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张
期望）7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落户海口
江东新区的海南天堃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期发行了基
金产品——天堃芯智自强基金，成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首支QFLP（合
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管理公司
和QFLP基金“双落地”企业。

据介绍，海南天堃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

在海口江东新区完成注册登记，是
由全外资持股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也是海南省首家园区出
函设立的QFLP试点企业。天堃芯
智自强基金于今年6月23日完成注
册登记，并落地海口江东新区。

“天堃资本天堃芯智自强基金
将投向国内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
经济、半导体等新经济领域，目前
已经储备数个拟投项目，完成尽职
调查项目 2 个，年底前将完成投

资。”天堃资本负责人介绍，未来，
天堃资本将引导被投资企业将相
关业务落地海南，服务于自贸港的
实体经济发展。

天堃资本负责人介绍，天堃资
本立志扎根海南自贸港，依托自贸
港优越的税收、资本、监管政策等环
境，借力自由贸易港的历史性机遇，
致力于成为国内外领先的跨境资产
管理机构，成为自贸港投资自由便
利化建设中的优秀样本。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记者
邵长春）7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海南普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约开展战
略合作，共建医药创新研究中
心。

此次合作旨在充分发挥双方各
自优势，深度合作，聚焦硼中子药
物、mRNA核酸药物、纳米多肽药
物、蛋白药物以及靶向递送系统等
领域，特别是硼中子俘获疗法治疗
癌症，开发面向重大疾病防治领域
的医药创新药物。

据介绍，硼中子俘获治疗是
新兴的、国际上先进的癌症治疗
方法之一。该疗法的治疗过程简
单快速，注射硼药到病人体内，使
癌细胞吸收靶向硼药，然后用中
子设备照射含有硼药的癌组织，
可对癌细胞造成精准杀伤，同时
不破坏正常细胞和组织；硼中子
俘获疗法已于 2020 年在日本正
式进入临床应用。

中科院高能所于2020年8月
成功研制我国首台自主研发加速器
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在中子
设备小型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
破；今年4月，该所相关课题组又在
硼中子俘获治疗的纳米药物研究领
域取得了新进展。

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
市政府支持下，普利制药与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开展深度
合作，将加速研发项目向产业转
化，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临床研究
的创新之路，助力药物早日上市
造福患者。

新成立的医药创新研究中心
将以高能所的硼中子俘获疗法和
新型靶向硼药为核心优势，以多
学科基础研究和技术领域为依
托，结合普利的在国际化、产业化
和创新药从化合物到药物的转化
研究能力的优势，聚焦于治疗系
列肿瘤药物叠加治疗手段的组合
开发。

本报三亚7月 27日电 （记者
黄媛艳）7月 27日，2021海南自由
贸易港（三亚）英企招商座谈会在
鹿城举行。英国国际贸易部、英国
驻广州总领事馆等部门代表及近
20家英企负责人实地考察三亚发
展情况，深度挖掘城市投资机遇。

海南自贸港建设吸引国际关
注，三亚投资促进局日前收到英国

国际贸易部关于共同举办政企对接
会暨圆桌交流会的邀请函，经双方
充分对接，多部门共同举办2021海
南自由贸易港（三亚）英企招商座谈
会。座谈会上，英国企业代表与三
亚多部门围绕自贸港背景下三亚产
业发展、外籍人员就业创业等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现场沟通气氛热烈。

英国驻华贸易副使节杜涛表示，

英国企业十分关注海南自贸港建设，
英国国际贸易部将发挥好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此次拜访，充分了解三亚
的营商环境和政策优势，为三亚市与
英国建筑、创意、文化、零售、教育、体
育、医疗和旅游等优势行业领域企业
形成实质合作奠定基础，英国企业将
深入挖掘合作机会，期待能在多领域
与三亚开展深入合作。

江东新区一QFLP基金成功发行基金产品

我省首支“双落地”基金公司产生中科院高能所与海南普利制药
共建医药创新研究中心

聚焦硼中子俘获疗法
治疗癌症

2021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英企招商座谈会举行

20家英企来琼寻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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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故事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当莫先启收到录取消息时，除了
父母，他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刘
飞。对他来说，这位默默资助了自己
十年的“哥哥”，既是师长，更是人生
的榜样。

7月26日，海南日报记者见到
了莫先启。就在几天前，他刚以优异
的成绩被中南大学录取。谈起自己
的“哥哥”刘飞，这位即将踏入新征程
的小伙子内心充满感激。

莫先启口中的刘飞，是定安县旅
文局局长。关于两人的结缘，故事还
要从十年前说起。

201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刘飞
来到定安工作。一次机缘巧合，他来
到龙湖镇永丰学校。他依稀记得，当
时的校园条件十分简陋。破旧的桌
椅、皱皱巴巴的作业本、孩子们脚上
破了洞的布鞋，眼前的一切让刘飞想
起了自己的过去。

“我们家过去也很穷，我是靠着
社会各界的资助才读完了初、高中。”
从永丰学校回来后，刘飞联系学校推
荐一位困难学子以便资助。尽管刚
出社会参加工作，收入并不高，但刘
飞依然想尽自己所能为孩子们做点
事，而这位“结对”的学生就是年仅8
岁的莫先启。

莫先启一家共有四口人，经济条
件并不宽裕。因为缺乏劳动力，他们
曾于2018年被纳入贫困户。这些年

来，一家人一直靠着父亲在外养殖维
持生计。在脱贫前，年均收入只有1
万多元。

十年来，除了每个月定期给莫先
启打一笔钱，逢年过节时刘飞也总会
自掏腰包购买水果和礼品，带着家人
到莫先启家里问候。但在莫先启的
印象中，刘飞既像一位兄长，又像一
位师长，他关注着自己成长的点滴，
如同大树般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遮
风挡雨。

2017年，一次意外的车祸差点
夺去了莫先启父亲的生命。还来不
及悲伤，一笔高额的手术费就把莫先
启和姐姐弄得束手无策，刘飞主动站
了出来，帮助他们向有关部门申请了
暂时救助金，刘飞一家通过朋友联系
各方为莫家人筹得了10多万元。

“我中考时，‘哥哥’自己跑去多
个学校了解招生信息，做好笔记回来
给我分析报考学校。高三备考时期，
刘飞哥还会经常来学校看我，陪我聊
天舒压。高考结束后，‘哥哥’还帮我
找到一份实习工作。”莫先启说。

在莫先启看来，毫无血缘关系的
刘飞，像一盏明灯、一束永不熄灭的
光，指引着自己，温暖着自己。每当
遇到挫折的时候，这是照亮他前进的
动力。在高考报考志愿时，他选择了
医学相关专业，梦想着日后能成为一
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尽自己所能帮助
别人，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社会。

“爱是可以传递的。”莫先启说，
“我希望能成为像刘飞哥这样的人，
也能成为照耀别人的那束光。”

（本报定城7月27日电）

定安一贫困学子今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南
大学，有一位“哥哥”一直陪伴并资助他十年——

一次结缘 十年相助

儋州推动中小学校游泳教育

已有1.2万名学生
拿到游泳合格证

本报那大7月2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符武月）儋州市在全市中小学校普
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把游泳纳入中小学生体育
课程。截至目前，全市已建设游泳池共20座，全
市六年级学生1.4万人全部学习游泳技能，其中
1.2万人拿到游泳合格证。8月底完成全市小学
其他年级学生游泳培训。

近日，在儋州市思源高中的游泳池内，教练耐
心地为学生讲解游泳的基本动作。海南竟艺教育
文化发展公司教练员蔡笃锦说，企业为儋州市思
源高中的游泳培训配备5名教练员和2名救生
员，主要从游泳安全基本知识、技能学习、水上体
验、防护救助等方面传授技能。

近年来，儋州市在中小学校大力推动游泳
教育，采取“学校+企业”的合作方式，委托具有
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在校内从事游泳教学，
全面加强学生游泳技能培训。那大第八小学五
年级学生黎斌说：“学游泳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情，学会游泳不仅可以预防溺水，还能强身健
体。”

儋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将加快推进排
浦、峨蔓、海头3个镇游泳池建设，今年11月底
前，确保游泳池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全市各镇游
泳池全覆盖。今年8月底前，确保没特殊情况的
小学毕业生全部学会游泳并拿到合格证；11月底
前，三年级至九年级学生全部学会游泳并拿到游
泳合格证，力争实现全市中小学生人人学会安全
游泳的目标。

我省举行少儿礼仪大赛决赛

展现自贸港少儿新形象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昂颖）“递物时，

双手呈，接稳后，手再松；接物时，双手迎，接过后，
把礼行……”7月26日下午，2021年“国兴筑梦”
海南少儿礼仪大赛决赛在海口举行。大赛以“线
下观看+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通过设置自我介
绍、仪态展示、情景模拟和才艺展示等参赛形式，
突出童趣的特点，引导少年儿童自觉进行文明礼
仪传播接力。

在情景模拟环节，孩子们自编、自创各类
“文明童谣”，他们走姿有度、站姿有型、举手有
礼、笑容和煦，把文明礼仪灵活运用到实际学习
和生活中；在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各展其才、
各显其能，打动人心的歌舞表演、声情并茂的诗
歌朗诵、悦耳动听的器乐演奏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

据悉，本次大赛自5月12日启动以来，吸引
了全省300余名少年儿童报名参赛。经过激烈角
逐，27强选手脱颖而出。

本次大赛由团省委、省少工委指导，省青少年
活动中心、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和省图书馆共
同主办。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
今日海口开赛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从7月27日下午海口市教育局召开的新
闻媒体见面会上获悉，2021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联赛（大学组）高水平组男子甲级联赛将于7月
28日至8月7日在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海口观澜
湖国际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四川大
学、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22所高校参赛代表
队的近600名队员将在椰城展开为期11天的激烈
角逐。

据介绍，考虑到目前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在本次赛事筹备中，海口市把疫情防控放到了
突出位置。对到达海口的参赛球队、教练员、裁判
等全部进行核酸检测。接受完核酸检测的球员、
裁判等，在结果出来前的6个小时，需要待在酒店
房间，避免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交叉感染。此外，
运动员居住的酒店配备充足的消毒液、口罩等防
疫物资。

本次联赛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办，省教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等
承办。

全运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球（女子
组）比赛收兵

琼中女足获得季军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记者王黎刚）经过

一周的角逐，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
球（女子组）比赛7月27日在重庆结束，代表海
南参赛的琼中女足以5战2胜1负2平的战绩，
获得铜牌。

本次赛事对参赛队员年龄有要求，所以代
表海南队参赛的是第一代琼中女足队，由12名
球员组成。全运会群众比赛五人制足球（女子
组）的比赛有6支球队参加，分别是海南省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队、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丈八
街道队、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队、湖南省长沙市
雨花区队、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队和东道主重
庆队。

在首战比赛中，海南琼中女足4：10不敌湖南
队。第二场比赛海南队做了调整，没有受到首战
失利的影响，最终以17：2大胜四川队。随后海南
队1：11不敌陕西队，在最后两场比赛中，2：0力
克劲旅重庆队，1：1战平了浙江队。

近日，在海口市机动
车驾驶人科目三考场，学
员在进行车考。

据了解，进入暑期，海
口市各主要驾考考场每日
预约量持续攀升，尤其以
学生为主的驾考考生迅速
增加，目前海口的驾考考
场已满负荷运转，每日接
待驾考考生约500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暑期驾考“热”

寻访在琼一等功臣
■ 本报记者 刘操

穿上军装，面对残暴凶徒，即使被
刺伤险些丧命依然见义勇为，他是无
畏的战士；脱下军装，当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时，依然选择奋不顾身，
他仍是勇敢的兵。如今，他将目光瞄
准了物流行业，希望积极投身到海南
自贸港建设中，再立新功。他就是曾
经荣立一等功的退伍军人刘松。

“军人遇到群众有危难，肯定都会
冲上去。”7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来
到刘松的家里，听英雄讲述不平凡的
故事。在淡然的话语中，我们看见岁
月抹不去的热血，看见一个老兵依然
闪光的军魂。

总有意外令人猝不及防，但也总

有像他这样的人，用善良和勇敢守护
他人安危。

刘松1976年出生于安徽蒙城。
1996年12月中专毕业后，刘松光荣
入伍，前往河南某部服役。

全新的军旅生涯让刘松磨砺成
长，成为一名优秀士兵。“部队的历练
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帮助我有了正
确的价值观和正义感，也塑造了我坚
强的意志力。”刘松说。

1997年11月9日，从军即将满一
年的刘松返回蒙城老家探亲。下午4
时许，在返家途中，刘松路过蒙城县委
操场时，看到三名男青年调戏侮辱一
名女中学生。见此情景，刘松没有任
何顾虑，立即上前予以制止。“肯定会
冲上去，这是军人的本能。”他说。

三名歹徒对刘松破口大骂，看到
刘松没有退缩，三名歹徒一齐向他发

起围攻。刘松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与
歹徒进行激烈搏斗，不一会儿将三名
歹徒击退。

刘松正准备离开时，三名歹徒又
纠集六名帮凶，手持凶器前来围攻。
刘松丝毫没有胆怯予以还击，但由于
寡不敌众，被歹徒偷袭砍中数刀。刘
松头部两处受伤，刀口深入骨膜，胸背
部多处受伤，刀口长达22厘米，仍然
勇追歹徒300余米，并擒住其中一名
歹徒。但刘松终因失血过多，体力不
支倒在了地上。

在周围群众的帮助下，刘松被送
到医院，经过全力抢救，昏迷四天后才
逐渐苏醒，脱离危险。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刘松对见义
勇为的举动丝毫没有后悔。他在采访
中告诉记者，“我相信只要是穿过军装
的热血男儿，在群众遇到危难时都一

定会挺身而出。”
1999年退役后，刘松返回老家经

商。2009年，刘松和朋友一起来海南
旅游。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海南，灿烂
的阳光、新鲜的空气、清澈的海水，都
让他对海南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我可以感受到那时候海南的朝
气，感受到很多人对在海南做出一番事
业的渴望。”海南之行不久后，刘松做出
决定，选择举家搬来海南创业发展。

“海南有很多人喜欢收藏民间藏
品，这有很大的市场。”刘松和家人在
海口做起了古玩生意。

12年里，刘松见证了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点滴变化，也遇到了许多需
要施以援手的事情，而他也如年轻时
一样，在群众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

2019年，刘松和妻子在海口明
珠广场商场逛街。他发现小偷正在

行窃，大喝一声，在提醒事主注意的
同时，将嫌疑人吓跑；在自家小区，
有嫌疑人盗窃电瓶时被刘松发现，
他叫来小区物业管理员一起将嫌疑
人控制。

近年来，现代物流业被列为我省
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各项扶持政策
相继出台，这也让刘松看到了商机。
今年，刘松与朋友在海口成立了一家
物流公司。公司成立后，刘松一个企
业一个企业地跑业务，把海口城区的
大街小巷都跑遍了，常常一干就是一
晚上。凭着一股子韧劲，公司的业务
逐渐打开了局面。

“下一步，我将继续保持‘退伍不
褪色’的品质，把物流事业做大做强，
努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自己的贡
献。”刘松坚定地表示。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

当兵时为正义血洒街头无所畏惧，退伍后面对危急继续挺身而出

刘松：见义勇为彰显军人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