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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眼下，坐落在海口高新区狮
子岭工业园的聚能科技创新研究
院（以下简称创新院）正在积极申
报认定海南国际设计岛示范基
地。这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创
新创业孵化平台，围绕环保新材
料、航天大数据等行业领域为重
点研究方向，紧密对接实体经济，
致力于建设成为孵化高新技术产
品和设计产品的示范基地。

“设计产业是我们园区的产业
定位之一。2018年至今，园区内
设计相关企业注册数量从150多
家增加到超500家。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积极做好相关设计服务，例
如创新院孵化出的一家创意设计
公司，凭借着对园区及孵化企业的
了解，可以高效地帮助园区打造、
推广企业品牌等。”聚能科技创新
研究院副院长徐佳介绍，截至目
前，在创新院的积极协助下，已帮
助相关企业申请专利613项，已授
权专利累计373项。

阿列克谢·尼科诺夫是一位来
自乌克兰的建筑设计师，2015年
他来到海南，目前就职于海南乐骋
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就在创新
院中。来到海南这几年，他已经先
后参加了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海口
市红旗镇依必朗万亩椰林规划等
多个项目的设计工作。

“我热爱旅游，当我了解到海
南气候宜人，而且因产业发展对建
筑设计有较大需求时，我立即来到
了海南。”阿列克谢说，他希望更多
富有创意的设计人才集聚在此，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海南岛变得
越来越时尚。

设计环节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愈加显现，这也是海南积极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布局建设
海南国际设计岛的重要原因。设
计本身属于“上层建筑”，庞大的产
业支撑与市场需求是其所依赖的
基础，搭建“四梁八柱”就是要加快
设计相关的各类要素在海南自贸
港聚集，成行成势。

“下一步，我们将有序开展海
南国际设计岛建设，力争将海南自
贸港建设成为国际设计产业的荟
萃地和创意港。”省工信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

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邵鹏鸣认为，海南国际
设计岛的建设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有利于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实
现智慧资本转化为发展动力。现
代人力资本的发挥不仅需要待
遇、晋升等有形环境的激励，更需
要时间、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融
通等无形环境的支撑。在海南建
设国际设计岛，有利于把海南优
美的自然环境等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让人才更好地发挥智慧和创
造力。二是实现政策优势转化为
经济实效。海南自贸港正在成为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
杆，在引进、使用和评价人才方面
都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殊性和优
势，而海南建设国际设计岛，更有
利于发挥人才的上游“产业链”优
势，把他们的新理念、新思维应用
到各类设计中去，促进各行业的
头部认知和思维革新，从而转变
为经济实效。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需求端扩大，供应方增加
海南在设计产业全链条中所拥有的潜力日益显现

聚焦产业延伸，搭建“四梁八柱”
以“硬朗派”“文艺派”为重要抓手，利用优势补短板

2021年5月，海南国际设计岛
工作专班办公室成立，下设在省工
信厅。

为何由省工信厅挑大梁？
目前，国家对设计行业细化分

类主要分为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
计、建筑与环境设计、其他类设计
四大类，每一大类别中又包含多项
小类别。从我省当前实际出发，工
业设计、建筑设计以及文化创意产
品方面的设计占据主要地位。

“作为产品设计大类中的一个
类别，工业设计是全球设计产业中
颇具分量的角色，直接影响一个地
方新型工业的发展。将这项工作
放在省工信厅，一个关键的原因就
是要抓好工业设计，令其成为真正
推动国际设计岛、自贸港产业发展
的动力源泉之一。”沈君介绍，另一
个原因是从职责职能出发，工信部
门在抓国际设计岛这项工作时更
加关注实体，看重制造业的延伸与
发展。

截至目前，海南国际设计岛建
设已初步搭建起了“四梁八柱”。

“四梁”是指4份指导性文件：《加
快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总体工作
方案（2021-2023）》《海南国际设
计岛示范基地管理办法》以及正在
加快制定中的《海南国际设计岛产
业发展规划》和《海南国际设计岛
建设方案》。

“八柱”则是8项具体的工作
部署，包括建设设计产业集聚区、
认定一批设计产业示范基地、认
定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谋划建设
旅游商品研究院、组织举办国际
设计论坛及一系列赛事活动、成
立设计联盟、谋划设计产业政策
体系以及与高校展开合作建立人
才培养机制等。

《加快建设海南国际设计岛总
体工作方案（2021-2023）》作为阶
段性的成果，进一步明确了近三年
的目标任务：根据调研和评估，预
计到2023年，在海南建立相对完
整的设计产业政策体系、推进机
制、发展模式等，培育形成一批示

范基地、企业团队。
虽然自贸港建设让海南在设

计产业各环节中已释放部分潜力，
但客观来看，短板依然明显，特别
是对工业设计而言，存在产业基础
薄弱、市场需求不高、人才缺乏等
难点。“我们要积极利用海南自贸
港的优势去补齐短板，比如，设计
工作正在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海
南优良的生态环境可以吸引更多
的从业人员。”省工信厅产业发展
处副处长胡泊说。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至今，
“八柱”中的8项工作正在全力推
进，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第四届国际大学生旅
游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收到来自全
球多个国家（地区）422所高校的
6200份、共计2万余件设计作品。

2021年10月，首届海南国际
游艇设计大赛拉开大幕，吸引了来
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设计
师参赛。

海口江东新区打造的“国际设
计港”吸引了派吾德建筑设计（海
南）有限公司、先恩环境艺术（海
南）有限公司等20多家设计企业
入驻，初步形成集聚效应。

此外，国际三大顶级设计奖之
一德国红点设计奖（Red Dot
Design Award）2021 年度评选
结果于年初揭晓，海南大学副教授
颜洪设计团队的作品从全球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万件参赛作品
中脱颖而出，荣获2021年红点传
达设计奖。这是海南设计界首次
问鼎该奖项。

与此同时，海南也打出“特色
牌”，与有关企业联手，谋划建设旅
游商品设计研究院等。

在认定海南国际设计岛示范
基地方面，分为以工业设计、建筑
设计为主的运营类设计产业示范
基地，以及以文化艺术设计为主的
文化传承类设计示范基地。“硬朗
派”“文艺派”都是建设海南国际设
计岛的重要抓手。

对接实体经济，推动成果转化
力争将海南建设为国际设计产业的荟萃地和创意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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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为 2022
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的重要内容，“寻喵启
事”等展览同时在海口
会展工场开展。精彩的
艺术展在春节假期迎来
了观展高峰。2月 13
日，在海口会展工场，参
观者依旧络绎不绝。凭
借着高质量的展览内容
和富有创意的策展形
式，展览在春节期间积
攒下的口碑与人气令其
魅力持续释放，成为城
中新晋“打卡点”。

《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总体方案》）明确
提出要建设海南国际
设计岛。一年多来，海
南职能部门不断探索，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
施，通过搭建“四梁八
柱”，有序推进，让海南
国际设计岛构想落地，
雏形初显。从年末岁初
的一场海南岛春季国际
艺术展中不难窥探到，
中外企业、机构、设计
者、大众关注到的不止
于表面的热闹人气，还
有迈向更高开放水平的
海南自贸港在设计领域
的勃勃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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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喵启事”特展现场，参展嘉
宾在交流。

“秘境生灵——四国摄影师镜头
中的野性世界”摄影展上的作品《炫
耀的黑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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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AI互动影像
作品展“五季”上的作品。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2022 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共举办四场国际性展览，包括会展
工场中的“五季”“寻喵启事”以及
于1月展毕的“秘境生灵——四国
摄影师镜头中的野性世界”“卓越
意大利：新生代儿童插画师展”。
在海南自贸港，以国际艺术展为契
机，世界各地艺术家作品荟萃亮
相，碰撞迸发出的不只是艺术生
机，更有这座开放、富有朝气的海
岛对于艺术设计、人文交流所展示
出的期待与激情。

国际设计岛，着眼国际，聚焦设
计。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不单单是
在金融、贸易等方面，在全球化语境
下，富有国际视野的设计行业无疑
也是海南自贸港发展中的重要一
环，以“人”为核心要素的设计产业
将为海南自贸港提供更加多元的产
业动力。

一个书签、一件时装、一部手
机、一辆汽车再到一栋摩天大楼，无
论是艺术设计还是工业设计、建筑
设计等，集人文、科技等诸多元素于
一体的设计产业，是跨文化传播、产
业国际化发展的有力载体。

“五季”展览作品创作者、策展
人凯林·布里克直言，自然生态是人
类需要共同面对的议题，正如美好
的艺术一样，不分国界。海南优良
的生态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是他此次积极参与2022海
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的重要原因。

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欧汉
询在“秘境生灵——四国摄影师镜
头中的野性世界”展览开幕式上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海口之行，未来继
续在艺术展等方面展开更多合作。

艺术创作设计的背后是关于产
业合作发展的愿景。英国驻广州总
领馆是此次“五季”展览的主办方，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贺颂雅表示，这
也是英国和海南在创意和文化产业
方面良好的合作案例。

2018年以来，特别是《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依托自贸港在财税、
贸易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海南在
设计产业全链条中所拥有的潜力正
在日益显现——需求端在扩大，例
如新区规划刺激建筑设计需求，公
众对文化艺术生活的需求愈加高涨
等；供应方在增加，例如高新产业的
发展吸引更多从事工业设计的企业
和人才到来。

据省工信厅初步统计，2020年
之前全省涉及设计方面工作的企业
有超9万家，2021年有15万余家。
省工信厅产业发展处处长沈君说：

“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也在催促
着我们要进一步围绕海南国际设计
岛建设，做好相关引导、服务、支持
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