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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海南公司年度累计
发电量超20亿千瓦时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潘翔振）海南日报记者11月2日从大唐海南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获悉，截至11月1日，该公司年度
累计发电量超过20亿千瓦时，实现历史性突破。

据了解，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五
年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开发优势，积极抢抓海
南清洁能源岛发展新机遇，三亚大隆光伏、万宁
气电、文昌光伏、红星光伏等项目陆续高质量投
产，海口气电1号机组并网发电一次成功，海上
风电项目及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风光气储氢综
合能源协同并举，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能源央企使
命职责。

该公司所属万宁气电、海口气电助力海南
省清洁用能，实现电力和天然气“双调峰”功
能，开创了全国首家NOx（氮氧化物）排放达到
国际最低排放标准、全国首家激光光谱吸收技
术实时在线监测天然气泄漏、海南省首家“5G”
智慧电厂等先河；三亚红星光伏打造了首个国
家级热带光伏实证试验基地；文昌龙虎山光伏
成为海南省今年首个全容量并网的集中式光伏
项目，并向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输送了海南省历
史上第一笔绿电。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形成以气电为发展基础，
以海上风电和陆上光伏为发展两翼，以氢能、储
能、智慧综合能源等为新增长极的“一基两翼三
极”发展新格局，在建、在役、获批清洁能源装机容
量分别突破“三个百万千瓦大关”，达到421万千
瓦，推动海南清洁能源占比提升超过5个百分点，
成为海南最大的清洁能源供应商。

三亚今年将建成
10座换电站
支持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李梦楠）11月1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获
悉，日前《三亚市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
建设方案》印发，提出将在试点期内完成换电站
建设25座，其中2022年建成10座，2023年建成
15座。

据悉，三亚将以社会运营领域为突破口，聚焦
“公务、巡游、网约、租赁、物流”等应用场景，打造
三亚换电车辆推广样板工程，试点期内换电车辆
推广4500辆，其中社会运营领域3500辆，私人领
域1000辆。试点期后社会运营领域换电车辆规
模优势逐步凸显，私人领域对换电车辆认知度大
幅提升，具备规模推广的基础条件。

此外，该市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积极引入换
电产业链相关主体，完善二手车交易、二手电池交
易、电池梯次利用、电池储能工程化等管理规则制
度，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形成互融共生、合作共赢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积极布局换电产业下游应用
技术体系，鼓励政企学研开展换电技术联合攻关，
通过对不同换电技术路线进行推广验证，寻找适
合海南高热、高湿环境的新能源汽车换电方式，为
下一阶段全域换电模式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三亚将不断健全标准体系，积极配
合省级部门，加快推动换电车型、换电设备、换电
场站建设等方面标准实践应用，鼓励地方、团体标
准先行先试。研究制定省市平台联动的解决方
案，加强对换电模式下车辆和换电站的安全监管，
进一步提升全市“充换电一张网”的智能化、便捷
化水平。加强省市政策衔接，探索财税政策与非
财税政策互补的激励形式，强化换电政策保障支
持力度。

■ 本报记者 曹马志

北门江畔，山岭之间，青绿交融，
一派生机盎然景象。看着眼前这般
美丽景色，初次到访海南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的人很难想象，几个月前，
这里的山坡上多是黄土、岩石。

山坡何以披上绿装？11月1日
上午，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工地，
中国水电四局项目部副经理司续红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是因为边修水
利边生态复绿，工程施工和生态保护
齐头并进。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儋
州市北门江上，周边山多土少，土

地资源倍加珍贵。以往，水利工程
施工后，因无土复绿，加上完工后
施工不便，导致山体留下“疤痕”。
为此，司续红在项目建设中提出

“生态保护优先，将绿色工程理念
贯穿建设全过程”。施工单位将主
体工程施工与安全生产和生态复
绿“三同步”。

“1号进场路旁，原来的山坡都是
‘裸奔’状态，总面积有1万多平方
米，是施工范围内最大的一块‘疤
痕’。”项目部工程技术员秦海南正蹲
在路旁查看园林绿化的种植效果，他
专门负责项目裸露山坡的园林绿化，
参与推动“荒山变青山”的全过程。

对于秦海南来说，绿化方式的选
择，起初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一开
始，有人曾提出采用人工铺草方式，
但很快被否定了。不同于常见的道
路绿化，项目范围内的山坡众多，坡
度比可达1：1，坡上人工作业安全风
险高，且种植的成活率较低。经过多
番调研和比选技术方案，项目部最终
选择了“客土喷播”种植技术。

“‘客土喷播’，简单说就是将植
物种子与保水剂、缓释肥、微生物菌
肥等经过喷播机搅拌混匀成喷播泥
浆，在喷播机的作用下，均匀喷洒在
作业面上。”秦海南告诉记者，项目部
邀请专业的施工队，首先在数百平方

米的山坡开展示范种植。经过一段
时间的实地考察，种植达到良好效
果，于是该项目部今年开始使用该技
术对1号进场路旁“裸奔”山坡等进
行大面积绿化。

司续红介绍，项目参建各方合力
护生态，要将一座水利枢纽工程轻轻
地“放”在绿水青山间，着力实现工程
施工与绿化美化融合，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含绿量”不断提升。截至目
前，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已投入约
300万元，完成“客土喷播”生态复绿
超2.2万平方米，剩余约0.6万平方
米，预计近期完成复绿。

（本报那大11月2日电）

海南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创新种植技术，实现边施工边复绿

将一座水利工程“轻放”在山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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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今年已办结
侵权假冒案件225宗
罚没款198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符子
怡 符洹）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白沙黎
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白
沙有关部门已办结侵权假冒案件225
宗，罚没款198万余元，涉刑移送司法
1宗，公安机关侦破案件1件，全县打
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和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行为（简
称“双打”）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白沙“双打”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今年打击侵权假冒案件中，具有典
型性的包括七坊某用品店侵犯奥林
匹克商标专用权案，牙叉某精品店销
售侵犯专利权商品案，牙叉某服装店
侵犯耐克商标专用权商品案，白沙某
农业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复合肥料
案，李某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
业进货、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
品，海南某某分店未按要求陈列药品
和非药品案，牙叉某蔬菜摊经营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等，上述经
营主体或个人均被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

浙江一企业在海知所
达成艺术设计版权许可交易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周晓梦 王培琳）
日前，浙江省一布墙行业企业——海宁市新空间
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空间布业）在海南国际
知识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海知所）达成了12项
艺术设计版权的许可，许可费用为20万元，被许
可方为杭州堇怡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海知所作为
双方合法权益交易的见证单位，确保本次交易真
实有效，并出具交易凭证。

新空间布业负责人表示，12项艺术设计版权
均为自主设计作品，具有创新性与独特性。公司
十分注重版权的保护和运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
海知所积极响应需求、主动对接服务，促成此单交
易。据了解，此次成交的12项艺术设计版权分
别名为“藕花深处”“满庭芳”“塞伦盖蒂”“燕子
声声里”“一苇以航”“龙门跃”“夜半小夜曲”“林
泉高致”“有凤来仪”“暗夜王者”“平行时空”“探
险家乐园”。

海知所副总经理冯斌表示，海知所积极为交
易双方提供知识产权挂牌、信息披露、评估咨询、
资金结算、交易鉴证等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推
动交易流程的规范化。适逢海南国际设计岛规划
布局启动，海南自贸港艺术设计行业发展前景更
为广阔，艺术设计版权保护、运用的重要性与现实
需求同步凸显。海知所希望发挥平台优势，充分
运用长三角产业优势与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深
度挖掘版权价值，探索艺术设计版权转化新路径，
助力企业创意价值实现。

三亚海旅免税城开展
超级会员日优惠活动
补贴千万元促消费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本来能减
800元我已经很开心了，没想到再返
700元现金券，还可以给我积分，又送
了我很多试用装，太经济实惠了。”11
月1日上午，在三亚海旅免税城赫莲
娜专柜前，来自四川的杜女士抢到了
一张政府消费券，又赶上三亚海旅免
税城的“超级会员日”活动，享受到多
重优惠。

随着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促
活动拉开帷幕，海南离岛免税经营主
体也借此契机，策划推出促销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海旅免税城获
悉，11月1日至3日，三亚海旅免税
城补贴千万元现金助力海南旅游消
费，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超级会员
日”优惠活动。

“此次我们补贴千万元现金，一
方面希望能满足年轻人的购物需求，
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此促进旅游消
费，推动旅游复苏。”三亚海旅免税城
相关负责人表示，“超级会员日”将持
续3天。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黄媛艳
周晓梦 王培琳）“NG7612”“NG7613”

“NG7706”“NG7710”“NG7807”等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质押物，近日被写
进新锐恒丰（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锐恒丰）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海南分行）签订的贷款合同里，标
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植物新品种权质
押融资贷款落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这笔全国首单“玉米自交系”植物新品
种权质押融资，将有效提升中小型种

业的融资便利度。
种业研发周期相对较长，投资强

度高，企业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资源，
但无形资产往往缺少融资担保的手段
和渠道。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主动当起“红
娘”，向中国银行海南分行推送知识产
权领域表现突出的“白名单”企业，双
方经过线上线下多次讨论，共同研究
制定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资贷款产品
落地计划。

“由于商业化杂交种品种权可以

直接预测商业化推广面积及营业收
入，质押成功率更高，贷款金额更
多。此次我们成功抵押尚未商业化
的种质资源品种权，能够激励中小型
创新主体利用好研发成果，实现资本
化，更好专注创新。”新锐恒丰负责人
车小平说。作为一家专注于玉米种
质资源创新、开发的新型科技公司，
新锐恒丰是首批在园区取得植物新
品种权的种企。短短三年时间，该企
业玉米自交系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数
量近100件。

助力种业振兴，多方都在尝试突
破“第一次”。

“我行在省内率先摸索走出种企
无资产抵押、仅以专利权质押融资的
新道路，有了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的‘白名单’和相关主管部门的专
业审核，让我们对此次合作充满信
心。”中国银行海南分行普惠部负责
人李唐瑜说，银行接到新锐恒丰申请
贷款材料后，仅一周完成贷款审批，
后续环节受疫情影响采用线上作业
方式完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积极主动沟通农业主管部门，实现
质押备案材料齐全完备，一次性通过
农业农村部备案审查，高效完成首单
专利权质押合作。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有关负责人表
示，园区将持续探索知识产权保险、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
金融服务新模式，以知识产权金融服
务为科技创新“输血”，推动加快海南
自贸港知识产权特区建设，提升园区
育种创新能力，以知识产权服务支撑

“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首单“玉米自交系”植物新品种权质押融资贷款落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以知识产权服务支撑南繁种业高质量发展

11月1日，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的海南高明农业种植基地，工人们忙着对火龙果装箱打包。
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和条件，乐东鼓励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2018年以来，与46家企业合作发展

产业，投入专项资金及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共5.68亿元。其中，全县累计火龙果种植面积3.43万亩，是乐
东热带水果中拿得出、叫得响的优质农产品。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乐东:
火龙果铺就红火“致富路”

海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今年10月30日，位于万宁市神
州半岛的国际高端品牌酒店——君悦
酒店开张营业，这个在2010年就已立
项的酒店项目，在“沉睡”了10年之后
于去年11月投资超10亿元重启，助
力万宁旅游发展。

今年7月，被王府井集团收购，由
原万宁首创奥特莱斯变身为王府井悦
舞小镇的万宁消费地标也迎来了客流
量和营业额的双攀升。

近年来，万宁市围绕“年轻、活力”
精准定位城市形象，“体育+旅游+文
化+消费”融合发展，促进该市消费复
苏市场回暖。

君悦酒店重启
看好万宁发展潜力

“酒店是投资大、回报期长的行

业，君悦酒店能在沉寂许久之后启
动，原因在于万宁这两年旅游大环境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月1日，
中海凯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神州半
岛区域总经理姜丽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同为中海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神
州半岛喜来登酒店和福朋喜来登酒
店自10年前开张以来，长期亏损，但
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家酒店抓
住万宁发展冲浪运动的机遇，在经营
上不断推陈出新，连续两年营业额收
入都破亿元，这给中海集团重启“规
模更宏大，品质更高”的君悦酒店奠
定了信心。

君悦酒店一面依潟湖内海“老爷
海”，一面临南海，可赏山观海看夕
阳。随着日月湾冲浪运动的红火，大
量客流也带热了附近石梅湾和神州半
岛片区的发展，在姜丽看来，神州半岛
的“发力”才刚刚开始。

“神州半岛双海四湾六岭，目前只
开发了一个湾，旅游资源还有待进一
步挖掘。”姜丽说，神州半岛本身还拥
有一个全国知名网红高尔夫球场，每
年来打球的高端客流量约为4万人

次，君悦酒店开张后，与喜来登酒店和
福朋喜来登酒店形成酒店矩阵，“过去
我们的视线更多关注在房地产行业，
在万宁如火如荼的旅游大开发情况
下，让我们看到了神州半岛旅游资源
的价值，从而启动了文旅板块的经营
和管理，助力万宁成为游客来海南的
首选旅游目的地。”姜丽说。

王府井悦舞小镇
客流量营业额双攀升

11月 2日 10时，在王府井悦舞
小镇，随着“双11”大促临近，商场里
各家品牌也都打出了各种折扣信
息。“10月27日是工作日，王府井悦
舞小镇的单日销售额是84万元，比
之前日均销售额增长了66%。10月
29日销售额飙升到158万元。”王府
井免税市场部总监邢黎黎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据了解，万宁市政府近期发放政
府消费券，其中针对重要消费地标王
府井悦舞小镇专门发放了“满2088元
减700元”“满1188元减400元”“满

588元减200元”的专场消费券，消费
者可在享受品牌店的折扣后再进行满
减等。“在消费券和品牌店家以及商场
三方的共同促销让利下，带动了客流
量、销售额的双攀升。”邢黎黎说。

王府井悦舞小镇入驻万宁后，在
不停业的情况下，对商场的建筑外立
面进行分区升级改造，“商场的核心
位置将提供给国际免税港，但我们的
商场特色是‘有税’加‘免税’组合，同
时为岛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结合万
宁的城市特色，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
一大特色是体育用品品牌。”邢黎黎
说道。

眼下，王府井悦舞小镇正忙着招
兵买马，商场准备招聘100名免税店
长和300名免税销售顾问，为很快到
来的免税店开张做准备。

研判旅游市场
尝到发展甜头

“本周起每个周末都有活动，万宁
将会非常热闹。为配合跨年和明年王
府井免税港的开业，我们正谋划两场

大型音乐会。”11月1日，万宁市旅文
局局长姚旺对记者说。

近年来，万宁市不断研判旅游市
场，培育有黏性的旅游产品，吸引游
客多次来，并形成消费习惯，比如冲
浪运动。

为此，万宁市旅游项目开发都围
绕着“年轻、活力”来打造，为年轻人量
身定做旅游产品，重新设计和打造城
市形象，由于产业发展思路和定位准
确，精准发力，万宁品尝到了发展的甜
头。今年上半年，万宁市几乎所有的
知名品牌酒店的营业额都达到历史最
高峰。“我们对人流的汇聚充满信心。”
姚旺说。

据记者了解，在南燕湾将再开张
一家国际品牌大酒店，而在日月湾，作
为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万宁5个驿站之
一的“逐浪日月”驿站已完成选址，将
很快动工。这个驿站占地155亩，将
建壮观的人工造浪池，预计将会十分
吸引人。

“万宁的发展，会吸引更多的社会
投资。”万宁，更大的发展还在前头。

（本报万城11月2日电）

万宁“沉睡”10年的国际高端品牌酒店重启开张，王府井悦舞小镇营业额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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