
海南高效的疫情防控措施表示赞赏，
他们期待与海南一同努力，继续推进
海南和瑞士在不同领域的深入交流
和务实合作。

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馆认为海
南的应对措施在抑制疫情传播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效。该总领事馆在来
信中写道：“病毒不分国界，全球都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海南及时向外
国驻穗机构代表通报情况，并且支持

领事馆的领事事务和其他工作，我们
感谢海南省政府在这段时间所作的
努力。”

“对于各国人民目前正遭受的疫
情和困难，我们感同身受，一直在向
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援助。”王胜说，截至4月17日，
海南已向重点疫情国家政府、国际友
城和海外侨胞援助医用口罩、防护
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逾146万件，
并计划继续捐赠37万件。

日前，我省援助斯里兰卡的医
用外科口罩已运抵该国种植业部、
南方省和西方省，并已投入疫情防
控一线使用。斯里兰卡驻华代理
大使尤格纳丹来信感谢海南在紧
急时刻提供的捐赠和支持，他坚信
双方将一起共克时艰，共同战胜新
型冠状病毒。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乌

拉圭驻广州总领事馆向我省转达来
自友城罗恰省的诚挚谢意。他们表
示，在乌拉圭人民全力抗击疫情的关
键时刻，海南省慷慨捐赠防疫物资，
这充分体现了两省人民患难与共、守
望相助的友谊，令人深受感动，乌拉
圭将珍视两省之间的深厚情谊，推动
双方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

在意大利疫情暴发后，中国是第
一个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意
大利驻广州总领事白露茜在致信中
表示，疫情使她意识到应对全球健康
威胁，全球对策和国际合作十分重
要，她衷心感谢海南在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之际向意大利表达的真切问候
以及加强合作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得各方支
持，我们并肩对抗共同的威胁。我们
终将证明，共同努力是走出黑暗、恢
复和平生活的唯一手段。”白露茜说。

近日，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
胶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热科院橡胶
所），来自缅甸教育部生物技术研究所
的内至高，和来自印度国家科学院的
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一直在实验
室忙碌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大部
分时间都在海口，一有时间就到实验
室来，不能让实验中断。”4月28日，佩
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她目前正在做橡胶树体胚叶片
的分子育种技术研发，为橡胶树的分
子育种打下基础，高效选育更抗病、更
高产的橡胶。

海南是中国橡胶的主要产地，60
多年来，中国热科院一代代科研人员
在这座岛屿扎根，通过不懈努力，引领
橡胶栽培育种等领域的技术在国际上
具有领先优势。“和海南一样，橡胶也
是印度的主要经济作物，以前我也和
印度其他橡胶研究团队在生物育种方
面有过合作。”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
姆说，但通过在中国热科院橡胶所这
一年多的工作学习，她明显感受到这
里橡胶品种更多样、育种技术更先进、
实验方案推进也更快。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中国
热科院橡胶所成功获批2020年度“国
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项目，是今年海
南省唯一一家获批建设的单位。一直
以来，中国热科院橡胶所特别注重和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西、法国、新
加坡、缅甸等国家橡胶团队的合作交
流，未来他们还将从特异橡胶资源和
高效生物育种技术两个方面进行引才
引智和成果示范，打造高性能天然橡
胶品种培育创新平台。

“能在这样一个科研单位学习、工
作，做博士后研究，是我的荣幸。”佩苏
马尔·文卡塔卡拉姆说，来到中国热科
院橡胶所，在课题组组长中国热科院
橡胶所研究员华玉伟的引导下，自己
做实验的方向很明确、节奏很扎实、效
率很高，每次实验出现问题，都有前辈
来答疑解惑。

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到海南
做研究，是印度一位研究橡胶的知名

学者推荐的。未来，她也会向印度其
他同行推荐海南、推荐中国热科院橡
胶所，努力通过国际上的学术交流推
进橡胶产业的发展。

和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一样，
内志高到海南来，也是导师推荐的。

“我的导师2015年到中国科学院做学
术交流和研究，后来他极力推荐我到
中国海南去，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的橡胶专家一起学习，学习前沿理论
和技术。”内志高说，2016年，她以访问
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热科院，开启了
与中国热科院的橡胶缘。

那段在海南的工作和生活，让内
志高感受到了海南同缅甸之间的友好
关系，也深刻体会到了中国热科院橡
胶所的科研实力。2018年，她再次来
到中国热科院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
究橡胶组培等，为橡胶分子育种奠定
基础。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内至高没
怎么休息，一有时间就待在实验室里。

“团队成员都潜心做研究，这里的
科研条件和环境都很好，我们的专业
知识和实践技能得到了提升”内志高
和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说，在不忙
的日子里，她们很喜欢到周边逛逛，吃
一吃海南特色美食。

她们还期待着，将来可以把在海
南的所学转化为值得推广的技术，加
强海南同缅甸、印度在橡胶领域的交
流，提高橡胶高效生物育种技术的国
际水平。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境外人才在海南

省委外办调研公共场所
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

多国驻华使节高度评价并感谢海南抗疫国际合作

同心抗疫 共克时艰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
候，海南省政府和人民‘雪
中送炭’，我们深感老朋友
的温情。”韩国济州道知事
元喜龙回信道。

“共渡这次难关将会
使我们30年来共同建立
的友好关系更加牢固。”日
本兵库县知事井户敏三在
信上亲笔写下“真的非常
感谢，谢谢”。

“危机发生时，海南省
的援助体现了患难见真
情。”克罗地亚扎达尔省省
长波茨达·隆金在接收我
省捐赠的抗疫物资时对当
地主流媒体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在海南全力抗击疫情
之时，我省收到了来自五
大洲20多个国际友好城
市的慰问和物资援助；在
国际友城急需防疫物资
时，我省积极应对国际运
输难问题，向22个国家的
29个国际友城援助医用
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
用物资70余万件。连日
来，一封封话语恳切的来
信道出了“国际朋友”同海
南之间彼此鼓励、相互援
助的深厚情谊。

国际友城是地方对外
交往的主要渠道之一，友
好城市之间的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是海南长年累
月用情用心做好友城工作
的收获。当前我省国际友
城共有64对，“国际朋友
圈”遍布五大洲，一系列友
城交往活动不断助推海南
扩大对外开放，服务国家
总体外交。

3月18日，我省向友城日本兵库县
捐赠10万只医用口罩，并以省长沈晓
明的名义向兵库县人民致以真诚的关
心和问候，近日还将追加抗疫物资支援
该县。

“日本兵库县政府对海南抗击疫情
给予了很大信任、帮助和支持，向海南
捐赠了10.8万个医用口罩，体现了超越
国界的国际主义大爱。”省外事办主任
王胜说，日本防控疫情也急需医用口罩
等防疫物资，我们感同身受，也愿尽己
所能支持海南的国际朋友。

“日本兵库县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以来的首个国际友城，1990年双方正

式结好。”省外事办国际友城处负责人
说，在兵库县1995年遭受“阪神大地
震”重创，以及2018年遭受超强台风

“飞燕”袭击时，海南第一时间伸出援
手，尽己所能捐赠赈灾款和物资，“每每
提及此事，井户敏三都表示这份厚重的
情谊兵库县人民铭记在心。”

结好30年来，海南和兵库县保持密
切的多领域合作。海南先后选派46名
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参加由兵库县政府
组织资助的“兵库海外研修员”项目，到
日本政府部门、企业、科研院校学习借
鉴日本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科学技术。

纵使相隔甚远，只要以诚相待，彼

此情谊就会更加亲近、久远。而在与海
南自然风光相似的柬埔寨，海南给当地
人民送去“光明”成为一段佳话。正如
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黄万达所说，
海南对于柬埔寨而言有着特殊的地位。

“当前海南分别与柬埔寨磅湛省、
西哈努克省结为友城，与暹粒省签署了
结好意向书。”王胜介绍，2016年海南与
柬埔寨政府达成共识，开展“中国海南·
柬埔寨光明行”义诊活动。截至目前，
我省医疗队已5次赴柬埔寨磅湛省、暹
粒省、磅士卑省执行任务，累计筛查病
患3317人，实施复明手术701例，手术
成功率100%。

跨越国界 守望相助

当前我省国际友城共有64对，“国际朋友圈”遍布五大洲

搭乘“友城号”升级“国际范”

自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以来，省外事办先后组织省领导
访问阿联酋、新加坡、日本、韩国、塞尔
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印度、斯里
兰卡、菲律宾等国家。

“根据我省的国际友城分布，省领
导相继走访了这些国家的友城和意向
友城地区，与地方领导会晤、与当地商
学界精英代表对话，学习借鉴友城地区
发展经验，商洽合作项目。”王胜介绍，
缔结友城关系，可以推动双方更好的交
流合作，继而不断深化友城交往。

建设自贸港，海南对外开放的大门
要越开越大，这意味着海南的国际“朋友
圈”要遍布更多国家，为日后更紧密的开
放合作奠定友好基础。“去年，借省领导
出访之机，我们与比利时瓦隆大区签署
了省区结好意向书，填补了我省在比利
时的友城空白。”王胜介绍，去年下半年，
我省还与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签署结好
意向书。

海南国际友城早期主要分布在亚
洲地区，经过多年发展，海南的国际“朋
友圈”已遍布五大洲。“拓宽海南友城布
局、开展国际友城交往，对海南提升国

际开放程度、密切彼此之间各领域的交
流合作等具有积极意义。”王胜介绍，当
前，我省还积极借助驻外使领馆的渠
道，不断推动海南与西班牙、葡萄牙、希
腊、以色列等国家的意向友城建立友好
关系，进一步优化海南国际友城布局。

得益于海南友城的开拓和航空公
司的支持，我省共执飞100多条境外航
线，这些便捷的空中航线，为海南国际
友城数量的增加添足了马力。与此同
时，海南也将继续以友城为支点，扩大
海南国际友城的互联互通，密切海南与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务实交流与合作。

借助友城 互联互通

经过多年努力，海南友城交往数量、
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海南参与国际合
作和国际资源分配的能力得到提升。

依托友城，外事部门还能为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做什么？王胜介绍，
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和国际友城的开
拓，省外事办打造了岛屿观光政策论
坛、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海南·柬
埔寨光明行等友城合作品牌项目，进
一步夯实了友城间的务实合作，服务
了国家总体外交，推动了海南的对外
开放。

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自2015年
举办以来，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去年我省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
的友城结好协议，以及我省企业与友城
瑞典哥德兰省企业的合作协议，都是在
对话会期间签署的。

岛屿观光政策论坛的成立，与海南
同韩国济州道的友好关系渊源颇深。
1995年，海南与济州道建立友好关系，
由此开启多层次、多领域合作。两年
后，济州道时任知事慎久范提议联合岛

屿力量筹备“岛屿观光政策论坛”。“这
个提议得到了我省的大力支持，至今该
论坛已成功举办23届，成为我国城市外
交的范例。”王胜说。

多年来，海南和济州道还互相举办
“海南日”“济州日”等一系列人文交流
活动，拉近双方心与心的距离。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海南国际友城的开拓和发展，将
为海南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民间
友好往来奠定基础。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

依托友城 扩大开放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王玉
洁）海南日报记者4月29日从省委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根据省公共场
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联席会
议部署要求，省委外办充分发挥外事资
源优势和专业优势，启动了对公共场所
标识标牌英文译写标准的调研工作，牵
头制定《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译写规
范》这一海南省地方标准编制方案。

规范设置外语标识标牌，是对外
交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基础工程。近一个月以
来，除了走访了解我省公共场所标识
标牌英文译写标准化建设的现状外，
省委外办还联系北京市外事办，详细
咨询北京市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译

写标准化相关工作情况，研读国家和
有关省市关于公共场所标识标牌英文
译写的相关规范和标准文本，并对国
家和地方的标准进行了梳理。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
工作，是优化我省国际化语言环境和
营商环境，提升我省对外形象，服务自
贸港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门面招牌”。
4月26日，省委外办召开公共场所外
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动员部署
会，要求制定工作细案和推进计划，明
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责任人等，与
各部门、各市县主动对接，确保信息互
通有无、快速共享、有效传递，协同推
进工作进度，在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
牌规范建设工作中发挥外事力量。

来自缅甸和印度的橡胶科研人员到中国热科院做博士后研究

“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都得到了提升”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田婉莹 刘倩

我省便捷的空中航线为国际友城数量的增加添足马力。图为“三亚⇌萨
马拉”航线开通首航。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佩苏马尔·文卡塔卡拉姆（左）与
内至高（右）在交流。

通讯员 田婉莹 摄

“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义诊活动累计实施复明手术701例。图为
术后等待康复的患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3
月
18
日
，海
南

给
日
本
兵
库县和韩国济州道捐赠的医用口罩从海口发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