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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机制

·前奏

首笔
“琼科贷”顺利投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岛屿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委员会联合主席、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教授詹姆斯·兰登：

海南应为论坛20年的成就自豪
博鳌访谈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伍英姿
凝 聚 亚 洲 共 识 、促 进 各 方 合
作、推 进 经济全球化……回望博鳌
亚洲论坛成立的 20 年，不凡历程为
时代呈上非凡答卷。作为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及海南的老朋友，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岛屿研究与可持续发展
项目委员会联合主席、加拿大爱德
华王子岛大学教授詹姆斯·兰登日
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海南应为论坛 20 年来的成就感到
自豪。”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将于
4 月 18 日至 21 日举行。年逾七旬的

詹姆斯·兰登将通过线上方式再度参
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
论坛。该分论坛是近年来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海南省主题活动之一，邀请
来自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同场交流，
聚焦岛屿经济体海洋经济发展，探讨
发展经验、愿景及合作路径，推动海
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每年《全球岛
屿经济体发展报告》的发布更是成为
年会亮点。
詹姆斯·兰登所在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岛屿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项目
委员会是分论坛主办方之一。2017
年，詹姆斯·兰登以嘉宾身份参加了
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
2018 年，他又作为主持人再一次深
度参与该分论坛。不仅如此，詹姆

斯·兰登还曾代表他所在机构，协助
海南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之外，举办
了两次相关主题活动。
詹姆斯·兰登说：
“ 显而易见，博
鳌亚洲论坛对于亚洲乃至亚洲以外
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机构等都是
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就我个
人从事的岛屿经济研究领域来说，像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
坛这样能够聚集来自政府、学界、非
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等多方嘉宾的
交流活动并不常有。这样的论坛活
动让我们可以分享关于岛屿经济体
发展的观点。”
在詹姆斯·兰登看来，作为中国
重要的岛屿省份，海南是太平洋地
区及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他相信，随着自贸港建设的

加快推进，海南将凭借竞争优势成
为重要的进出口贸易门户，在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海南也将成为
关键支点。
作为一名经济领域的学者，詹姆
斯·兰登在采访中强调，就业机遇、
GDP 的增长及环境设施的提升都非
常重要，但经济效益上的收获一定不
能以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破坏生
态环境为代价。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中
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海南的行动与
取得的成绩让我相信它在这件事上
会收获成功。”令兰登感慨的是，海南
在积极布局多元化产业发展，推动经
济增长的同时，十分重视保护生态环
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将是

今年世界上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
大型国际会议。
“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
高兴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开始恢复
了。这么多年来，在不少参加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的嘉宾们心里，美丽的海
南已经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一个代
名词。”詹姆斯·兰登说，论坛本身就
是海南推动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海南正在积极用好论坛这一
宝贵平台。更让人欣喜的是，论坛为
海南带来的国际化影响不仅体现在
海口这样的城市中，它也为海南其他
市县带来了经济效益。借助每年的
论坛年会，海南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宾
客们展示这里的旖旎风光，这会吸引
不少嘉宾以游客的身份再度来海南，
领略这里的无限魅力。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东屿岛旅游度假区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侯程恺：

真情融入细节 服务精益求精
博鳌故事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4 月 14 日，走进博鳌黄金海岸温
泉大酒店的大厅，工作人员各司其
职，一切如常。平静的背后，一场服
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的
“战役”
已经悄悄打响。
“我们的服务要体现在每一个细
节中。”一早，1000 余名志愿者就到
酒店集合，他们将在论坛年会期间协

助酒店工作人员，为参会的国内外嘉
宾提供服务。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
司东屿岛旅游度假区运营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侯程恺，正在为志愿者们讲
解服务的注意事项。
随着年会的临近，手头的事情越
来越多——安排志愿者岗位、检查硬
件设施、布置酒店陈设、VIP 贴身联
络员演练……这些工作，都需要侯程
恺安排落实。
“从事酒店管理工作 20 多年，在
博 鳌 的 这 10 年 ，是 挑 战 最 大 的 10
年。”侯程恺坦言。2011 年，侯程恺

来到博鳌，负责东屿岛上 3 家接待年
会嘉宾酒店的管理工作。10 年来，
侯程恺总结说：
“ 每一年年会服务的
结束，
就是下一年年会服务的开始。
”
优质的服务保障，体现在许多细
节里。在侯程恺的团队中，有一支队
伍非常特别，每年论坛年会参会嘉宾
名单确定后，他们就开始搜集汇总嘉
宾资料，根据嘉宾的性别、国籍、宗教
信仰、个人偏好等进行分析，形成资
料报告，并根据报告内容为嘉宾“定
制”
个性化服务项目。
“比如有的嘉宾睡眠浅，我们就

要在嘉宾入住前，把房间周围的青蛙
都抓走放生，以免影响到嘉宾休息。”
侯程恺举例介绍。
让侯程恺印象深刻的是，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结束后，一名
外国政要已经离开了酒店，却突然
返回，和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一一
握手致谢。
“ 这些看不见的细节，会
让嘉宾感到非常舒适，而我们就是
要带给他们这种像家一样的感觉。”
侯程恺说。
作为一名有着 36 年党龄的老党
员，侯程恺认为，酒店做好年会服务

保障工作，就是服务国家外交。
“我们
有幸为年会服务，这不仅考验专业能
力，还体现着我们的奉献精神。
”
侯程恺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1 年以来，酒店共接待了 2.7 万余
名与会嘉宾代表，凭借多年的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服务保障经验，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
国际化”
服务标准体系。
一路走来，一路相伴。侯程恺
说，真心希望博鳌亚洲论坛越办越
好，中国主场外交取得更多成果。
（本报博鳌 4 月 14 日电）

琼海开展安全生产和
应急保障检查工作

为论坛年会召开
提供保障
本报博鳌 4 月 14 日电（记者刘
梦晓）近日，
琼海市相关部门在博鳌镇
开展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安全
生产和应急保障检查工作，
对相关配
套设施设备及消防、
通信、
供电、
供水
等情况进行检查，
解决存在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更
好地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琼海成立了美丽乡村建设、
安全保卫、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等 8
个工作小组，将服务保障工作细化，
逐级展开，层层落实。
在环境卫生方面，琼海从今年
2 月份起，已先后开展 3 轮病媒生物
防制集中统一行动，对博鳌镇、潭门
镇、嘉积镇、中原镇的重点村庄开展
环境消杀。在整治城镇环境卫生、
完善市政设施方面，琼海有关部门
结合巩卫工作，对嘉积城区和博鳌、
潭门、中原三镇镇墟道路和公共区
域进行常态化保洁，安排 89 辆清运
车及时清运该市每日产生的生活垃
圾；
对嘉积、官塘、博鳌地区的道路、
下水井等市政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
和维修。

4 月 14 日，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外，
工作人员在浇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一批展品率先在线上亮相

供线上展示平台，目前一批消博会展
品已率先在消博会
“云上展厅”
亮相。
据了解，
消博会参展商通过线上录
入展品信息，
待信息通过审核后，
展品将
在消博会官网
“云上展厅”
得到展示。自

4月10日首届消博会展商展品线上展示
公告发布后，
目前已有来自中国、
马来西
亚、
日本、
澳大利亚、
法国、
意大利等国家
的200 余家展商登录入驻
“云上展厅”
，
600余件国内外展品已通过审核率先亮

相，还有许多企业在陆续登录入驻中。
海南日报记者在“云上展厅”看
到，该展厅按生活时尚展区、珠宝钻石
展区、旅居生活展区、高端食品保健品
展区、各省市自治区展区及服务消费

展区 6 大板块划分，捷克贸促局、法国
拉彤城堡公司、多特瑞公司等参展单
位已在“云上展厅”展示展品，具体包
括国际高定配饰、珠宝钻石、高端食品
保健品、新能源汽车等。

路威酩轩集团旗下轩尼诗将亮相消博会
■■■■■

本报三亚 4 月 14 日电 （记者苏庆明）全球最
大的潜水培训机构 PADI（国际潜水协会）近日
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签约，将在三亚开设潜水培
训 基 地 ，助 推 海 南 潜 水 培 训、潜 水 旅 游 行 业 发
展；同时还将争取年内将 PADI 中国区总部落户
在海南。
据悉，该机构将在三亚注册公司并设立培训
基地，
加强与本地旅游景区合作，
培养更多潜水专
业人才和行业服务人员。
“PADI 希望借此机会将海南介绍给全球潜
水员，
同时也把更多的海外潜水员请进海南，将三
亚打造成具有全球知名度的潜水目的地。”PADI
中国区总裁楼彦说，该机构将对标世界著名潜水
胜地，与三亚分享海外潜水标准、规则和运营模
式，给三亚潜水旅游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发展规划。
她还表示，随着签约完成，下一步 PADI 将进
一步了解区域总部落户海南的相关法规、条件及
优惠政策，争取能在年内将 PADI 中国区总部落
户在海南。
PADI 是全球最大的潜水培训、潜水旅游服
务机构。目前，PADI 在全球 186 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 6000 余家潜水中心和度假村运营中心，已
累计培养约 2700 万名 PADI 潜水员。其在“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有关市县共有认证的潜水中心
20 多家。
据了解，三亚近年来强化旅游方面的联合招
商引资，PADI 项目是由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和招商三亚深海科技城开发
有限公司联合招商引入的重点项目。未来，该市
还将通过联合招商引进更多龙头企业。

全力推动查纠整改

首届消博会开设“云上展厅”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记者罗
霞）世 界 知 名 奢 侈 品 集 团 路 威 酩 轩
（LVMH）旗下干邑品牌轩尼诗，将携
美酒参加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消博会）。这是海南日报记

全球最大潜水培训机构
PADI落户三亚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推进会召开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 4 月 14 日从首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组委会获悉，
为了让参展商获得更
好的参展效果，首届消博会为展商提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胡蓉）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新机制，4 月 13
日，我省首笔“琼科贷”业务顺利落地。该业务的
落地成为我省转变财政科技资金投入方式、激发
金融机构向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积极性的一次成功
尝试，
有助于解决省内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问题，
为科创企业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据了解，
“琼科贷”是由海南省科技厅设立高
新技术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
“琼科贷”补偿
金），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总规模不低于
“琼科贷”
补偿金额度 10 倍的贷款，单家企业可获得额度不
超过 1000 万元的纯信用贷款。目前，该类贷款已
确定中国银行作为合作银行。
获得首笔
“琼科贷”
的企业是海南科力千方科
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的交通运输服务
应用系统（智慧交通系统）提供商，专注于城市交
通、公路交通、港航水运、平安城市建设、雪亮工程
等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型智能交通技术服务。
目前，该公司已承接海南省国省干线公路交通情
况调查系统工程、交通运输便民服务支撑系统建
设项目、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平
台等项目。
由于近年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该公司急需
银行贷款解决资金紧缺问题，但苦于缺少抵押物，
无法顺利获得银行融资。在省科技厅出台《海南
省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后，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立即行动，
在省科技厅的大力协助下，
迅速与客户展开对接，
简化贷款资料，
开辟绿色审
批通道，3 天内为海南科力千方科技有限公司发
放了 200 万元纯信用“琼科贷”，解了企业的燃眉
之急，
由此成为
“琼科贷”
合作银行。
“琼科贷”以全新的模式解决企业贷款难问
题，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中国银行
海南省分行将以
“构建政银风险分担机制、设立科
技支行、开通投贷联动直通车”
三大创新举措为抓
手，打造科技金融新生态。

者从首届消博会组委会获悉的。
据了解，轩尼诗是世界三大干邑
品牌之一，多年来积极开拓中国消费
市场。自 2015 年以来，轩尼诗“重新
发现中国味”巡旅活动在中国多个美

食重镇举行，活动参与方以各种各样
的本土食材、本土料理搭配轩尼诗的
不同酒款，
通过尝试不同的饮用方式，
发现中餐和干邑之间的全新关联，满
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轩尼诗相关负责人表示，轩尼诗
品牌看好中国市场，对中国酒业发展
前景充满信心。轩尼诗高度重视首届
消博会这一平台，希望通过更好的产
品和服务满足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

■■■■■

美好生活的追求。未来，轩尼诗将同
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结合离岛免税
购物等优惠政策，
布局海南市场，
在海
南开设更多高端门店，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肖
鹏）4 月 13 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第一批队伍教
育整顿工作推进会暨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署会
在省司法厅召开。会议总结队伍教育整顿学习教
育环节工作情况，研究部署查纠整改环节重点工
作及作风整顿建设年相关工作。
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启动以来，省司法
厅拧紧责任链条，
推出系列举措，
以政治教育夯基
铸魂、以警示教育自省清心、以英模教育提神聚
力，有力推动教育整顿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省属监狱、戒毒所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取得的成绩。会议要求，查纠
整改环节是教育整顿的中心环节，要准确把握查
纠整改总体要求，
全面开展政策宣讲，
督促引导广
大干警解开思想疙瘩，
勇于自我革命，
切实增强自
查自纠的行动自觉。要广辟渠道，深挖彻查
“关系
网”
“保护伞”
及其他腐败问题线索，尽快查处一批
腐败案件，形成有效震慑。要将作风整顿建设和
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健全工作考核激励
机制，
严格落实责任制，强化结果运用。要压实工
作责任、回应群众关切、讲究策略方法，以一抓到
底的决心确保查纠整改、作风整顿建设取得实效。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海南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查纠整改环节从 4 月 10 日持续至 6 月
25 日，为期 75 天，主要有 3 项任务，即开展自查自
纠、强化案件查处、加强专项整治。
另悉，
根据省委的决定，在全省开展作风建设
专项整治工作，分为动员部署、对照检查、整改落
实和总结提升等 4 个阶段。重点整治 3 个方面 10
种作风问题。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工作结合目前正
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和教育整顿工作同步推
进，从 4 月上旬开始，
今年底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