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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方之才 共建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余梦月 王森森

蓝天下、碧海旁，昌江男孩叶巍翔
和儋州女孩沈瑶笑容灿烂。这美好的
一幕定格在婚纱摄影师的镜头里，成
为叶巍翔日前更新的微信头像。

今年5月，叶巍翔入职海南大学，
成为该校理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同年7月，沈瑶也来到海南大
学，成为该校生态与环境学院的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过去7年，他们相
恋但分隔两地，如今携手返回故乡，共
同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国庆假期，

他们到三亚拍了婚纱照，决定把两人
的小家安在海口。

叶巍翔分别在武汉大学、南开大
学、德国美因茨大学获得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2018年毕业后先后供职于
德国美因茨大学和苏州大学。沈瑶则
刚刚从武汉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海南
大学是她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回到海南工
作。不仅是我，身边的同学也一样，海
南人大多比较恋家。”叶巍翔说，他和
许多人一样，苦于没有合适的工作岗
位和平台，只能一边经营事业一边等
待机会，“2018年，中央宣布支持海南

建设自贸港，明确指出支持海南大学
创建一流学科。随后，中国科学院院
士、生物影像学家骆清铭担任海南大
学校长。看到媒体报道我马上意识
到：我们的机会来了。”

沈瑶笑言，她比叶巍翔幸运，一毕
业就赶上了海南建设自贸港的历史机
遇，通过参加海南大学面向全球青年
学者举办的“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最
终进入海南大学工作，可以说是水到
渠成。

沈瑶认真学习过海南自贸港政
策，其中对海南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的消息备感振奋，“我研究的方
向是生态及热岛效应环境监测，海南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机遇，必将有利于我进一

步拓展研究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入职海南大学前，叶巍翔在显微

光学成像方面已经有了系统的研究，
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高光谱暗场成像技
术，在多个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高
水平学术论文。他对自己在海南的发
展充满信心：“我正在学校与学院的大
力支持下，建设自己的科研团队与实
验室。相信物理学科可以为海南大学

‘双一流’建设、为海南自贸港各领域
工程项目助力，并培养和输送更多高
质量人才。”

两位青年的信心，还源自海南省及
海南大学对引进人才的优待和诚意。
作为海南省E类高层次人才，他们不仅
享受海南省提供的每月3000元住房补
贴，还享受海南大学提供的每人20万

元安家费，及通过“一事一议”确定的职
称评定、科研启动经费等。

沈瑶补充：“我入职只有3个月，学
校就聘任我为硕士研究生导师，还邀
请我加入承担重要项目的科研团队。
可以说，学校给我们的不仅是真金白
银的待遇，更是干事创业的平台。”

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前，海南
大学正在筹办新一届“国际青年学者
论坛”，通知发出不到10天就有200
多名国内外青年学者报名参会，“我认
识的不少琼籍青年学者，也都积极向
我咨询参与论坛的方式，以及在海南
大学工作的感受，希望他们有朝一日
也能荣归故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故
里更‘荣’。”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琼籍博士伉俪叶巍翔、沈瑶入职海南大学传道授业，并拓展各自研究领域

学子返乡投身自贸港建设

首届海南自由贸易港侨海青年发展大会开幕

深化桥梁纽带作用
当好侨界青年引路人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昂颖）10月21
日上午，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事务局指导，海南省
侨务办公室、共青团海南省委共同主办的首届海
南自由贸易港侨海青年发展大会在海口开幕。来
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度
尼西亚的琼籍侨团青年组织代表，国内20个省、
市、自治区及港澳地区的200余名侨界青年、留学
归国青年和海外中国留学生，借助线上线下方式，
通过举办主题论坛、项目路演、成果展示等系列活
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赋能助力。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苻彩香在视频致辞中
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标
志性法律法规、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各类要素加快
集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海
南自贸港正成为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标志。
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全省侨务部门要深化桥梁纽
带作用，服务好新回国的青年侨胞，当好侨界青年
的引路人，搭建侨界青年创新创业对接交流长效
平台，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

大会以“创新之路的机遇和挑战”为主题，通
过吸引海内外优秀青年侨胞、留学归国人员、科研
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代表参会，汇聚海内外人才
和技术，搭建琼籍青年返乡创业平台，同时宣传海
南自贸港相关政策，围绕海南以“3+1”主导产业
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推介海南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布局及合作需求。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冯瀚）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海南国际知
识产权交易中心获悉，日前，中国技术交易所（以
下简称中技所）、上海技术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技
所）、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专利转化专
场在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IP权属转让/许
可”平台上线，共挂牌涉及医药/生物、化工/材料、
农林渔牧/食品饮料、通讯/电子等1824项专利。

据了解，当前，为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能力，海南省鼓励企业入场交易知识产权，为知
识产权交易所建设夯实业务量支撑。依托场内协
议转让交易的方式，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出具交易凭证，对于交易真实性审查以及此后相
关知识产权的评估评价具有基础性作用。长远来
看，随着场内交易量的上升，将发挥一定的产业导
向作用。

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冯斌表
示，此前，海知中心分别与中技所、上技所、海师国
家大学科技园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加
强协同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有利于跨区域
合作与资源共享、渠道共用和业务互动。

未来，希望通过深化业务合作，进一步整合、
共享知识产权要素资源，探索形成项目信息跨区
互通机制，共同建设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交易运营
与生态体系。海知中心也将积极发挥自贸港政策
优势，与合作机构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协同与
各类交易主体进行联动，从而扩大技术交易及科
技成果转化的辐射面和市场影响力。

中技所、上技所、海师国家大学科技园
专利转化专场上线

1824项专利在
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挂牌

定安知海书屋创办者孙衍吾
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

本报定城10月21日电（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毛景慧）日前，由中宣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主办
的2021“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在四川
成都举行，此次活动对18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乡村阅读榜样”进行表彰。定
安“知海书屋”创办者孙衍吾榜上有名，
也是此次活动中我省唯一的入选者。

据悉，孙衍吾是定安县定城镇山
椒社区多校村人，至今从事农村文化
工作已有41年。孙衍吾利用自己创
办的知海书屋打造乡村文化阵地，在
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不少
积极尝试，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肯
定。2011年、2015年，知海书屋先后
被中央宣传部等单位评为“服务农村、
服务基层”图书室、全国最美基层图书
馆。2016年，孙衍吾还被评为海南省

“最美图书馆人”。
“这次能获评‘乡村阅读榜样’并出

席表彰大会，我深感荣幸。”孙衍吾说，
“今后我会继续在定安推动乡村文化工
作，带领更多村民热爱阅读、享受阅读，
努力做好乡村振兴的领路人、排头兵。”

我省首单数字人民币
购车支付业务在琼海完成

本报嘉积10月21日电（记者袁宇）10月21
日，琼海市民陈女士在琼海汽车城以数字人民币
作为支付方式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开启了琼
海市首次城市级促消费平台数字人民币支付营销
新体验。这也是我省首单数字人民币购车业务。

据悉，此次数字人民币购车业务在琼海市科
工信局、人民银行琼海支行、中国银行琼海支行的
支持下完成。陈女士从扫付款码到支付完成，期
间用时不到5秒。

海南源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体验主管
王桂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汽车新零售支付场
景已融入包括购车定金、首付款、租金等各类支
付事项，能够为广大车主客户提供全流程、一体
化的支付服务，特别是快捷、安全已成为其最大
的优势，下一步将与多家银行合作推行该项支
付功能。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欧
英才）10月19日晚，海南原创舞蹈诗
《黎族家园》在上海上音歌剧院演出结
束后，引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上
海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让更多观众
领略黎族文化、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蕉叶婆娑，少女捧着陶罐翩跹起
舞，男人手持弓箭勇敢狩猎……”10
月21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报
道：舞蹈诗《黎族家园》让沪上观众大
开眼界。报道称，《黎族家园》展现丰
富多彩黎族特色元素，原生态乐器充

满地域特色，音乐顺畅又壮美，向上海
观众展示海南数千年不变的“绿色”底
色以及“南溟奇甸”斑斓的人文风物。

上海师范大学老师周洋在报道中
表示：“独具特色的乐器和民族歌舞，
绚丽的舞美和服饰，让人大开眼界。
《黎族家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黎族特
色元素，特别是把非遗文化融入剧情，
让我对海南文化有了新的了解和认
识，希望有机会能去海南看看。”《黎族
家园》黎族演员何子平在报道中称：

“在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通过舞台作

品展示海南文化，我很自豪。”
《文汇报》10月21日在头版头条

刊发报道：大开眼界！舞蹈诗《黎族家
园》带着大海之南民族风情绘卷来
了。报道称，凭借浓郁的少数民族特
色与当代艺术语汇、视效舞美的有机
融合，《黎族家园》赢得了上海观众的
认可与喜爱，大家纷纷表示“震撼”“大
开眼界”。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从神
话到器乐，从舂米狩猎的劳作日常，到
对歌嫁娶的特定习俗，黎族独特的民
族舞蹈语汇、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现代

舞美三者有机统一，令上海观众目不
暇接。上海音乐学院大二学生胡泽赟
在报道中说：“作品不单是把黎族人民
的劳作形态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表
达，呈现一幅大美生活画卷；更透过这
部作品，让自己感受到传承民族文化
精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坚
定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10月21日出版的《新民晚报》在
头版大篇幅刊发图文报道《他们带来
天涯海角的风情》。报道指出，这台从
海南远道而来的节目，在金秋十月的

上海点燃人们对黎族风情的向往。短
短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将黎族人民拜
神、狩猎、制陶、舂米、饮酒、织锦等生
活场景与音乐舞蹈艺术结合，呈现一
幅关于家园与爱的美丽图景，一幅传
承民族美好梦想的音舞长卷。

据悉，11月 4日、5日，《黎族家
园》将作为“演艺大世界，艺聚大上海”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剧目在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再次上演，让更多沪上观
众走进剧场感受黎族歌舞及非遗文
化，促进沪琼两地文化交流。

上海主流媒体竞相报道舞蹈诗《黎族家园》演出盛况

让更多观众领略黎族文化独特魅力

近日，根据著名作家李心
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改编的
青春国潮舞台剧《永远闪闪的
红星》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
演。图为舞台剧演出现场。

《永远闪闪的红星》保留了
原著的思想内核和革命精神，
又加以全新的形式演绎，使情
节更加紧凑、角色更加立体鲜
明、舞美更加青春时尚。最值
得一提的是该剧打造国潮的风
格，从当代审美出发，借鉴了中
国传统戏剧简约、抒情、写意的
舞美布景，运用了具有民族特
色的音乐，通过多种戏剧手段，
让这部剧成为一部经典魅力与
时尚气息兼具的舞台精品。

文/本报记者 习霁鸿
图/本报记者 袁琛

舞台剧
《永远闪闪的红星》

海口上演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多亏了工资纠纷服务中心的介
入，让我们拿回工资的速度比想象中
快了很多。”10月21日，曾在海口市
三江博鸿项目工作的工人张双全高兴
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前，项目施
工方无故拖欠了他和工友共计31.96
万元的工资，在海口市美兰区拖欠农
民工工资纠纷服务中心的介入下，他

和工友顺利拿回了工资。
据了解，海口美兰区紧扣作风整

顿建设年要求，并结合“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于今年9月在全省
率先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服务中
心。该中心推动区社会保障行政执法
大队、区法院、区司法局、区仲裁院联
合进驻办公，通过“一个窗口对外”，解
决当事人投诉无门、多头跑路，各部门
重复受理、推诿流转等堵点问题。

“遇到拖欠工资的事不是第一次，
但是有政府部门主动把服务送上门来
的还不多。”工人潘金州说，施工方共
拖欠了包括他在内40名工人的工资，
本以为要回这笔钱是一件难事，但美
兰区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服务中心得
知此事后，积极主动对接，并通过普法
宣传、协调解决等多种手段，帮助他们
和施工方协调，最终由施工总承包方
发放了工资。

“中心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人民调
解、司法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的协调
运作机制，形成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

的合力。”美兰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美兰区法院作为农民工工资纠纷服务
中心的组成部门之一，立足审判职能，
成立工作专班，积极主动与区人社局
等部门沟通，设立拖欠农民工工资巡
回法庭，指派法官协同区社保执法大
队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调处及
司法确认工作，进一步做好拖欠农民
工工资纠纷的化解工作。为高效化解
纠纷，美兰区法院通过建立司法确认
绿色通道，对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及
时进行审查，在当事人提交申请材料
齐全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办理。

“各部门信息共享、无缝对接，实
现调、裁、诉高效衔接，大大节省了时
间、人力和资源成本。”美兰区拖欠农
民工工资纠纷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自今年9月正式运行以来，已
累计受理劳动纠纷案件166宗，涉及
金额1683.75万元，其中直接调解成
功65宗，其余案件分流至美兰区社
保执法大队立案处理69宗，分流至
美兰区仲裁院立案处理32宗，大大
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加快了案件的
办理速度。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海口美兰区在全省率先设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服务中心

用心用情化解农民工“忧酬烦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