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航班量达到496架次

客流量超过7.06万人次

3月16日

制
图/

孙
发
强

本省新闻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 检校：叶健升 陈旭辉A06 综合

■■■■■ ■■■■■ ■■■■■

2021海南自由贸易港
（三亚）港澳专场招商推介会举行

“屏对屏”交流
“点对点”招商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黄媛艳）3月18
日，2021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港澳专场招商推
介会举行。三亚以线上连线的方式，向港澳地区
企业、商协会介绍海南自贸港政策及三亚投资利
好，目的是与港澳地区加强经贸交流，用好用足自
贸港优惠政策。

此次活动在三亚CBD城市展厅设置主会场，
通过“屏对屏”交流的方式，实现“招商不停、招商
不断、招商不乱”，吸引了来自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近70位港澳地区企业、
商协会代表参会。会上，三亚多部门及重点园区
代表为与会企业进行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三亚
重点产业和投资机会分析，现场洽谈气氛活跃。

部分参会企业表示，港澳地区集聚了众多设
计品牌，具有丰富的国际化专业设计经验，琼港、
琼澳在创意设计产业方面互补性很强，具备良好
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强化合作不仅可
以扩大港澳设计服务、产品的内地市场，也能促进
海南尤其是三亚的设计产业和品牌的发展，助力

“国际设计岛”建设。

首届博鳌国际细胞药物转化论坛举行

推动细胞治疗领域研究
本报博鳌3月18日电 （记者袁宇）3月 18

日，首届博鳌国际细胞药物转化论坛在海南自贸
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相关领域
专家齐聚博鳌，分享国内外细胞治疗、药物等方面
的前沿技术进展。

论坛上，上海与海南联动，由上海细胞治疗研
究院与博鳌启研干细胞抗衰老医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计划依托上海嘉定精准医疗和健康服务集
聚区、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优势，在科研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的背景下，共同
推动细胞治疗领域研究，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进入快速通道。

据了解，细胞是当今生物医学热门领域之一，
随着从事细胞研究的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应用
于临床细胞的技术和药物也越来越多。在本次论
坛上，国内外细胞研究领域专家通过主题演讲，分
享细胞治疗、药物等方面的前沿技术进展。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乐城
先行区希望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能够
为国内前沿医疗技术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平
台，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通过此次战略合作，上海嘉定精准医疗和健康
服务集聚区与乐城先行区将共同努力，扩大学
科和人才的影响力，强化国际产业合作和科技
成果转化，构建多层次的开放、创新、合作、共
赢体系。

医药科研

第18届海南国际车展海口开幕

展出近千款热销车型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郭萃）3月18日

上午，2021第18届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简称
“海南国际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车展从3月18日持续展出至3月21日，吸引100
余个汽车品牌参展，展出近1000款热销车型，展
览面积6万余平方米。

本届海南国际车展聚集了保时捷、宝马、奔
驰、奥迪、雷克萨斯、英菲尼迪等100多个汽车品
牌，约占目前在海南市场在售汽车品牌的95%。
此外将发布20多款新车。

车展主办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国际车展是海南省有较大影响的专业展
会。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对于汽车行
业发展是重大利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将以此为
契机助力海南汽车行业发展。

本届车展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海南共好国
际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海口市商务局、省
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支持，
东方环球（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协办，海南洋浦共好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

汽车展销

“新餐饮服务伙伴
计划”落地海南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 张期望）3月18日，海南省酒店
与餐饮行业协会、海南龙泉集团有限
公司、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共
同签署“新餐饮服务伙伴计划”合作框
架协议，将共同打造“新餐饮”的新标
杆、新模式，引领全省酒店与餐饮企业
通过数字化升级降低成本、优化运营、
提升服务。

据了解，根据“新餐饮服务伙伴计
划”，签约各方将围绕人才培养、数字
化升级、品牌打造、直播营销、行业研
究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做大做
强海南酒店餐饮业。

“此次签约的核心目的是通过数
字化升级，让酒店餐饮企业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优化运营，抢占自贸港时代
的新机遇。”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海南省
区公共事务总经理邢颖表示。

海口美兰机场
日客流量突破7万人次
推出多项优惠让利活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 陈栋泽）3 月 1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获悉，3月16日美兰机场航班量达
到496架次，客流量超过7.06万人次。

据了解，为丰富和活跃海南春季旅
游市场，推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省旅文厅近日牵头组织启动了“海南健
康游欢乐购——我和春天的约‘惠’”主
题联合推广活动。在为期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省旅文厅将联合金融机构、航
空公司、新媒体平台、OTA（在线旅游）
平台共同开展联合推广活动，通过推出
特色旅游线路、产品，举办各类促销让
利活动，吸引游客来琼旅游消费。

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该主题活动的持续推进，美兰机场的
航班量、客流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
持续攀升，有望再创新高。

据悉，下一步美兰机场将积极融
入、参与该项主题活动，协调各驻场商
家开展全场零售、餐饮及免税多种形
式的优惠活动。

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
入驻三亚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黄媛艳）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种集团”）3月18
日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揭牌入驻。这将有力推动
三亚南繁产业要素聚集，助力海南建设全球种业
创新高地。

经中种集团牵头，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业务
板块去年签约落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着手建立
统一规范、高效运转的业务运行平台，全力部署实
施先正达集团中国种子业务战略。以此次揭牌入
驻为契机，中种集团将依托先正达集团中国的资
源，打造立足海南的一流种子企业，同时联合园区
内科研院校与企业，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据介绍，先正达集团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农业
科技全球化企业，业务领域包括植保、种子、作物
营养、MAP与数字农业。

产业招商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黄冬青）由海南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协办的2021年海南省少
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创作征集评
选活动于3月18日启动，长篇小说单
项最高奖金为10万元。

本次活动以海南“百年铸魂·勿忘
初心”为主题，通过以文化融合的形
式，弘扬本土优秀历史文化，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提炼新时代
海南少数民族新的精神气质，打造海
南民族文化工程，擦亮海南民族文化
品牌，塑造海南民族文化名片，提升海

南民族文化品质，在各民族群众中进
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介绍，2020年4月至10月，以
海南“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
2020年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作
品征集评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来自省内外的作家、诗人、散文家、音
乐家、摄影家、文艺爱好者近千人，在
海南民族地区开展采风创作，踊跃投
稿，积极参与活动。到活动结束，主办
方累计征集作品共计822件。活动反
响强烈，为繁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事
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十
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关键之年。我省将通过开
展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
品创作征集活动，展示我省各民族在
乡村振兴、建设美丽新海南中所表现
出的精神风貌及新时代民族精神，展
示海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将讲好海南故事，做好海
南文化传播，创新创作一批新时代作
品，引导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增强各族群众作为中华
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归属感、自豪感和
使命感，坚定学党史、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的信念。

本次征集作品的体裁为长篇小说、
剧本、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歌曲、相片
七类，作品要求体现学党史、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展示海南省相关少数民
族厚重的历史感与强烈现实感；讴歌建
党百年来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和开拓前
行中的民族事迹、民族精神；海南省相
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书写和记录海南
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建党百年来
的传奇、人物、故事，书写和记录海南少
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自然风光、街
巷故事、特色物件等；书写和记录海南
省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的发展成
就、展示新时代民族精神、风情文化带
来的感动等；海南省关于少数民族文化

艺术的体裁作品，融入讴歌建党百年来
民族团结、展示全面小康、新海南、新时
代民族精神、风情文化，进行再创意、再
创作等。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借助众多省内
外媒体联动刊发和云上宣传，海南日报
客户端、南海网设“海南省民族文化‘七
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征集专题，面
向广大民众、机构进行征集。在主题活
动征集活动中，主办方将开展海南民歌
作品创新创作征集、海南省民族摄影作
品采风创作活动、海南省民族音乐文学
创作沙龙等活动征集作品。此外，主办
方还设机构推荐创作作品、知名创作者
邀约创作征集优秀作品。

2021年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创作征集评选活动启动

讲好海南故事 擦亮文化名片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子榕

3月 20日至24日，2021年中国
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将在三亚举
行。连日来，各地参会嘉宾陆续抵达
三亚，他们期待在大会上进行专业观
点交流，探讨种业未来发展方向。

在本次大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分论
坛上，从事生物种质基因检测鉴定工

作的江汉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教授彭海将作报告《新型分子鉴定技
术在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应用》，
分享他对于植物DNA检测鉴定工作
的观点，介绍植物品种MNP鉴定技
术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和优势。

“此前我也参加过不少农业产业
的会议与论坛，但还是首次参加规模
如此之大、层次如此之高的集成性农

业发展大会。能与众多专家学者共商
农业发展方向，我很期待。”彭海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大会了解到更多农业知
识产权的法律相关问题，通过与农业
专家学者和农业企业代表交流，共同
推动植物MNP鉴定技术的广泛运用。

来自三亚的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
博士袁志鹏将在本次大会的产业园发
布会上，以酒泉市肃州区国家现代农
业（种业）产业园为实例探讨农业高校
与现代种业产业园的发展道路，希望
通过观点的分享与碰撞，吸引更多人
关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种子大会是全国规模最大、
层次最高的种业盛会，将聚集整个农
业行业的焦点，为农业行业专家学者
和农业企业代表提供交流和合作的平
台。”袁志鹏说，中国种子大会将吸引
国内农业专家和全国种业企业的目光
聚集海南，为海南建设全球热带农业
中心提供专业的指导，也能促进农业
高效与现代农业产业园达成更加深入
的合作，为打赢“种业翻身仗”寻求新
思路、拓展新路径、探索新方法。

“我们根据热带农业科研产业总
部经济规划，建设了南繁基地和南繁

综合服务区（站），为南繁科研单位和
南繁企业提供了办公场所、科研基地
以及人才公寓等配套设施。”海南农垦
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晖介
绍，自2018年至今，已有338家科研
单位和南繁企业入驻南繁科技城周边
科研基地从事科研育种。

“目前，我们正在创建总投资额达
6亿元的生物育种创新研发平台，希
望能在展示种子资源的同时，提升南
繁农业科研速度，促进南繁成果转化
和落地。”王晖说。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

2021年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嘉宾期待——

聚焦种业发展 共商科研合作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王凯

3月18日下午，在位于临高县
波莲镇美珠村苏来村民小组的九品
香水莲花种植基地，黄色、紫色、蓝
色等颜色的莲花竞相绽放，在蓝天
白云的映衬下，构成一幅美丽的田
园画卷。

基地里，美珠村村民王颖华等
人正忙着采摘莲花。“在这里工作每
天有 120 元，一个月就有 3000 多
元，而且工作比较轻松。”王颖华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莲花不仅扮靓了乡村，更铺就
了一条助力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道
路。2017年6月，美珠村引进了海
南莲缘农业生态有限公司，通过流
转土地，利用闲置的水塘种植60亩

九品香水莲花。此后，该公司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当地村民增收。

目前，美珠村的九品香水莲花
种植基地已发展至150亩。“村民不
仅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还能利
用农闲时间到九品香水莲花种植基
地打零工，增加收入。”美珠村委会
副主任王国懂说。

“九品香水莲花对气温要求比
较高，低于10℃它无法开放，所以
在内地种植的话，生长周期较长，
花期仅为5个月。而临高气温、空
气、土质以及水质比较好，非常适
合九品香水莲花生长，在这里生长
周期约 1 个月，且一年四季都开
花。”海南莲缘农业生态有限公司
负责人林秀燕说。

据悉，九品香水莲花浑身都是
宝，不仅能观赏，还能鲜吃、能泡茶，
也可加工成各种食品和化妆产品。
其花朵硕大、香味浓郁、颜色鲜艳，
花内富含植物胎盘素、17种氨基酸、
6种维生素等有益成分。

“去年，公司在村里建了一个莲
花加工厂，主要将刚采摘来的莲花，
进行烘干，或者采用蒸馏技术，提取
出莲花的精华液体，再与化妆品公
司等合作，进行深度加工。”林秀燕
说，公司已开发出九品香水莲花系
列产品，有莲花茶、莲花面条、莲花
手工皂等10多种产品。

在莲花加工厂旁的莲花产品展
示区，记者看到了各种用莲花制作
而成的产品：九品香水莲花茶能除
腻降脂、安神助眠；莲花滋润面霜能

提亮肤色、淡化细纹……
“我们还将莲花提供给餐饮店

加工成食品或用来装点食物。”林秀
燕说，“加工后的莲花产品非常受市
场欢迎，主要销往浙江、江苏、福建、
山东、深圳、上海等地。年收入大概
有100多万元。”

美珠村有关负责人表示，“为
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限
衔接，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莲花种
植，继续招商引资，不断延长莲花
产业链，同时围绕休闲观光产业，
打造集文化传承、生态观光、体验
采摘、休闲度假、特色产品买卖等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基地，
促进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临城3月18日电）

临高美珠村引进企业，大力发展九品香水莲花产业

为乡村增色 助百姓增收

·脱贫攻坚答卷

3月18日，在屯昌县枫木镇枫木洋，农民在搬运苦瓜。枫木镇2000多亩苦瓜近期集中丰收上市，主要销往广东。
据悉，枫木镇苦瓜亩产约6000斤，目前每斤价格维持在2元左右。去年冬天，为迎战低温，屯昌县农技部门及时派

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做好苦瓜田间防寒防冻措施，有力保障了今年的苦瓜丰收。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苦瓜迎丰收
农户尝甜头

旅游促销

产业升级

关注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