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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我今年提交的建议紧盯新能源，
包括关于在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氢能
产业的建议、关于加快出台深远海海
上风电开发配套支持政策的建议、关
于油气行业低碳转型差异化发展新能
源的建议等。”3月7日，全国人大代
表、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化肥二部
副总经理刘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近年来，刘平发挥专业优势，提出
了以新能源开发推动海南新型工业发

展壮大的多项建议。
2019年，刘平就如何提升海洋新

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如何
提高技术成熟度、增强创新能力、加速
产业链形成等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海
洋能、海上风能、海上太阳能和海洋生
物质能，对优化能源结构、拓展蓝色经
济空间、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
义。”他认为，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和
实施，为海洋新能源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历史机遇。

新能源和新型工业的发展离不开
创新，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基于
此，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刘平提交
了关于对海南建设全球岛屿研究中心

给予支持的建议、关于支持海南省探
索有利于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归属制
度的建议等4条建议。这些建议已获
得相关部委的回复。

刘平说，海南新能源和新型工业
发展势头令人振奋。今年1月，投资
45亿元的东方华盛PC项目一期投料
试车成功，投资27.76亿元的中海油
丙烯腈项目也将于年内投产，为做强
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了有力保障。围绕
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布局，油气产业
初步形成油气勘探开发、加工、输送、
仓储、贸易等上下游一体的全产业链。

近年来，刘平进行了多次产业实
践和多方调研，让他在欣喜之余也产
生隐忧。“要有序、快速推进储气能力

建设，避免小规模接收站‘遍地开
花’。”刘平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建
议，要创新“组团拼单”建设模式，打造
国家级储气能力创新示范中心，大力
快速提升储气设施建设速度与规模。
他相信，海南油气产业将朝着千亿级
别迈进。

刘平介绍，2022年全国两会上，
他提出关于加快出台深远海海上风
电开发配套支持政策的建议，其背景
在于，近海风电资源面临与近海养
殖、渔业捕捞、运输航线等争夺有限
资源的问题，且近海风电资源开发即
将饱和。

谈及在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氢能
产业的建议，刘平说，氢能属于新兴的

清洁能源，具有燃烧热值高、无碳排
放、应用场景广等诸多优势，随着氢能
技术的全面发展，燃料电池将深入到
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海南有发展氢
能产业的诸多优势：环海南岛海域天
然气资源丰富，可供制氢；环海南岛风
电资源丰富，通过海域风能发电，可以
发展海上风电的海水制氢；环海南岛
近海具备潮流发电的自然条件，可以
作为清洁能源探索的方向。

刘平表示，国家出台“双碳”目标
后，他十分关注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所提的建议聚焦新能源应用及能
源企业低碳转型方面，希望又好又快
推动海南新型工业做强做优。

（本报海口3月7日讯）

全国人大代表刘平：

以新能源开发推动海南新型工业做强做优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3月7日傍晚，三亚市天涯区台楼
村火龙果种植基地里，一排排明灯渐
次亮起，宛如梦幻。基地里整齐的支
架上，一颗颗圆滚滚的火龙果点缀其
间，显出勃勃生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
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持续推进脱贫
地区发展，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产。
包括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启
动乡村建设行动等。这让台楼村党总
支部书记麦少华倍感振奋。

“我们走的就是这个路子！”麦少

华介绍，台楼村过去曾是一个贫困的
偏远山村，如今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
村里引进了火龙果特色扶贫产业项
目，探索出“党支部+企业+农户”的模
式，村民们不仅有地租收入，还能在基
地里打工赚钱、学习技术，脱贫致富。

“除了红心火龙果，我们还种了黄
皮白肉的‘燕窝果’，市场售价能达到百
元一斤。”麦少华介绍，2019年，为了提
升火龙果产业竞争力，台楼村引进种植
了火龙果新贵“燕窝果”，“不仅种植面

积在三亚最大，村里还和企业开展合
作，我们种、他们销，不愁卖不出去！”

除了发展种植业，台楼村还依托
火龙果产业积极探索开发休闲采摘、
研学体验、田园观光等一系列乡村特
色旅游项目。“2021年10月起我们开
展的采摘项目，每周都有游客来。”

小小火龙果，美了乡村，富了生
活。目前，台楼村共有6个火龙果基
地，种植火龙果面积达1100亩。台楼
村人均收入也从2015年的约5000元

涨到2021年的近2万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去年也达到了57万元。

如今，台楼村里经常能见到从全
国各地来到田间采摘诱人火龙果的游
客；11个村民小组文化室换新颜，读
书馆、学习室、活动间一应俱全，文化
氛围愈发浓厚；435户村民的路面入
户硬板化问题得以解决，“下雨一腿
泥”的场景不复存在；百香果、菠萝蜜
点缀了门前风景，也点亮了庭院经济
的“钱”景……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因为火龙果
看到台楼村，来到台楼村，爱上台楼
村。”麦少华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
提振了大家的发展信心，在利好政策支
持下，下一步，台楼村将在发展好火龙
果特色产业的同时引进相关企业，打
造兼具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体验娱乐
等功能的火龙果风情小镇，同步探索森
林康养、乡村旅游等致富新道路，让更
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实现增收、
实现致富。 （本报三亚3月7日电）

三亚天涯区台楼村党总支部书记麦少华：

“甜蜜”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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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执法无人机大培训大练兵活动
为深入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推进综合执法办案水平现代化、信息
化、智能化，切实解决现实执法过程中
取证难、取证慢等问题，补齐海口市执
法队伍硬件建设短板，切实提升执法人
员综合执法水平。3月4日，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在海口市龙华区世纪公
园现场组织开展执法无人机大培训大
练兵活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执法指导科、各分
局、各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队员分成4
个小组参加培训活动。

“希望各分局、各行政执法支队通
过本次培训能进一步提高无人机操作
技术，今后真正用到执法作业的过程
中，切实带动各执法队员在日常执法巡
查中会用、用好无人机，有效推动各地
打造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
在培训正式开始前，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要求，参与培训的人员
要认真仔细学理论、扎扎实实做演练、
用熟用会提技能。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和实操演
练相结合的方式，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特邀相关专业人员对无人机理论知
识和实际操作要领进行详细讲解，内容

包括无人机系统的配置功能、组装步
骤、飞行操作、维护保养以及安全注意
事项等方面理论知识。同时，培训根据
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需要，详实地讲解
了无人机在日常行政执法中的应用及
拍摄技巧。

在授课过程中，参训队员以小组为
单位，积极向专家请教无人机操作的理
论知识，并在培训空地上进行无人机试
飞实操训练。

据介绍，此次大练兵大培训活动
旨在让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分
局、各行政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对无
人机的使用有更切身的体会，确保一
线执法人员能够基本掌握飞行技巧，
提升使用无人机执法取证、实现“人机
协同”开展执法工作的能力。同时，此
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了执法队伍整齐划
一、密切协同的集体精神，增进了合作
沟通、紧急应变能力，展现了综合行政
执法人员的良好面貌，为打造有形象、
有本领的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打下了坚
实基础。

下一阶段，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继续开展实操训练，为行政执法过程
中更精准、高效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奠定基础。 （策划/撰稿 贾嘉）

参训队员进行无人机试飞实操训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邀请专业人员对无人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要领进行讲解。

本报北京3月7日电（特派记者
李磊）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发
展，网络游戏侵权案件数量亦增长迅
速。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代表符小琴向大会提交了关
于将网络游戏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类
型予以保护的立法建议，以充分保护
网络游戏著作权。

符小琴表示，随着5G终端设备
的普及和网络建设提速，网络游戏
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

重要支柱之一。与此同时，我国对
网络游戏的司法保护也在不断加
强，经历了从最初将角色扮演类网
络游戏分割成文字、美术作品进行
保护到将网络游戏整体视为作品进
行保护的转变。司法实践中，法院
对网络游戏主要有两种保护方法：
网络游戏作为视听作品给予整体的
法律保护、拆分网络游戏元素的法

律保护。
符小琴在建议中指出，这两种保

护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把网络游戏拆分成软件程序、游戏
名称、游戏规则、游戏界面、故事情
节、场景地图等多个元素的法律保
护方式，网络游戏被分解为元素后，
侵权对比的过程必然庞大复杂，对
于原告来说，不仅增加了诉讼的耗

时，而且增加了取证的难度与成本，
而在计算侵权赔偿数额时，又只能
参照各自对应的著作权客体的计算
标准进行计算，这直接导致在涉及
电子游戏著作权侵权案件中赔偿数
额偏低。

为此，符小琴在建议中提出，司法
实践中，逐渐倾向于将网络游戏归入
视听作品进行整体保护，但此举仅是

权宜之计，网络游戏虽然与视听类作
品有类似之处，但视听作品的保护有
其独特的构成要件，电子游戏的“互
动性”“操作性”等特点与电影作品

“被动欣赏”的特点无法做到“兼
容”。因此立法方面可充分考虑网络
游戏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困境，建议
将网络游戏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类
型予以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符小琴建议:

将网络游戏作为独立的作品类型予以著作权保护

代表委员故事会

这些事，
今年代表最关注

我在海南看两会

本报海口3月7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王康景）3月7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南国学堂联
合推出童声版MV《领航》，邀请海口市滨海第九
小学（西海岸校区）合唱团的同学们参与录制。作
品一经推出，反响热烈，被“学习强国”总平台转载
推荐。截至当日18时，全平台总阅览量突破11万
次。网友komatsu留言表示“希望海南能越来越
好，昂首挺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网友LongDay
说：“美妙的歌声，美好的祖国，同唱一首歌！”

2月26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
报联合津云新媒体、千龙网、长城新媒体、河南映
象网、东北网、新疆网、大众网、江西网、华龙网、金
羊网、广西新闻网等20家全国重点新闻网站、新
闻客户端共同策划推出“同唱一首歌·领航——全
国青少年网络传唱”活动，面向全国6至15岁青
少年朋友开展征集，参加活动的青少年朋友需要
以横屏拍摄方式录制2分钟
以内的演唱歌曲《领航》（亢
竹青作曲）的视频，并以“同
唱一首歌+姓名+学校+联
系电话”格式命名，将录制的
视 频 发 送 到 邮 箱 ngds-
bxjz@126.com。目前活动
仍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广大
青少年朋友积极参与。

新海南客户端推出童声版MV《领航》

邀你同唱一首歌

扫码看童声
版MV《领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