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城引领
▶▷涵盖南繁科技城
核心区、南繁科技城先
期拓展区

两地支撑
▶▷指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和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全球链接
▶▷包括全球主要口岸枢纽、全
球重大开放平台、全球关联产业
项目、全球相关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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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30日（记者李梦
楠）7月30日，在2022中国种子大会
暨南繁硅谷论坛南繁发展分论坛上，
《南繁科技城产业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发布。

《规划》指出，通过分阶段、分步
骤推进南繁科技城建设，到本世纪
中叶，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种业
科技创新中心，种业及关联领域基

础创新能力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全
面建成安全、高效、便捷的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服务体系，有力支撑
国家南繁硅谷、全球热带农业中心
建设，形成以现代种业为核心、以
热带高效农业为特色、以生物科技
为突破、以专业服务为支撑的现代
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南繁科技城将以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种业科技创新
中心为发展定位，涵盖融入全球的
科技创新链、保障有力的要素支撑
链、富有活力的开放产业链。同时
将构建“一城引领、两地支撑、全球
链接”的总体格局，其中，“一城”涵
盖南繁科技城核心区、南繁科技城
先期拓展区，“两地”指国家南繁科
研育种基地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全球链接”包括全
球主要口岸枢纽、全球重大开放平
台、全球关联产业项目、全球相关国
际组织。

此外，南繁科技城发展任务还
包含“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围
绕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强化国际开放
交流合作”“推动种业及关联产业高

质量发展”等几个方面，包含促进全
球种质高效引入、建立种质引入安
全通道、健全种质资源中枢服务、加
快种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推动现
代种业国际化发展、促进热带农业
科技创新、发展水产育种科研与转
化、发展特色农业保税加工、发展生
物医药工程产业、布局海洋生物科
技产业等。

《南繁科技城产业规划》发布
构建“一城引领、两地支撑、全球链接”的总体格局

关注省运会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7月30日，在2022中国种子大
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南繁发展分论坛
上，众多业内大咖围绕南繁硅谷建
设，振兴种业发展畅所欲言。

“南繁硅谷的建立，对种业振兴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工程院院
士盖钧镒在论坛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对种质资源的
搜集和利用上。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
种质资源是芯片的核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孙坦对此深
有感触。“育种家如果没有材料什么
都做不了，我们生物育种也需要基
因资源，基因资源就来源于我们的
种质资源。”

孙坦认为，借助海南自贸港政策
优势及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助力全世界的种质资源在此
集聚，给予科研人员充分挖掘优质种
质资源潜力的基础条件，对种业发展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当前，南繁硅谷建设取得阶段
性进展，国家精准设计育种中心相

关项目基本建成，农业农村部基因
编辑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海南）揭
牌成立，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南
繁育种科技服务中心等科研育种项
目先后开工或筹建，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加速，助
推种业创新。

“以前我们看中这里良好的自然
资源和气候条件，但我认为未来全球
的农业科学家或育种科学家到这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种业
创新的圣地。”孙坦透露，农业的创新
周期很长，一个品种的选育短则需要

六七年，如果是动物要花费近 30
年。如今，南繁事业的各项政策、科
研设施条件逐步完善，种业创新所要
求的各种创新要素日趋完善，将大大
缩短育种周期。

如今，国家南繁硅谷开工或筹建
的创新科研育种项目总面积超过24
万平方米，已有17家科研院校和60
余家国内外知名种业企业落地，南繁
科研力量不断增强，种业企业纷纷入
驻，南繁硅谷建设初现雏形。

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
总经理吕玉平表示，要乘着国家政

策的春风，加大与科研院所的合作
规模，通过加强科企深度融合，开展
协作攻关，借助南繁优势，助力种业
振兴。

“目前，越来越多的种业公司
选择来此开展扩繁、制种及生产等
工作，海南也要提前布局，做好相
关准备工作。”盖钧镒建议，海南要
加强对南繁用地的规划及管理，做
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积极适应
未来种业发展的需求，助力打好种
业“翻身仗”。

（本报三亚7月30日电）

南繁发展分论坛上，专家学者热议南繁硅谷建设

建设南繁硅谷 助推种业创新
“文艺演出助游琼”活动启动
助推“观演＋旅游”新业态发展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见习记者刘晓惠 通
讯员李艺娜）7月30日，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主办的“文艺演出助游琼”系列活动在海口正
式启动，“巨星演出+采风旅游”“观众观演+主题
旅游”“大咖领衔专题演出”和“名家驻场综合展
演”等子活动将陆续开展，刺激旅游消费，助推“观
演+旅游”新业态发展。

“文艺演出助游琼”系列活动将以“观演+见
面会”形式开展，组织“MDSK音乐节”“草莓音乐
节”“非遗相声大会”“汽车嘉年华音乐会”等演出，
助力打造海南文化新名片，扩大文化消费，拉动区
域旅游和刺激区域经济发展。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旨在
加快推动我省旅游产业重振复苏并实现高质量
发展，遵照“艺术与旅游”融合发展规律，锚定

“文化+旅游”的融合点、找准“演艺+旅游”的衔
接点，充分发挥海南旅游资源优势和自贸港政
策红利。

此外，组委会将提供1000张价值188元的票
券向医护工作者免费发放，医护工作者凭身份证
和国家认可的有效医护执业证件即可领取。另有
1000张价值188元的惠民票券，将按政府惠民演
出指导票价6.5折即120元投入市场，市民参与相
关话题活动即可在指定地点购买惠民演出票。

三亚创新“特事坐班”模式，开通绿色通道

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上学难”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三亚市信访局创
新“特事坐班”模式，协调3个职能部门安排专人
坐班、开通绿色通道，解决了30多名学生“上学
难”问题。此举成为三亚“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的一起典型案例。

7月26日，王女士等30名家长代表急匆匆来
到三亚市信访局反映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希望得
到关注解决。经了解，这些家长都是外来务工人
员，他们认为孩子都有小学毕业证书和居委会证
明，足够证明他们在三亚工作生活，所以没有及时
办理居住证，因材料不齐全，无法在“海易办”
App进行线上申请学位。

了解情况后，因入学时间紧迫、涉及情况复
杂，三亚市信访局启动“特事坐班”模式，协调公安、
教育、住建等3个部门安排专人坐班，为学生家长
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解决群众难题。

经坐班梳理，一条绿色通道迅速打开，三亚市
公安局缩短居住证明办证时间，集中快速出证，三
亚市教育局将学位网上审批时间由原来的7月
30日延迟时间至8月4日，为孩子报名预留足够
时间。“孩子上学终于有了着落。”王女士说，孩子
上学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让群众看到了三亚为民
办实事的真诚态度。

省运会运动员村：

运动员可拎包入住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探
访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省
运会运动员村，小区内绿树
成荫，道路干净整洁。

据介绍，作为海南
省第六届运动会主会场
的配套工程儋州市运动
员村经过验收已达到入住
条件。目前房间日常用品
已备齐，专业后勤保障团队
已经进驻，随时欢迎赛事运动
员入住。

① 省运会运动员村内景。
② 工作人员在运动员村房间内

整理床上用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见习记者 陈子仪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7月24日18时许，琼海市嘉积镇

万泉河路，干净宽敞的人行道开始悄
悄“变装”：路旁“便民冷饮夜市一条
街”的招牌亮了起来，商贩们架起摊
位，支起小木桌和台灯，也点亮了这条
街的夜晚。

“老板，来3个椰子！”家住嘉积镇
的陆清平夫妇时常在晚饭后带着4岁
的女儿散步在万泉河边，途经“便民冷
饮夜市一条街”时，总喜欢喝点椰子
水。徐徐晚风从河面上吹来，清甜的
椰子水，女儿稚嫩的笑声缓解了夫妻
俩白天工作的疲劳。

白天火热，晚风送爽，“昼伏夜出”
是许多琼海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曾经
满街的大排档摊点也是陆清平年少时
夏夜的记忆。

陆清平回忆，近些年，琼海在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过程
中取缔了一批流动餐饮聚合点，“虽然
脏乱的街道变得干净，但曾经热闹的
夜晚却变得冷清。”

群众需求无小事。为满足琼海百
姓夜晚休闲消费的需求，“便民冷饮夜

市一条街”应运而生。不同于过去的
乱摆摊位、占道经营的街边夜市，这是
在琼海市委、市政府的授意下，由琼海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监督管理的公益性
夜市。

25岁的李婉茹是公益性冷饮夜
市摊主之一。年初得知琼海开设公益
性冷饮夜市，经营者可免费获得夜市
摊位，她第一时间提交申请。“夜市是
我们这一辈人挥之不去的儿时记忆。”
作为土生土长的琼海人，李婉茹对夜

市有着很深的感情。
“清补凉、钵仔糕、虾片、冰红茶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指着摊位
前摆放的食物，李婉茹自豪地说。她
喜欢下厨，公益冷饮摊位为她的手艺
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白天备料，晚上出摊。摊位不长，
但李婉茹一晚上来来回回亦是忙个不
停，招呼一波又一波客人。李婉茹说，
看着客人品尝自己亲手调制的冷饮，
享受夏夜的平静，自己“忙得开心，累

得踏实”。
“婉茹今晚生意不错，晚上收摊

时记得收拾好垃圾。”路旁，琼海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办公室
主任曾德刚对李婉茹说。每晚，琼海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工
作人员会定期对夜市进行监督巡查。

“便民冷饮夜市一条街长度虽然
只有短短200米，但它一头是消费，一
头是就业，两头展现的都是琼海激发
经济活力的信心。”曾德刚说。

凌晨已近，便民冷饮夜市一条街
依旧喧嚣热闹，客流如潮。“夜市重启，
让我们重新感受到这座小城的烟火
气，这才是有滋有味的生活。”陆清平
这样感慨道。

（本报嘉积7月30日电）

琼海设立公益性夜市，满足百姓休闲消费需求

新“夜”态点亮城市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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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捷星商旅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 刘 长 波 身 份 证 号 码

23230319830327441X不慎遗失

准迁证，证号：琼01200158，声明

作废。

●保亭加茂邱记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90007001，声明作废。

●海口鸿福堂仙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苏元媛、邢哲宇遗失长影椰海

（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椰海大道

与长滨路交汇处环球100宝龙城3

号楼9层1-902室的购房专用收

据 2 张，收据编号：0011261，金

额 ：347391 元 ；收 据 编 号 ：

0011121，金额：50000元，声明作

废。

比选公告
海南大学创新药物筛选及评价平

台7号楼过渡项目现需向社会公

开、择优选定业务单位进行项目楼

层主电缆建设施工，有意愿参加的

单位请携带本企业法人代表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件到我

司报名了解情况，以便我司确定拟

邀请对象，开展比选工作。报名时

间：2022年7月31日9时～2022年

8月2日17时，逾期不受理。报名地

点：海口市南海大道266号海口国

家高新创业孵化中心9楼。联系方

式：肖工，电话：0898-66791999。

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22年7月31日

减资公告
海南梓元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TUQ7F

4E）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100 万

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符家富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

证 号 ：琼 交 运 管 许 可 澄 迈 字

469023061739 号，特此声明作

废。

● 文 来 春 ， 身 份 证 号

460200197703071410，不慎遗失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南田

农场）农业用地内部土地承包合同

书一份，合同编号为神泉企（场、

司）临租字〔2017〕AQD0114号，

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减资注销

关于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海南禾创娱乐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东方城东万派对娱乐中心，定于
2022 年 7月 31日 16:00，在海南
省东方市万达办公室召开股东会
议进行议定，请全体股东按时参
加，未出席的股东将根据《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处理。特此通知。

海南禾创娱乐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城东万派对娱乐中心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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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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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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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美兰站
龙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57135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海玻路第一砖厂宿舍5栋104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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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