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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五批选派干部跟班学习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吴兰枝）《海南省创建国
家区块链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海南国
家区块链试验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区块链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国际
影响力明显提升，培育有国际竞争力
的“名品”和“名企”。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新闻办公室28日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

打造“两园多点”发展格局

区块链已经成为全球技术发展的
前沿阵地，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也明
确提出建设海南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
业创新发展基地等任务，鼓励区块链
技术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融合应用。

省政府近日印发了《实施方案》，对
海南区块链发展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王静

说，出台《实施方案》是我省贯彻落实
国家战略部署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工作
任务、紧抓全球区块链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的重大机遇、系统谋划海南区
块链发展的重要举措。

《实施方案》提出把海南作为国家
区块链试验区的载体，结合自贸港建
设，选择适合区块链应用的特定场景
和重要领域，以区块链技术与自贸港
实体经济、治理能力融合应用为重点，
将海南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的区块链技术创新高地、应用高地、人
才高地，为全国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
业创新发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
示范。

在区块链产业空间布局上，我省
将打造“两园多点”的发展格局，即以
海南生态软件园和海口复兴城作为产
业集聚区，建设国家区块链技术和产
业创新发展基地；同时结合各市县特
色和基础，实现全省多点应用创新。

王静说，海南省创建国家区块链试

验区，注重与国家区块链发展战略的协
同，以培育区块链“名园”“名企”“名品”
为目标，在区块链领域构建国际竞争
力；区块链应用场景策划要瞄准自贸港

“3+1”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海南自贸
港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各类生产
要素便捷流动做出海南特色。

提出5项区块链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提出5项区块链行动
计划，共22项任务。

我省将实施一项区块链技术创新
突破行动，打造区块链创新高地，建设
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争创区块链
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国家区块
链技术检测中心，设立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为区块链发展提供利于创新
的基础环境；并着眼关键核心技术研
究、标准制定和专利布局，强化科技研
发和技术攻关，为区块链发展提供利

于创新的技术支撑。
同时，我省还将实施四项区块链应

用行动计划，打造区块链应用高地。目
前，区块链大规模商业推广应用案例不
足，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其适用特
定的场景，《实施方案》积极策划了19
个领域的应用场景和探索试点。

一是实施区块链赋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推动区块链与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高效农
业“3+1”产业的融合应用，在旅游消费
积分、智慧洋浦、数字文化服务等领域
开展示范应用，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实施区块链提升公共服务便
利化行动，通过在个人教育全周期，在
药品生产、患者就医、电子处方流转全
过程，在房屋租赁和交易管理，以及数
字消费等领域开展区块链融合应用，促
进公共服务透明化、平等化、精准化。

三是实施区块链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行动，以政务数据的可信共享应用，
促进“一网通办”智慧化、电子票据高

效流转、贸易服务业务协同高效。探
索资产数字化、数字资产确权保护、数
字资产交易等方面的标准、模式和规
则，通过试点规范发展。

四是实施区块链助力海南自贸港
风险防控行动，综合运用区块链等多
种技术手段，支撑有关管理部门加强
对走私行为、企业违法投资经营行为、
重大金融风险、税收风险等的研判，提
升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金融、数
据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

省工信厅副厅长闫肃说，《实施方
案》对海南区块链发展提出具体目标
要求，到2025年，海南要打造50个以
上区块链创新示范项目，形成3-5个
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聚集一批高水平
人才队伍和300家创新型企业，培育
2-3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区块链与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的融合
应用普遍深入，服务公共服务和政府
治理取得积极成效，对自贸港风险防
控的支撑能力充分凸显。

我省印发创建国家区块链试验区实施方案

实施五大行动计划打造区块链高地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邓捷
本报记者 金昌波

作为全国人民的“菜篮子”，山
东省寿光市近年来通过实施“数
字+蔬菜产业+科技创新+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新发展模式，实现全
链条数字化种植，推动农业由“设
施化”向“数字化”变革、从“汗水农
业”向“智慧农业”转变，以改革创
新精神在农业现代化上蹚出了一
条新路子。

今年11月起，五指山市选派的
7名干部来到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济南片区，开启半年的求学
之路。

为学习借鉴寿光市发展现代农
业先进经验，促进我省农业产业化、
标准化进程，五指山市组团多次到寿
光进行考察学习。

以“数字+蔬菜产业”
推动产供销一体化

你见过紫色的大白菜吗？你见
过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番茄吗？在
寿光市蔬菜小镇的品鉴室里，这些品
种繁多的精致果蔬产品，让人大开眼
界。单单西红柿就分为球形、洋梨
形、醋栗形等果型，口味多达12种。

这些品种大多是寿光自主研发
的。当地通过实施“数字+蔬菜产
业”，实现产供销一体化订单生产，并
开发大数据服务平台，对蔬菜质量进
行全程管控，用标准数据定义“好”蔬
菜，培育出了寿光高端蔬菜代表品
牌。近年来，寿光充分依托产业集群
优势，建立起高端的蔬菜产业全链条
标准化生产基地，集高新技术、品种
展销、智能控制于一体。

“学习‘寿光模式’，我们要站在
建设自贸港的角度思考问题，找准定
位，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动力。”五指山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喻倩说。

在寿光市稻田镇崔岭西村，跟班
学习干部还实地考察了智能标准化
种植示范棚。大棚里安装了夜间补
光灯、自动放风机、自动温控、智能雾
化器、水肥一体机等智能设备，通过
手机APP便可轻松远程操作。在该
村，像这样的高标准智能蔬菜大棚就
有39个，全村有400亩现代农业园
区、200 亩现代化智慧农业园区，
90%以上大棚安装智能化设备。

“当地农民使用手机，在家里就
可以实现浇水、施肥、调节温度等一体
化管理，既提升了产品的质量，也提高
了产量，还节约了管理成本。我们要
及时转变观念，借鉴先进地区的发展

模式，努力实现弯道超车。”五指山市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春钊表示。

以“数字+科技创新”
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在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45
万平方米的空间里，既有香蕉、莲雾
等热带水果，也有巨型佛肚树、猴面
包树等罕见植物，它们共同生长。

寿光的反季节栽培、果树生理调
控等先进技术，给跟班学习干部留下
深刻印象。为了全面提升蔬菜质量
标准水平，寿光还成立“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中心”，严格按照“生产有规
程、安全有保障、质量有评价、产品有
品牌、价格有导向”的功能定位，全力
打造蔬菜质量安全评估和预警中心、
蔬菜品牌培育和品质认证中心，加快
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推动蔬

菜优质化品牌化发展。
近年来，寿光通过“数字+科技

创新”，赋能农业发展新模式，积极打
造集科研开发、种苗繁育、试验示范、
技术培训、科普教育、观光旅游、文化
创意等于一体，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
融合发展的新型现代化农业。

在“数字化”赋能农业的同时，
寿光市还创新实施“数字+基础设
施”“数字+公共服务”，打造农业全
域化新基建，探索一体化社会治理
新模式。

为充分学习“寿光模式”，期间，
五指山市组团通过小组调研模式，派
干部轮流到寿光进行专项学习，就进
一步加强政企合作、拓展业务领域等
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希望我们两地
加强沟通联系，促进优势资源互补共
享，真正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喻倩
表示。 （本报济南12月28日电）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杜倬荷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鹭江潮奔涌，沧海放长歌。厦
门经济特区建设40年来，始终沿着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轨
道砥砺前行，擎领文化产业“蝶变”
升级。

10月底，陵水黎族自治县干部
以组团的形式来到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以下简称厦门
自贸片区）开展为期3个月的跟班学
习，零距离感受厦门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更加坚
定了打破思想“围城”，以更大、更高
格局开拓创新发展的信念和决心。

“保税+”赋能“文化出海”
平台创新培育动能

来到厦门后，陵水县组团采用

“支部课堂+业务实践+读书班”的模
式，从局部到整体、从区内到区外，沉
浸式展开跟班学习。

12月15日，记者跟随陵水县组
团前往厦门自贸片区博乐德艺术品
保税共享平台调研。展厅里正在展
出的《人间剧场》艺术展，吸引了不少
观众驻足观赏。该平台相关负责人
介绍，平台依托各类艺术展览，在拉
近人们与艺术距离的同时，也在不断
拓展展品营销渠道。

据了解，博乐德艺术品保税共享
平台是厦门自贸片区重点打造的文
化产业平台之一，创新采用会员制模
式，行业从业者只需缴纳一定费用，
便可享受艺术品保税仓储、保税拍
卖、展览展示、艺术品金融、艺术品进
出境等一系列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既安全便捷，又节约成本，吸引全世
界同行来“淘宝”。目前该平台已累
计成交保税拍品超过1亿元。

近年来，厦门自贸片区紧抓国
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契机，依托机
制创新和“保税+”等特色优势，创新
文化贸易模式，全面支持和服务优
秀文化作品以厦门自贸片区为平台

“走出去”。陵水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柳积民认为，海南可以学习借
鉴“厦门经验”，大力培育和扶持文
化市场载体，同时利用大流量平台，
结合自贸港优惠贸易政策和货物免
税政策，充分发挥“保税+”功能优
势，培育和发展壮大面向国际的文
化贸易产业。

“可以尝试打造文化艺术保税仓
库，依托保税仓库进一步延伸产业
链，搭建起海南文化保税和文化贸易
服务的平台。”在陵水本号镇人大主
席蔡先洪看来，可利用文化保税相关
政策培育壮大一批外向型文化企业，
提升本地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国
际文化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

“数字+”助力“文化破圈”
文产融合破局增势

文化发展如何做好传承与创新
的双效统一？带着这样的疑问，陵水
县组团走进了厦门市海丝艺术品中
心。身处不二美学馆，每尊石雕栩栩
如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IP；在陈
晓东艺术晓岛工作室，用废弃轮胎、
拆迁废料制成的雕塑陈列其中，处处
展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相融”之美。

厦门顺应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
大趋势，将自身多元化的产业优势与
福建省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整合，规划
建设海丝艺术品中心，以全品类、全
客群、全价值链增值服务的宏大布
局，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艺术品全产
业链平台，形成一站式艺术品生态
圈，聚集了画廊、文创设计、重构艺数
互动媒体艺术等多元复合业态。

“文化需要传承，更要创新。”陵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陈栋说，厦门尝试打造多种文化
IP，并通过文化IP赋能文旅产业，既
实现了“文化破圈”，又以数字化语言
传承和推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对推动海南文化产业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以‘数字+’助力文产融合，做
大做强文化产业蛋糕，充分发挥‘文
化+’产业链功能效应，有助于促进
各产业充分赋能文化产业。”陵水发
改委副主任方乾宇说道。

跟班学习的陵水干部纷纷表示，
回到工作岗位上将加压奋进，聚焦打
造“文化IP”，创新推动传统文化资源
在年轻群体的认同和传播，从而挖掘
文化产品消费潜力，增加消费黏性；利
用数字技术、数字创意手段等方式助
力文化产业“跨界”，让海南文化“潮”
起来。 （本报厦门12月28日电）

广告·热线：66810888

文产融合怎么融？
陵水黎族自治县组团赴厦门自贸片区学习取经

数字农业怎样搞？
五指山市组团实地考察学习蔬菜产业发展“寿光模式”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积极助力乡村振兴——

累计投放各类
支农贷款491亿元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杨洋）海南日报记者从12月28日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海南省分行在海口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该行持续加大对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已累
计投放各类支农贷款491亿元，贷款余额净增
217亿元。

今年以来，农发行海南省分行主动对接海南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融资需求，累计投
放贷款107.7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73.04亿元，
比年初净增22.69亿元，在支持海南粮食全产业
链发展、南繁种业、热带高效农业、自贸港重点园
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积极成效。

该行始终坚持将粮食信贷作为立行之本，充
分发挥“粮食银行”品牌优势，大力支持粮食种、
产、购、销全产业链发展，以坚持政策性储备运作
为基础，以拓展市场化粮油调销、贸易为重点，累
放累收各类粮食贷款39.73亿元，有力支持海南
粮食种、产、销以及加工、贸易等全产业链发展，有
力保障了全省粮食市场稳价保供；

该行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也取得了新成效，设立专门服务乡村振
兴机构，聚焦脱贫摘帽和巩固任务较重的“五县一
市”重点地区，累计投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贷款40.83亿元，巩固衔接贷
款余额达179.2亿元，脱贫县贷款增速10.2%；并
联合省工商联、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共同组织实
施“万企兴万村”海南行动，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
身海南乡村振兴。

昌江核电二期工程
4号机组核岛开工建设

本报石碌12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
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刘霞）12月28日上午，海南
昌江核电二期工程的4号机组核岛反应堆厂房筏
基底板开始浇筑第一罐混凝土，标志着着昌江核
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核岛开工建设。

2021年，海南首台华龙一号机组昌江核电二
期3号机组、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玲龙
一号分别在海南核电基地开工建设。新建项目充
分体现了海南核电基地新能源、新技术的特点，在
工程建成投产后，海南核电基地内总装机容量可
达到380万千瓦，将占到海南省用电量近50%，年
发电量约300亿度，每年可减少标准煤936万吨，
二氧化碳2448万吨，二氧化硫7.6万吨，氮氧化物
6.4万吨，相当于植树2.1亿棵。

在高质量发展及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背景
下，中核集团持续深化与海南省战略合作，为落实
与海南省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中核集团积极
推进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各领域工作。同时，在自
贸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围绕海南核电规
模化发展，以核电生产、核电建设安装、运营检修、
核电技术应用、核电科教服务、核能多用途利用等
核电及其关联产业为主导，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推
进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支持海南自贸港、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海南省电子商务
直播嘉年华今日开幕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记者罗霞）商品交
易会、主题论坛、直播带货……省商务厅12月28
日举行的电子商务直播嘉年华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1年海南省电子商务直播嘉年华将于12月29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嘉年华实行

“展+会+播”联动，一系列活动将陆续举行。
为期3天的本次嘉年华，以“云购全球·共享

好物”为主题，旨在打造系列消费盛宴，培育海南
优品，助力企业发展。该嘉年华将举办“小而精”
的商品交易会、9场主题论坛以及网红交流会，同
时60场直播带货活动将举行。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本次嘉年华将设立商
品展示区，通过线下实物、线上云展播等方式，现
场展示免税商品、跨境产品及海南优质产品，并联
合云上直播平台，开展直播推广活动，全方位展示
交易会现场盛况。届时，中免、卓志、苏宁等一批
企业将齐聚活动现场，我省多个市县将组团参
加。活动已征集约100家企业及近500条选品信
息，已确认参与活动的选品涵盖国际知名进口化
妆品、农产品、保健品、生活用品、金融产品和旅游
度假产品。

此外，本次嘉年华将选拔一批海南本土直播
带货主播人才，培育一批海南本土网红品牌。

区块链
技术创新突破行动

区块链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区块链
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化行动

区块链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行动

区块链
助力海南自贸港风险防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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