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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27日讯 （记者刘
操）11月27日上午，2021年第14期海
南自贸港大讲堂在海口举行，海洋地质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
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作专题讲座。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现职省级领
导参加学习。

汪品先一直关心和支持海南深海事
业发展，多次参与深海科考活动，对海南

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入的了解。讲座
中，汪品先以《海洋经济与海洋文明》为
主题，结合多年从业经历，从海南与南海
的关系中点明了海南在中国海洋事业中
的地位，深入分析了深海开发的前景与
陷阱，展望了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同
时，汪品先为海南海洋科技创新等多方
面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听讲人员普遍认为，这是一堂内容
丰富、别开生面的海洋课，既有对海洋经

济与海洋文明关系的梳理，又有对深海
开发的前瞻性思考，深入浅出，脉络清
晰，视野高阔，角度专业，让大家对海洋
强国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有了
更深的认识，对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新
机遇、新挑战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次大讲堂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主会场设在省委党校新校区，各市县
和洋浦经济开发区、崖州湾科技城设
分会场。

2021年第14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李军参加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林柏荣 康明乐）海南日报记
者11月27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1
月至10月，海南对东盟进出口贸易额稳
中有增，海南对东盟进出口190.8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同）增长3.6%。

“以往我们都是去深圳、武汉办理
跨境电商直购业务，马村港海关跨境
直购业务开通后，我们可以就近办理
了，非常方便。”海南中合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法人许强说。今年7月 10日，

海南首批跨境电商直购出口货物从海
口美兰国际机场包机飞往菲律宾达沃，
商品包括汽车贴膜、手机壳、渔具、箱
包等。

在商品品类方面，海南自东盟进口
商品以农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与能源
类产品为主。今年1月至10月，海南自
东盟进口农产品14.2亿元，增长29.3%；
进口基本有机化学品 18 亿元，下降
30.4%；进口煤13.7亿元，增长36%；进
口液化天然气5.5亿元，增长18.9%。

“八所海关为保煤供电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和保障，各个申报环节都做到
了无纸化申报，缩短了通关时间，实现货
物快速通关放行，减少了时间成本。”近
日，东方华能电厂给海口海关所属八所
海关写来感谢信，感谢该关帮其解燃

“煤”之急，确保民生用电。
海口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以更好的服务支持海南企业开展
对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推动与东盟国
家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前10月海南对东盟进出口贸易额稳中有增
进出口190.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6%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朱乔云）海南日报记者11月
27日从省财政厅获悉，该厅代表省政府
于11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
行109.8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这批债券
均为新增专项债券，是2021年最后一批
海南省地方政府债券。

本批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我省

棚户区改造、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保障
民生事业、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等。本次招标发行70家金融
机构投标踊跃，全场投标总量 2767.1
亿元，投标倍数约 25倍，充分体现了
投资者对我省经济发展和政府信用的
认可度和信心。

本次发行后，我省2021地方政府债

券累计发行695.6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437.5亿元，再融资债券258.1亿元，圆
满完成全年发行任务。

下一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将督促
相关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积极采取措
施，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充分发挥
地债资金对我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大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

我省成功发行109.8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用于棚户区改造、重点产业园区建设、保障民生事业等

■ 本报记者 袁宇

11月25日18时许，在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办公区，
仍有不少工作人员在岗位上忙碌。该局
真实世界研究转化处工作人员王庭也是
其中之一。

今年以来，乐城先行区进一步加大
了真实世界研究相关政策、知识培训及
推介力度，建立了药品医疗器械真实世
界数据应用试点联络员制度，指定管理
局工作人员作为真实世界试点品种的联
络员，每周定期跟踪试点品种的研究进
度，协助企业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王庭就是联络员之一。“除了一些日
常工作，要及时收集上报药械企业在真

实世界研究的政策咨询、产品落地等方
面的需求。”王庭一边回复手机上药械企
业代表的咨询一边说。她负责联络4个
眼科真实世界研究试点品种，是来自不
同公司的虹膜镜产品。

王庭对接联络的4个真实世界研究
试点产品中，已有两个产品完成入组，1
个正在入组。她说：“另外一个已经做好
了方案，准备启动真实世界研究。药械
企业对参与真实世界研究积极性很高。”

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政策无疑极具吸
引力，然而挑战总与机遇并存。“很多企
业反馈他们不熟悉乐城真实世界研究政
策，对企业参与真实世界研究造成了影
响。”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海南省
真实世界数据研究院副院长符祝说。今

年6月，管理局将企业反馈的需求列为
尚未打通的堵点着力解决，为药械企业
参与真实世界研究提供全力支持。

建立联络员制度就是系列举措之
一。药械企业可以随时将自身需求告知
联络员，联络员也会每周固定联系企业
了解进度及需求，并收集上报。“到目前，
已经与国家药监局、省药监局建立了三
方沟通机制，并建立了信息报送制度，研
究解决企业真实世界研究存在的问题，
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符祝说。

对外畅通联系渠道，对内则不断提
升人员的服务能力与水平。今年8月以
来，管理局加强了职工培训学习的力
度。“现在几乎每天下班后会组织大家学
习政策，我们处室每天用1小时学习有
关的政策规定，以便更好服务药械企
业。”王庭告诉记者。

下转A02版▶

博鳌乐城以系列举措破解真实世界研究试点工作开展难题

联络对接有专员 下沉企业解疑难

2021年全国滑水俱乐部巡回赛11月27日在琼海市博鳌镇举行。巡回赛
设置10个项目组别，有近300人参赛。本届全国滑水俱乐部巡回赛是海南省
2021年亲水运动季的重点项目之一。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巡回赛组委会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全国滑水俱乐部
巡回赛博鳌开赛

今年前10月
海南以一般贸易方式对东盟进出口98.3亿元，增长6.5%

占同期海南对东盟双边贸易总值的（下同）51.5%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20.7亿元，增长59.6%，占 10.8%

■ 张成林

在基础薄弱、资源有限、产业落后
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扬长补短，实现快
速、高质量发展？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的发展之变，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建设资金不足，那就把财政资金
当作“下蛋的母鸡”，广泛撬动社会资
本，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蹚出“母鸡下蛋孵小鸡”的融资路子；
资源条件有限，那就创新开发运营模
式，以“央企+地方国资”的形式，广泛
借力借智借势；土地资源匮乏，那就变
换思路，建设高品质安居房，主动“请
农民上楼”，多举并进“找地”……纵观
这些问题，无论哪一个，都是棘手难
题。可面对困境，崖州湾科技城不等、
不靠，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在制度集
成创新中，将难题一个个破解，硬是化
被动为主动、变困境为机遇，开创出一
个个新模式，走出一条条新路子。

谋发展，为与不为、干与不干，结
果大不相同。习近平总书记在“4·13”
重要讲话中嘱托海南，“要坚持解放思
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既总结国
内成功做法又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既
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敢闯敢干，大胆
实践”。从借鉴江浙沪、粤港澳大湾区
先进经验，到新办法、新模式的不断涌
现，再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选人用
人机制……透过这些实践探索，我们
可鲜明感受到崖州湾科技城锐意进
取、狠抓制度集成创新的发展魄力，感
受到其善借他山之石，活学活用、创新
运用的学习能力、成事本领，感受到科
技城内人心思进、奋勇争先的干事创
业浓厚氛围。在解放思想、创新实干
中，崖州湾科技城有力践行了“敢闯敢
试、大胆实践”的指示要求。就实际成
效来看，这些创新举措解决了融资难
题，破除了痛点短板，实现了发展突
破，推动科技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在市县园区“比学赶超”现场观摩会
上，省委呼吁要“比学赶超、互促共进”。

崖州湾科技城的创新做法，正是我们
“学”的对象。其发展实践充分证明，起
步晚、基础弱并不可怕，只要想干事、愿
干事，紧紧扭住制度创新不放松，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就一定能够找到破解难
题、攻克瓶颈的好方法，找到在逆境中谋
突破、实现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的“金钥
匙”。发展是可以借鉴的。以主动进取
的劲头，向崖州湾科技城取经，学其制度
创新的有益经验，学其攻坚克难的管用
办法，学其担当实干的硬朗作风，也一定
能够逆势而起、赢得发展的主动。

常言道，“想法对头，办法不愁。”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
新事业，碰到新问题、新课题，倘若习
惯于从“老黄历”中寻对策，依赖于上
级部门作指示，固守传统、守成求稳，
是难有大作为的。乘着自贸港建设的
大好机遇，只要放开手脚探索、放下包
袱创新，主动学习、大胆借鉴、实干进
取，就一定能够在拓宽思路中走出新
路，在比学赶超中走在前列，为自贸港
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比学赶超的生动样本

■ 本报记者 罗霞 黄媛艳 苏庆明
徐慧玲

两年多的时间，能给一片土地带
来多大变化？

茅草地变成建筑工地，百余个项
目在建，市场主体大幅增长，纳税企业
数量翻倍，科研院所集聚，人才加快聚
集……

这是崖州湾畔的变化，是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建设带来的变化。

自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2019
年2月成立以来，这一蓄势崛起的科技
新城，紧紧抓住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两个着力点，坚持“产、学、研、城”深度
融合，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产业
平台，持续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各方
力量资源加快集聚。

短时间内集聚多方资源，对于崖
州湾科技城来说，非常不易。在有禀

赋、底子薄的条件下，如何破解资金、
人才、产业、科研等多方面的发展难
题，加快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是
科技城需要下真功探索的课题。

在实践中，崖州湾科技城充分利
用三亚的“纬度”、南繁的“温度”和南
海的“深度”，放大发展优势，积极应对
发展挑战，探寻从攻坚克难、比学赶
超、实干担当等中要发展动能。

一如产业选择上不跟风赶时髦，
有自己风格的科技城，刮起的是一股
扬特质、勇突破的“崖州湾时尚风”。

扬长补短，迎来发展之变

夜幕降临，在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里，近日来琼的中科院研究员
高彩霞带着学生开展大豆育苗工作。

“科技城变化太大了，实验设备配
齐、科研配套补齐、大田环境改善，在

这里做核心技术攻关特别高效便捷。”
高彩霞感叹道。

今年5月挂牌成立的实验室，目前
已实际进驻40个团队、750名科研人
员，已到位2269台/套仪器设备。短
短半年，实验室从无到有，从有到精，
创造了让科研人员惊艳的速度。

放眼周边，各种资源集聚的态势
明显，园区“一天一个样”。

然而，两年多前，这里是另一番景
象。熟悉这一带的人都知道，这儿曾
有一个创意产业园。在创意产业园，
准备推进的产业未形成集聚，却建起
一些房地产项目。

变化，起于路径的转变。
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是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要使命。在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等中，海南均被寄予
厚望。从发展实际来看，海南产业结
构单一，需要培育能够替代房地产的
新兴产业。海南素有“天然大温室”和

“天然种子库”的美誉，南海是开展深
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依托
独具特色的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种业、
深海产业，潜力无限。

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结合自身发
展需要，我省科学谋划“陆海空”未来
产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作为我省11
个重点园区之一，成为未来产业的重
要承载地，南繁和深海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等得到推进。 下转A02版▶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加快集聚各方力量资源，积极
从攻坚克难、比学赶超、实干担当中寻找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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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党报记者走一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指出，
要坚持开拓创新，“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
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当前海南肩负着自贸港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
面临着诸多发展挑战，尤其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增强谋发展、促发
展的紧迫感使命感。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两年多来，锐意改革，创新突破，推动园区发展
实现质的提升，体现的正是开拓进取的务实作风，对我们大胆试、大胆
闯，开创工作新局面，具有借鉴意义。本报今起推出报道，探寻其发展
变化背后的密码，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