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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南种子创新研
究院1号楼办公研究及公共实验
平台A区主体全部封顶，2号楼
院士工作站主体及二次结构全
部完成，力争明年3月中旬竣工
交付使用。在该项目的不远处，
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项
目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施工，设
施建设、设备购置和大田改造同
步推进。

如今，在科技城内，工人们
有序穿插进行装饰装修、幕墙安
装、机电安装等工程施工，项目
现场挖掘机、装载机轰轰作响，
尽是一番繁忙的施工景象。

通过协同园区相关科研机
构，科技城已先后推动中科院
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科研楼、
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国家
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施等项目
策划和项目施工；充分发挥南
繁科研力量集聚和自贸港政策
优势，积极推动国家种业创新
中心、南繁育种科技服务中心、
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中心及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
新中心等一批重大平台项目筹
划和前期工作，以项目驱动为
抓手，全力保障“南繁硅谷”建
设稳步推进。

高标准农田是“南繁硅谷”建
设的基础，也是解决南繁“又难又
烦”问题的关键。当前，省市多部
门协力，长远谋划南繁硅谷用地
供应保障。

“在多部门支持下，我们着
力做好用地保障，建设高标准
南繁科研基地。”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通
过组织对相关涉农科研单位和
高校需求调研，科技城有针对
性地做好用地保障工作，提供
精准服务；以推进垦地融合为
契机，着力推动南繁科研用地
整合、生物育种专区建设和南
繁产业配套服务；以中科院坡
田洋 321亩种子创新科研基地
为载体，以南繁服务标准、南繁
设施标准为技术支撑，配套建
设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现代
化田间配套设施，加载智能信
息化作业区生产、生活管理系
统，打造高标准南繁基地样板
工程，在土地使用机制、运营模
式、建设标准等方面探索体制
机制创新，不断满足高标准、高
水平南繁科研育种需求。

（本报三亚9月28日电）

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
预选赛（海南·三亚）开幕

推广沙滩运动
培育品牌赛事

本报讯 （记者徐慧玲）日前，
2021年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预选
赛（海南·三亚）在三亚天涯海角开
幕，本次预选赛赛期共6天，共有
12支来自三亚及周边市县的球队
参赛。

本次预选赛由中国足球协会、
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三亚市天涯国际文化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三亚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洁介绍，本次全
国沙滩足球锦标赛预选赛（海南·
三亚）的举办，是在三亚亚沙会延
期过渡期间充分利用亚沙会比赛
场馆，大力推广沙滩运动，营造浓
厚亚沙氛围的具体举措。在国家
鼓励海南发展沙滩运动、水上运
动等项目的背景下，三亚旅文集
团将积极探索体育新业态，通过
引进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预选
赛，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沙滩运
动品牌赛事，助力海南打造国家
体育旅游示范区。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三亚亚沙会成功申办三
周年之际的线下宣传活动之一，
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亚沙会比赛
项目宣传展示和沙滩运动体验环
节，参与活动的儿童可通过丰富
有趣的体验环节获得亚沙会特许
经营纪念品。

日前，“建党百年·活力三亚”北京城建杯三亚三人篮球邀请赛在大东海广场开赛，图为选手正在进行比赛。本次
赛事由三亚市政府主办，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工作委员会承办。比赛期间，赛事主办方在大东海广
场开展小型亚沙文化宣传展，设置现场互动宣传活动，帮助市民游客深入了解亚沙会，关注沙滩体育运动。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三亚推进便民服务

打造“家门口的车管所”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以往缴纳交通违章罚

款，需要到三亚市区的车管所，耗时耗力。现在在
家门口就能办理业务，太方便了。”日前，在三亚育
才生态区育才大社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车管业务
办理窗口成功办理车辆违章处罚业务后，育才生
态区那受村村民苏龙华说。

育才生态区地处偏远山区，此前一直没有办
理车管业务的地方。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经过多方沟通和协调，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联合育才大社区积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车管
业务下基层”行动，在育才大社区社会事务服务中
心设立车管业务办理窗口，开通相关业务的受理端
口，安装相应设备并配备专业警务人员，让群众不
必来往市区奔波，享受“家门口办业务”的便利。

据了解，育才大社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目前
设有2个车管业务办理窗口，可为当地村民办理
车辆违章处罚、驾驶证换证等业务。此外，该中心
还可受理摩托车年检业务，村民只需在窗口提交
材料，经审核并验车通过后即可完成办理，解决了
居民车管业务办理难题。

据悉，连日来，三亚不断推进便民服务，聚焦
偏远地区，开展“摩托车人工检测下乡”活动，在崖
州区、天涯区高峰大社区、育才生态区等地设置3
个检测点，常态化开展相关车检业务。同时针对
部分居民不熟悉网络操作、考试不方便的难题，每
月安排开展一次“摩托车考试业务下乡”活动，解
决部分群众无证驾驶的问题，最大限度消除摩托
车上路安全隐患，减少事故发生，保障群众安全。

三亚发放首本
《农村宅基地批准书》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不到30个工作日就
拿到宅基地批准书，效率真高。”近日，三亚市天涯
区红塘村村民罗永华拿到了《农村宅基地批准
书》。这是三亚市农村宅基地审批权限改革以来
发出的首本《农村宅基地批准书》，标志着该市农
村宅基地管理和改革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

农村宅基地及农房报建审批管理，直接关系
到广大农民群众。今年7月，三亚出台《三亚市规
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实施方案》，提出将建立

“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农
村宅基地和建房联审联办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工
作职责和任务目标，进一步理顺农村宅基地建房
联审联办工作，提高审批效率，方便群众办事，逐
步完善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机制。

与此同时，针对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
堵点，三亚市相关部门组成调研组，协调解决遇
到的问题。并在各区建设农村宅基地一站式联
审联办服务窗口，为农民进行宅基地报建提供
便利。同时，举行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和改革
政策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三亚市农村宅基地
管理和改革工作，切实解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
的建房需求。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按照改革工作总体部署要求，“制度建设年”工作
要求及“查堵点、破难点、促发展”活动要求，常态
化指导各区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工作，组织开展
一系列宣传培训活动。

三亚开展“向贫困宣战”助学活动16年

筹集资金5265万元
资助学生1.2万余人次

本报三亚9月28日电（记者徐慧玲）9月2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共青团三亚市委获悉，自
2006年7月起，三亚开始实施“‘向贫困宣战’助
学活动”这一民生工程，截至目前，此项助学活
动累计筹集资金5265.8万元，共资助学生12276
人次。

今年三亚“向贫困宣战”助学活动共资助大
学生852人，资助金额共计302.7万元。同时，
今年共青团三亚市委还对符合“雨露计划”的困
难家庭学生进行了资助，共资助贫困生65名，
资助金额共计22.75万元。助学活动项目顺利
实施，为三亚家境困难学生解决了后顾之忧。

据介绍，今年的助学活动开展以来，共青团三
亚市委大力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向贫
困大学生提供资助，帮助他们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三亚加快推动“南繁硅谷”建设

种业“中国芯”注入琼岛力量
今年9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以

下简称科技城）多所研究生院迎来新
面孔，继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
学的学子去年入学后，新学期以来，
浙江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学子也陆续进驻。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繁学
院首批20名硕士生已全部在科技城开
展学习科研工作，未来将实现在院学生
200-300人的培养规模。两段式的培
养模式瞄准种业发展前沿，聚焦关键核
心技术，强化种业科技创新，支撑重大
优良品种培育，为南繁硅谷和种业强国
建设培养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农业科
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贾广东说。

“南繁硅谷”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
支撑，目前科技城已引入9所国内知名
高校和2所省属高校。”三亚市政府党
组成员罗东表示，该市实施“引进+培
养”双轮驱动的人才发展机制，围绕南
繁、深海科技产业发展目标，以“研究
院+研究生院”为主要方式，遵循“规划
共商、资源共享”的建设理念，在科技
城为多家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搭建了开放式的公共教育及产学研配
套服务平台，构建深度融合的产学研
生态体系，打造国内外前沿科学交流
阵地，为南繁硅谷建设夯实人才基础。

“国字号”知名农业院校纷纷在科

技城设立研究生院，中科院海南种子创
新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等12家科研机构先后落
地，一批批精锐的科研力量成为海南加
快建设“南繁硅谷”建设的坚强保障。

与此同时，入驻的“国字号”种企
和一批“叫得响”的国际种企，在加快
人才培养进程的同时，也为“南繁硅
谷”建设进一步注入创新动力。

“全球前10名种业企业先正达集
团、德国科沃施、荷兰科因公司和国
内种业龙头隆平高科、九圣禾、敦煌
种业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农业企业
先后入驻。先正达（中国）将中国种
子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整体迁移至科
技城；隆平生物、大北农等重点农业
企业已实质性运营，加速种业研发，
推动‘南繁硅谷’建设，力争解决一批

‘种业卡脖子’问题。”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在积极引才引企的同时，科技城
高度重视“南繁硅谷”建设技术支撑
问题，今年4月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
展中心合作，共建“农业农村部-崖州
湾科技城分子检测实验室”，该实验
室现在正开展第一批国家授权品种
DNA指纹数据库的构建工作，完善种
业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功能，有力支持

“南繁硅谷”种业产业的发展。

由万建民、王汉中、胡培松、钱前等
院士团队领衔，打造国际一流实验室；
争取每年发掘有重要育种价值的基因
和元件200个以上、应用育种的基因模
块40—60个，在更多学科领域抢占世
界科技制高点；力争每年培育优异作物
种质资源、突破性育种亲本，努力实现
基因组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合成生物
学、智能育种等关键技术重大突破……

9月27日，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成立的种业创新实验室，正式对外发
布了该实验室的目标。作为支持南繁
硅谷建成全球种业科技创新中心的重
要项目，三亚市政府和中国农业科学
院发挥各自优势，在资源整合和高效
利用方面，全力搭建科研创新平台。

“目前我院已设立‘南繁硅谷’建设
稳定支持计划，每年投入4000万元；在
目前7个创新团队近百名科研人员的
基础上，推动进驻‘南繁硅谷’的专家达
到200名以上，种业创新实验室是我们
投身‘南繁硅谷’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合成透露，
这标志着该院南繁育种工作开始由田
间向“田间+实验室”研究转变、由季节
性研究向全天候全年时段研究转变、由
单打独斗向协同创新转变、由科研服务
工作碎片化向系统化转变、由国内向国
际国内转变，必将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迈出实质性步伐。
种业创新实验室是海南省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海南聚焦种业创新、推进“南繁硅
谷”建设的重要依托，当前，海南省崖
州湾种子实验室正积极搭建公共试
验平台，建立设备共享机制，近2000
台仪器设备已到位，探索搭建起大型
仪器公共服务中心和南繁及热带作
物科研基础保障平台，为科研人员提
供包括设备共享、试剂耗材管理、危
险品和废弃物管理、科研人员管理与
考核在内的一体化管理系统。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着力
提供先进科研平台，有效满足科研人
员的科研需求，吸引了国内农学领域
顶尖的61个科研团队入驻。

人员来，项目进。目前，海南省
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正紧锣密鼓地开
展系列科研项目，玉米、合成生物学
等团队已开展种子整理、大规模F2群
体筛选、纤维素再生结晶相关实验活
动；植物品种测试团队已开展植物组
织培养与部分分子检测工作；近期发
布的“揭榜挂帅”项目指南重点围绕
种子产业链“卡脖子”技术和企业依
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的关键核心技
术开展联合攻关，针对九大涉农领域
资助19个科研项目。

三亚举办三人篮球邀请赛

活力三亚 激情四射

引资源“国字号”资源纷纷注入

建平台 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

抓项目
南繁科技项目全力建设

B

C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徐慧玲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繁学院揭牌、共
建种业创新实验室、发布“强种科技行动”计划
……9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海南“南繁硅谷”
建设的佳音频传，越来越多的重大科技项目、优
质科技人才汇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国家南繁，海南担当。勤于发挥地域的优
势，勇担种业振兴的使命，种业“中国芯”融入琼
岛力量。

9月26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实验室，科研
人员正在做实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吉阳区向基层放权赋能

15项审批委托大社区实施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三亚市吉阳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举行委托大社区行使审批事项签约
仪式，将第一批15项行政审批事项委托吉阳、卓
达、榆亚、落笔4个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实施，进
一步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据了解，吉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第一批委托
大社区实施的15个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包含二次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核发、延续、变更）、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新证办理（告知承诺制）、民办文化
教育校外培训机构的变更（园长、校长、举办者、名
称、办学内容的变更）以及乡村兽医登记备案等。
吉阳、卓达、榆亚、落笔4个社区的居民即日起可
到各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就可以办理相关事项。

下一步，吉阳区将集中力量安排部署委托事
项对接工作，明确委托内容、权责和监管措施，做
好行政审批事项委托下放的衔接工作；吉阳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将加强对大社区的业务指导和技术
支持，健全审批标准、规范事项办理流程，严格落
实对委托事项的审批监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