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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依托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等平台引进人才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余梦月）海南大
学第三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CSC学友汇”活动（以下简称论坛活动）
近日在海口举办。其间，海南大学与168名青年
学者签订了意向性工作协议，论坛活动成为该校
引进人才的又一重要平台。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大学获悉，本届论坛活
动报名人数达1428人，较上一届增长75.86%。
海南大学积极推介海南人才政策和该校发展现
状，引导青年学者围绕“自贸港发展与制度创新”

“文化旅游”“生态文明”“热带高效农业”“海洋科
技”“全健康”“信息技术”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CSC学友汇”活动还设置了圆桌论坛，邀请参会
留学人员分享留学期间的科研工作经验。

经过两天的论坛活动，海南大学共与168名
青年学者签订了意向性工作协议。签约者中有来
自哈佛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爱丁堡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青年学者51
人，占比30.4%；有来自985高校的青年学者73
人，占比43.5%。

海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论坛活动的举办，
有利于来访学者与该校相关学科和教师建立起实
质性的联系与合作，有利于该校持续加大国际人
才引进力度，为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
大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实现在“十四五”末综
合实力进入国内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

据统计，包括论坛活动在内，2021年，海南大学
多措并举“招贤纳士”，新引进国家级人才9人，审
议通过拟引进高层次人才12批次共518人，新报到
高层次人才318人，规模较上一年度增长88.2%。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记者黄
媛艳）12月30日，广东省科学院在三
亚举办南繁种业创新与产业发展推进
会暨院士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中
国工程院院士吴丰昌、吴清平以及中
国科学院院士周成虎和国际欧亚科学
院院士廖兵将领衔在琼成立四个南繁
创新中心，分别聚焦（南繁）生态环境、
（南繁）微生物种业技术、（南繁）现代
农业遥感技术和（南繁）医学新材料与
技术等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出
席活动。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生态环境技

术创新中心将以“水”“土”为核心开
展技术创新，综合治理流域水环境，专
注土壤污染治理，协同固碳提质技术
与产品研发，实现农业生产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农药污染监控溯源，加强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微生物种业
技术创新中心将开发功能益生微生物
维持肠道稳态与进化新产品，推广示
范食用菌栽培及加工技术，拓展农用
微生物从菌种到产品的完整产业链，
打造涵盖菌种筛选、表征、保藏、科学
大数据库、成果转移转化等为一体的

创新平台，建设拥有保藏量10万株的
微生物安全健康菌种资源库和南繁微
生物种业大数据库。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现代农业遥
感技术创新中心将组建一支产学研融
合的农业遥感大数据创新创业团队，
打造农业遥感领域人才集聚与创新创
业中心、农业遥感大数据智能监测中
心、农业遥感大数据生产与运营中心、
热带作物资源优化利用决策支持中
心，培育农业遥感大数据应用产业。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医学新材料
与技术创新中心将推动健康产业技术

创新和成果转化落地，近期致力于建
设成全链条服务的医疗器械科研成果
转化公共服务平台，创新药物研发与
评价和中药现代化评价服务平台，海
南热带特色果蔬及药用植物健康种植
示范园，以及有机废弃物高效环保转
化示范基地。

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李旭东表
示，院士技术创新中心以需求为导向、
以技术项目为纽带，积极依托院士团
队力量，开展南繁关键技术攻关，对于
广东和海南两省加强重大国家战略的
对接，加快贯通完整的南繁事业和南

繁产业发展链条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9月，广东省科学院和三亚

市崖州区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共同推进广东省科学院海
南产业技术研究院、数字生态农业示
范、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示范、广东省
科学院崖州区幼儿园等重点项目建
设，目前已对接引入8家高新科技企
业，并与10余家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取得明显的工作成效。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科技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
南省科技厅和三亚市政府指导。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院士技术创新中心落户三亚

将成立四个南繁创新中心

乡村振兴先锋榜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实习生 张楠楠

“最近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没有遇
到困难需要我们协调解决的？”12月
28日一早，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
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吴坤林来到挺
丰村昌学村民小组，了解在建的昌学
文化创意中心项目进展情况。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办公楼还没
交付，我们的办公设备没地方存放，想

请工作队帮忙协调场地。”昌学文化创
意中心项目经理杨钊直言道。

“我们会协调村里把文化室暂借
给你们，你们尽管放心。”吴坤林回复。

自昌学文化创意中心项目落地以
来，吴坤林隔三差五就会来看看，帮助
他们解决遇到的问题。

昌学文化创意中心项目于5月开
工，但是建设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9
月，由于村民和项目企业对于租赁土
地产生意见分歧，造成项目停滞不前。

见此状后，吴坤林多次邀请村干
部、村民代表、企业代表开会交流，让村
民的诉求得以充分表达，同时向村民传

达要发展就要解放思想，可以通过动漫
产业树立品牌吸引游客、传播文化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等新观念。

多次交流后，村民与项目企业达
成一致意见。12月中旬，租赁土地的
村民与企业签订协议。

12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总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
的动漫创作大楼外立面已基本建设完
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预计明年三四月可以交付，5月漫
画家入场后就正式开园。”杨钊介绍，

“开园后，我们准备以斗罗大陆为IP，与
村集体共同开发文旅商业项目。”

杨钊说：“项目能够推进，离不开
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支持，他们为我们
与村民搭建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并协
调提供网络、电力、排水等生活配套，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心发展产业。”

除了服务项目建设，挺丰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还多方奔走，致力于推动
村容村貌改善。“现在村里都是硬化的
路面，村口新建了旅游公厕，看着越来
越好的环境，我心里都美滋滋的。”村
民吴阿婆说道。

“我们和村委会牵头，以本村在校
大学生志愿者为主、外请特色老师为
辅，开展公益托管班。此外，还采取加

压的办法解决了育握村民小组村民饮
水困难。”吴坤林说道。

吴坤林介绍，过去村里分散种植荔
枝、槟榔、波罗蜜、黄皮等经济作物，土
地利用率不高，缺乏统一科学化管理，
不利于村落景观优化，收益也不好。

“近期，我们准备成立村集体企业，
由村民集体入股，整合零散撂荒土地，
发展适合羊山地区种植的高附加值农
产品，同时结合观澜湖、电影公社、昌学
文化创意中心等旅游资源，形成本地特
色品牌，带动三产融合发展，帮助村民
增收致富。”对于挺丰村的未来，吴坤林
充满信心。（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海口市挺丰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服务产业发展，解决群众困难

建起村企“连心桥”强村富民出新招

中石化龙桥服务区
“司机之家”投用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吴开心）位于海南东线高速的中石化龙桥服务
区“司机之家”12月30日投入使用，可免费为常
年在海南行车的货运司机提供服务。

从2018年开始，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
会在全国联合开展了“司机之家”建设试点，截至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司机之家”500多个。

随着中石化龙桥服务区“司机之家”建成并投
入使用，我省“司机之家”数量已经达到4个，其他3
个分布在西线高速的儋州、海文高速的文昌和中线
高速的屯昌，加上海口龙桥服务区，每条高速公路
沿线布局了1个，分别由中石化、中石油、海南交控
等单位承建，基本实现了海南主要高速公路覆盖。

“司机之家”可免费提供24小时住宿休息、洗
衣洗浴，党建文化、工会活动、视频安全宣传教育
等多种服务功能；室外还配备餐饮、停车安保、便
利店、汽车维修等服务功能，货运司机可凭从业资
格证享受相关免费服务。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曾婷婷）12月
30日，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游艇产业
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本次招商推
介活动是今年海南自贸港重点招商
推介活动之一，当天共有25个邮轮
游艇项目集中签约。

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出
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进
口交通工具及游艇管理办法（试
行）》《海南邮轮港口中资方便旗邮
轮海上游航线试点管理办法（试
行）》等一系列全国首创的政策措

施，在多项政策红利叠加影响下，海
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呈现快速发展
态势。

推介会现场发布了《2020-2021
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零关税”进口游
艇政策实施以来，海南已有1800家
企业通过了进口企业资格认定，有25
艘进口游艇享受零关税政策。

推介会上，省交通运输厅、省委
深改办分别解读了海南邮轮游艇产
业政策和自贸港相关政策，三亚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海口市国际投资

促进局、临高县政府分别做了产业
推介。

当天还举行了邮轮游艇投资企
业集中签约仪式，共有25个项目现
场签约。此次签约项目涉及范围非
常广，有深圳尤尼尔游艇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三亚国际游艇中
心，有关于促进海南邮轮游艇产业招
商引资、人才引进、技术交流等方面
的合作，也有“海上看海口”游艇夜
游、“游艇婚拍基地”“海上环岛游”等
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邮轮游艇的
生产制造、运营维护、人才培养等多

个板块。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厅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努
力为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打造一
流营商环境。

当天还举行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邮轮游艇产业投资发展论坛，并在会
前邀请企业赴三亚、临高等地的邮轮
游艇产业园区现场考察。

活动由省交通运输厅、三亚中
央商务区管理局主办，海南水科航
运研究院有限公司、省游艇旅游协
会承办。

海南自贸港邮轮游艇产业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

25个邮轮游艇项目集中签约

全省建筑垃圾减量化观摩会举行

推进工地源头减少建筑垃圾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杨洲）450米的施工道路，不做水泥路，做成可回
收的钢板路，能减少建筑垃圾270立方米。12月
30日上午，全省建筑垃圾减量化观摩会在海口市
时光里项目部举行，该项目展示了如何通过施工
工艺改进等手段减少建筑垃圾，以及建筑垃圾的
分类、收集、转运以及资源化利用过程。

减少建筑垃圾必须得从工地源头抓起。在今
天的观摩会现场上，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工程建
设项目可以从施工工艺改进、前沿科技应用以及
管理经验提升等方面全力助推建筑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利用。

装配式建筑等绿色建筑建造方式推动我省建
筑垃圾减量化。据统计，截至12月28日，我省今
年已明确采用装配式建造的项目面积约2280万
平方米，实现建筑垃圾源头减量约45万余吨。

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是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举措。省住建厅副厅
长陈孝京介绍，我省住建部门要引导施工企业，从
开展绿色策划、实施新型建造方式、推广绿色施工
三方面做好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工作。

广告·热线：66810888

南海之洲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侧，拟新建30栋高层住宅及
商业楼，项目拟采用装配式技术进行建造，项目已通过市住建部门组
织的装配式建筑专家评审会，装配率符合《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地上建筑面积3%的建筑面积奖励（奖励面积不
计容积率），奖励后拟建总建筑面积277062.63m2（数据以最终批复为
准）。现根据装配式奖励程序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
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月14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
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3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海之洲项目装配式建筑公示启事

海口日月广场年营业额
首破100亿元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12月
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获悉，截至目前，该公司旗下日月广场年营业额首
次突破百亿元。

近年来，日月广场积极开展国际免税品引进，
优化购物环境，提升服务品质，经营业绩快速攀
升。今年恰逢日月广场5周年，年客流量已从当
年的1000万人次增长到今年的超2200万人次，
年营业规模也从不足10亿元，增长至今年超100
亿元规模，并成为海南首个集2家大型免税店的
商业综合体。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中国
大唐国际贸易中心项目现场，
工人在进行二次结构施工。
目前，该项目整体进度完成超
过70%，预计2022年6月完
工。项目建成后，大唐集团将
开展符合海南未来需求的能
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
业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大唐国际贸易中心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三亚丰富元旦假期
旅游产品供给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随着
元旦、春节的临近，三亚景区、景点和
酒店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推出各
具特色的游玩体验项目，丰富旅游产
品供给，努力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丰
富的元旦假期。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推出
“高空飞翔”“星际旅行”“鲨鱼过山车”
“勇敢者轮盘”等新项目，天涯海角游
览区将有舞龙舞狮、五虎闹天涯、情寄
天涯等系列活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推出“稻田奇幻夜”夜场灯展……

2021 年 12月 31日至 2022 年 1
月1日，为期两天的首届三亚海岛音
乐季“跨年·迷笛之夜”在三亚市天
涯海角游览区西区举行，主舞台将
上演“永远少年-跨年夜”和“迷笛之
夜”两大主题演出，电子舞台将带来
主打EDM和TECHNO曲风的电子
乐演出。

截至今年底 接待游客突破 100万人次

较2020年同期和2019年疫情前

同比均增长超50%以上

海南全省邮轮游艇产业链

相关企业已超700家
同比增长65%

登记游艇总量

突破 1600艘
同比增长29%

持有游艇驾驶证的

从业人员超5000人
同比增长66%

游艇旅游出海
累计达

15.6万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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