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医药产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 242.1
亿元，占全省医药产

业工业总产值的97%

目前海口全市医药生产企业有86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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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当地时间
3月20日，中国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第三
批疫苗运抵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应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哥伦比亚民众发表视频讲话。

习近平指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
远。”浩瀚的太平洋阻挡不了中哥两国人
民的深厚友谊。建交41年来，中哥关系
得到历史性发展。中国已成为哥方全球
第二大贸易伙伴，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哥

伦比亚各领域建设。双方人文交流精彩
纷呈，中哥友好深入人心。

习近平强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两国团结互助、共克时艰，积
极开展抗疫合作。不久前，哥方采购的
两批中国疫苗已经运抵，今天又有一批
疫苗送达，为哥伦比亚全国新冠疫苗接
种计划助力加油。希望中哥两国政府
和人民共同努力，加强抗疫等各领域友
好合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哥

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
国人民。

当天，正在外地考察的杜克总统专
门举行特别仪式，向全国播出习近平主
席讲话。杜克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和
兄弟般的中国人民对哥伦比亚人民的深
情厚谊和为哥方抗疫提供重要支持。发
展对华关系是哥伦比亚各政治派别的广
泛共识。哥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哥中
关系持续深化。

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民众
发表视频讲话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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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在澄迈县仁兴
镇新兴村，苗族姑娘小伙聚在
一起，琢磨着如何拍摄创意短
视频，通过抖音等网络平台分
享村里的美妙生活。这也是
这里的村民们脱贫后新兴的
时尚生活。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杰 摄

拍视频分享美妙新生活

新兴村

新时兴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苏庆明 黄媛艳 通讯
员王俊彦 夏方禹娃）“海南正大力建设自贸港，处于风
口机遇期，有‘零关税、低税率’利好政策加持，对研发
制造型企业吸引力很大。”近日，专注研发针对无人机、
通航飞机安全管控技术的海南金林低空安全有限责任
公司在海口注册成立，公司董事长姜化京表示看好海
南市场前景。

自贸港建设启动以来，海南进入市场主体的高速
增长期。海南日报记者3月21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自去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至今年2月底，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7万户，环比增
长60%。其中，新增企业近14万户，环比增长130%；
其余为个体工商户。

2月当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1.28万户，其中企业
6468户，同比增长255.19%。

去年6月至今，海南自贸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原辅料“零关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实施，
外商投资准入进一步放宽，各方看好海南的声音高涨，
新设企业增幅较大。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的各大产业园区，在
市场主体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2020年底，海
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注册企业逾3.8万家。

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底在海口注册
成立子公司海南海兴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落户海口
国家高新区，建设智慧物联网项目。“在项目申请过程中，
高新区工作人员经常凌晨还在给我们发文件、解答问题；
周末我们来海口考察也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企业注册
一条龙服务，不用我们来回跑。”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金依对园区招商服务点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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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21日电（记者傅人意）
3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2021中国种
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上获悉，海南将通
过引进国内外科研单位和国家科研平台，
建设一批国家级种业科研平台，助力南繁
硅谷加速建设，并力争“十四五”期间全省
种业产值超过500亿元。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表示，

我省将围绕“一城两地三园”推动建设南
繁硅谷。“一城”，即南繁科技城，在南繁科
技城布局发展种业服务、种业科技、种业
会展、种业贸易、种业文化、种业总部经
济、“种业+旅游”等产业。“两地”，即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在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发展
育制种产业，从农作物育种向畜禽、水产

等全产业拓展，利用即将建成的生物育种
专区，引入金融社会资本，与科研单位共
同推进成果转化，率先推进生物育种产业
化应用；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
基地引进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检验检
疫服务，建立结果互认机制。“三园”，即农
作物、畜禽、水产三类现代种业产业园。

引进国内外种业领军企业，建设以育苗生
产、精深加工、仓储运输、智能服务、电子
商务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种子种苗产
业链，培育一批百亿产值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产业。

“目前全省种业产值为280亿元，我
们争取‘十四五’期间种业产值超过500
亿元。”黄正恩表示。

本报三亚3月21日电（记者黄媛艳）
3月21日，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
心（以下简称外经中心）主任张陆彪在参
加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时
透露，该中心正谋划在三亚设立外经中心
总部基地，致力于将其打造成中国农业走
出去的总部基地，探索利用海南自由贸易

港政策优势，推动中国农业开展更多的
“走出去”业务。

“种子产业是技术、资本、人才密集型
产业，具有市场垄断型、经营全球化的特
点。外经中心作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
的窗口单位，致力于通过推动中国农
业‘走出去’，助力中国涉农企业掌控

全球资源和市场，更好地服务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张陆彪表示，该中心目
前已通过政策设计、开展中德农业中
心、南美农业合作中心等双边合作、多
边合作，不断推动中国农业的国际交
流和合作。

当前，外经中心正着力发力数字

农业领域，逐步开展智库建设，探索打
造中国农业智库，建设全球农业投资
大数据中心等项目；谋划举办世界数
字农业博览会，搭建高效的种业对外
开放平台，加强对外合作，推动中国数
字农业的技术和设备“走出去”。

（更多报道见A02、A03版）

农业农村部外经中心或在三亚设总部基地

海南将建一批国家级种业科研平台
力争“十四五”期间种业产值超过500亿元

本报海口 3月 21 日讯（记者罗
霞）将在 5月 7日至 10日举行的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
称消博会），除一大批国外知名品牌
参展外，众多国内消费精品和中华
老字号将亮相。海南日报记者3月
21日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获悉，
全国各省区市积极组织参展商和采
购商参加首届消博会，系列精品发
布活动将举行。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以及厦门、大连2个计划
单列市已确定独立组团参展，青岛、宁
波和深圳将与所在省联合参展。各省
区市积极组织本地区品牌企业的消费
精品参展。在国内展区，确定的参展
企业超过600家，包括华为、格力、比
亚迪、OPPO、VIVO、同仁堂、景泰蓝、
海康等一大批国内消费精品和中华老
字号。 下转A06版▶

全国各省区市将携本地消费精品参会

系列精品发布活动将举行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侯赛）春
暖花开日，共襄盛举时。3月21日晚，由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联合主办的2020年度第六届海南
省《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
雄》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在海口湾演
艺中心举行。晚会揭晓了2020年度海
南“最美抗疫英雄”“抗疫优秀集体奖”

“特别贡献奖”以及优秀提名奖获奖人
选名单。

2020年新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本是共迎新
春、阖家团聚的时刻，却有这样一群人，
告别亲人，远离家乡，踏上“逆行”之路。
集结、出发；再集结、再出发……从疫情
防控阻击战打响的那一刻起，琼崖白衣

战士们纷纷请缨，不断开赴湖北战场。
他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生命践
行初心使命，用行动发出时代强音。

同样勇敢的身影，亦出现在海南各
大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卸下护目镜的脸
上，勒痕清晰可见；摘下乳胶手套的双
手，被汗水泡得发白……这群最美白衣
战士不畏艰险、无私奉献，为海南人民筑

起了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2月19日，2020年度第六届海南省

《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大
型公益活动启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凝
结全媒体资源，将抗疫英雄和好医护候
选人的典型事迹生动呈现，推向社会。

经过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环节，最
终评选出2020年度12名“最美抗疫英
雄”、10个“抗疫优秀集体奖”、10名“特
别贡献奖”、13名优秀提名奖人选和最美
公益慈善机构。

本次活动承办单位为海南日报有限
责任公司、海南第一成美医疗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龙栖湾新半岛国际康复产业
基地。支持单位为复星商社、上海复星
公益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海口
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此外，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艺滴水”
公益项目，为本次活动中的获奖团体及
个人提供全年免费观剧，以及全场医护
人员优惠看剧的机会，赞扬他们的海南
精神，用文艺温暖“海南榜样”。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南省支援湖北抗疫
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陆志远，副省长闫希
军，省政协副主席陈马林出席颁奖晚会。

（更多报道见A04/05版）

第六届海南省《百姓身边好医护——最美抗疫英雄》大型公益活动颁奖晚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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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至今年2月

海口打造千亿级
高端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群
本报海口3月21日讯（记者计思

佳）以“共享自贸港发展新机遇，共谋医
药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海南生物医药发
展座谈会3月20日在海口召开。海南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将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为中心，积极打造千亿级
高端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到
2025年，力争医药产业的营业收入突
破1000亿元。

据介绍，海口一直高度重视医药产
业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医药产业
提供了更大的支持力度和更好的发展
条件，海口生物医药产业迎来发展新机
遇，驶入发展快车道。接下来，海口将
着重从4方面加快医药产业发展：做大
做强生物医药制造产业，打造医药商业
贸易结算中心，培育高附加值医疗器械
产业以及建设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全省三大主导产业新增市场主体24.2万户

环比增长60%

其中互联网、文化
教育体育产业市场主
体数量增长最为突出

12 个重点产

业共新增市场主

体近5.4万户

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