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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
立法专家论证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为加快推进《海南省企
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立
法工作，11月13日，省国资委在琼海博鳌举行
《条例》立法专家论证会。

与会专家围绕《条例》草案进行研讨，提出意
见建议。专家组认为，加强《条例》立法研究工作
意义重大，要立足海南乃至全国国有资产管理实
践，准确把握条例定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以历史纵深、国际视野、前瞻视角、改革思维高
质量推动立法研究工作，为《条例》立法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2022年立法计
划，《条例》被列为海南省重点立法项目之一，省
国资委学习借鉴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最新实践成
果，完成了《条例》草案初稿起草工作。下一步，
省国资委将全面梳理总结本次立法专家论证会
研讨成果，认真研究吸收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条例》草案，积极推动《条
例》顺利出台。

当天，省国资委还举行了海南国资研究院特
聘专家聘书颁发仪式，省国资委负责人为路耀华
等15位专家颁发聘书。

海南国资研究院是省委、省政府为进一步做
好海南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前瞻性研究，推动海南
国资国企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充分发挥国资国企主力军作用而批准成立的
高端智库。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第九届中日韩合作对话举行

专家学者共话深化区域合作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周晓梦）11月

15日，第九届中日韩合作对话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召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设分会场。来
自中日韩三方的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合作、全球共
同挑战等议题进行讨论，建言献策。

“中日韩合作不是可选项，是必选项”“中日韩
在实现碳中和领域有很大空间”“中日韩三国都是
RCEP成员国，应抓住这一机遇进一步加深合
作”……本次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深化三国合
作”为主题，会期一天，共有50余名专家学者和媒
体代表参加。会上，专家就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
体系、能源合作、低碳经济、老龄化等具体议题展
开充分探讨交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以
“在RCEP框架下务实推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为
题作开幕致辞演讲。他认为，今年初正式生效的
RCEP为推动中日韩经贸合作提供了新的重要
条件。他建议，一是在RCEP框架下务实打造稳
定安全的中日韩供应链网络；二是在RCEP框架
下务实推进中日韩产业合作；三是在RCEP框架
下务实推进中日韩服务项下的自由贸易；四是在
RCEP框架下务实推进中日韩多种形式的地方
合作。

本次对话由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韩国东
亚财团主办，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支持。

在获奖项目中，有不少聚焦我省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深海、人口健康、
生态环境等重点产业领域，对服务海
南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
所的项目《便携式电动采胶装备的
研发与推广应用》，获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历时 6 年攻
关，创新集成多功能、小型化、低成

本采胶装备，节约用工30至 40%，
实现每年每亩胶园节本增效100元
至150元。

“未来团队将加快推进经济型、
自动化采胶装备攻关，力争从根本上
解决产业弃割弃管的痛点问题。”该
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橡胶研究所副所长曹建华说。

据统计，本次获奖项目共产生新
品种、新产品106种，同比2020年度

增长15.2%，直接经济效益934.5亿
元，同比2020年度增长126.3%。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
究所的项目《无核荔枝提质增效关键
技术研发与应用》，获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项目成果解决了制约
无核荔枝种植的技术瓶颈，具有较好
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当下，该技术覆
盖面积12760亩，占全国无核荔枝种
植总面积的90%。

“下一步，团队将针对海南荔枝品
种结构单一的产业问题，围绕特早熟、
优质、丰产、稳产等育种目标，培育出
更加适合海南气候特点的荔枝新品
种，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助力海南荔枝产业高质量发
展。”该项目第一完成人、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胡福
初表示。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

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观察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一年一度的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既是对海南科
技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更是对科技创新赋能海南
高质量发展的一次检阅。

11月15日，海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隆
重表彰2021年度海南省
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及组
织。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科
技厅获悉，对比往年，2021
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获
奖项目在数量上有所增
加，质量水平上也进一步
提升，带动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能力明显增强。

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
者勇攀科技高峰，激活海
南创新路。从获奖项目可
以看出，海南正遵循“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科技创
新逻辑，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着眼全国科技创新发
展布局，推动科技创新工
作，努力从科技小省发展
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
重要省份。

在本次获奖项目中，我省涌现
出一批优秀科研尖兵和科研团队，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一批原创
科研成果。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牵头的项目《超深水半潜式生
产储卸油平台“深海一号”研制及应
用》，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形成了我国自主可控的深水油气田

开发能力，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开发
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

没有关键核心技术，就难以掌握
创新发展的主动权。该项目第一完
成人、中国海油“深海一号”气田开发
项目总经理尤学刚介绍，气田核心装
备“深海一号”能源站创造了3项世
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气田投
产后，每年可为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

30亿立方米，使南海天然气供应能力
提升到每年130亿方以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牵头的项目《木薯粮
饲化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
用》，同样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该项目第二完成人、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陈松笔表示，团
队依托海南“试验田”，系统开展木薯

品种选育、加工关键技术、全株饲料
化利用与国际合作等工作。

据了解，该项目研究选育的木薯
品种（系）近3年在柬埔寨、刚果（布）
等国家累计推广面积超过 14万公
顷，集成创新木薯粮饲化利用加工关
键技术，加工技术转移到尼日利亚、
乌干达和刚果（布）等非洲国家，助力
我国农业“走出去”。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
重要力量，在科技研发投入、科研组
织和成果转化中具有主体地位。在
本次获奖项目中，有50家企业参与
了26个项目，其中企业牵头达11项，
占比18.3%，为历年中占比最高。

海南福山油田勘探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牵头的项目《油气生产物联网
建设及创新应用》，获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建立了覆盖
油气生产、处理过程的生产管理、预
测预警系统，能实现生产过程实时预
警、控制参数实时调整等效果。当
下，该技术逐步在新疆油田、长庆油
田、大港油田等油田进行推广应用，
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牵头的
项目《输变电设备绝缘性能湿热环境

适应性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攻克
了输变电设备绝缘性能湿热环境适
应性关键技术难题，项目成果实现产
业化应用，近3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超1.3亿元，间接经济效益超5亿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
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该项目团队成员、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技术专家李欣然表示，海南
电网公司将持续加大科技创新资源
投入，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进
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地融入和服务
好海南自贸港建设。

强化企业创新地位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邱
江华）11月15日，海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海口召开，2021年度海南
省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60项成
果获奖，包括19项自然科学奖、3项
技术发明奖、36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及2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据了解，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
技术奖共提名145项，最终参加专业
评审项目135项，较2020年度增长

了23.9%。最终获奖成果60项，授
奖率41.38%。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2021年，
我省修订发布了《海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对获奖比例、申报条件、申报年
限等方面都做了新的修订，更贴合我
省科技奖励实际。与过去相比，《实施
细则》规定，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
明奖和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奖励项

目总数不超过当年提名项目总数的
45%，其中，一等奖不超过当年提名项
目总数的12%，比以往有所增加。

“提名项目数量增长，说明科技
奖励的激励作用日益凸显。我省科
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增强，不断加
快科研成果的持续产出。对授奖项
目进行总数控制，使得获奖项目‘含
金量’更高。”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奖励委员会一致认为，2021年度

海南省科学技术奖不但数量增加，质
量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带动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能力明显增强。

“获奖项目产生新品种、新产品
106种，同比2020年度增长15.2%，
直接经济效益934.5亿元，同比2020
年度增长126.3%。”该负责人介绍，
例如卵形鲳鲹种质创新及绿色养殖
加工产业关键技术，促进了卵形鲳鲹
深远海养殖业快速发展，近两年新增

销售额55亿元。
此外，通过本次授奖项目还可以

看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景下，
海南开放创新合作成效凸显。在本
次授奖项目中，上海、浙江、江苏等省
市参与的项目有38个，占授奖总数的
63.33%，相较上年度的42.5%有大幅
提升。此外，两项获得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的项目在热带牧草和航空植
保领域促进了中日、中德科技合作。

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揭晓，60项成果获奖

获奖项目直接经济效益超934亿元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记者
邱江华 金昌波）长期以来困扰黄
金采矿业的尾矿污染环境问题，如
今被海南一矿企成功破解：海南山
金矿业有限公司牵头研发的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提金
技术，摒弃了传统采矿使用的化学
浸出工艺，实现尾矿资源化再利
用。在11月15日召开的海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这一成果荣获
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

11 月 13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
进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的海南山

金矿业有限公司作业现场，只见一
堆堆的尾矿从生产线下来后，很快
就被货车运往约20公里外的海南
金惠环保节能有限公司，成为制砖
的原料。

“以前，这些尾矿只能进行干
排处理，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对
生态环境构成风险。”海南山金矿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楚绪海介绍，采
用新技术后，他们将每一块矿石

“吃干榨净”，实现了“点石成金”。
“每天矿区产生约450吨尾矿，

能被当地砖厂完全消耗。”该公司
总经理助理冯军算了一笔账：尾矿

库一年运行成本约1500万元。如
今，尾矿实现再利用，不仅节省了
这笔费用，而且每年销售尾矿可增
收300多万元。“以2021年度每克
金平均售价375.84元计算，公司通
过工艺改造每年间接创造的价值
等同于产金47.89公斤。”冯军说。

新技术的产生，源于该公司面
临的一次生死危机。2017年，受相
关政策约束，新建或扩建尾矿库难
度巨大，而公司原有尾矿库剩余库
容仅够服务两年。公司面临艰难
抉择：要么“躺平”，等尾矿库库容
枯竭后停产倒闭；要么创新，闯出

一条新路。
2018年，该公司与东北大学等

高校开展联合科技攻关，投入近
4000万元，成功研发出“难选金矿
石两段磨矿、两段超重力离心重选
梯级回收金技术”等绿色提金技
术，从源头上彻底甩掉了传统的全
泥氰化工艺，采矿所产生的尾矿经
国家权威实验室鉴定，达到一般固
体废物Ⅰ类标准，能实现资源化再
利用。

“这项技术在2020年获得中国
黄金协会科技进步特等奖，目前已
在海南、河南等省份11家龙头企业

推广应用，累计产值达 16.88 亿
元。”楚绪海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矿物加工工
程专家孙传尧对这项技术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该技术探索出一条矿
石绿色提取与环境安全清洁的创
新途径，整体居国际领先水平，推
动了我国黄金行业的绿色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楚绪海表
示，未来将不断加强技术支撑，持
之以恒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海南矿企科技攻关，破解黄金采矿业尾矿污染环境问题

一手收获“金色辉煌”一手呵护“绿意盎然”

近日，在三亚凤凰岛
桥头绿化工程建设现场，
一派忙碌的场景，机器轰
鸣，工人忙着铺砖、种树、
焊接景观桥。目前，该项
目正加快建设，一条崭新
的三亚湾旅游风景带即将
呈现。据了解，该项目将
建设慢行道、跑步道、骑行
道等，与三亚湾综合整治
项目及滨海公园衔接。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三亚湾畔添新绿

一版纵深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蓝碳与滨海湿地”边会举办
海南设分会场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湿地公约》第十
四届缔约方大会（COP14）“蓝碳与滨海湿地：气
候、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边会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边会在海南大学设置线下
分会场。

此次边会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海南大学
共同主办，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美乐家（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承办，旨
在共同探讨滨海湿地在应对当今全球挑战的作用
以及滨海湿地自身面临的问题，促进滨海湿地的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会上，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NGO组织
负责人、企业代表等围绕“清单与交易：蓝碳履
约与市场参与”“陆海交错带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滨海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生计”等主题作报
告交流，来自国观智库、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和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代表参加相关话题的圆桌
讨论。

据介绍，红树林、海草床、滨海盐沼和大型
海藻等滨海湿地，被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
员会（IPCC）确认为四类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
有效的保护、管理和修复措施不但能够有效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还可为众多海洋生物、陆生
生物和鸟类提供栖息地，并促进沿海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海南大学长期参与国家、省和地方蓝碳政
策制定和国际合作，致力于蓝碳科学与政策、滨
海湿地保护恢复技术和蓝碳标准、清单与交易
研究，在本次边会上发布了滨海湿地温室气体
清单编制技术、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现状等最新
研究成果。

据了解，《湿地公约》于1971年2月2日由来
自18个国家的代表在伊朗海滨城市拉姆萨尔签
署，全称为《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
重要湿地公约》。经过50余年的发展，《湿地公
约》的内涵已由关注水禽栖息地和迁移水鸟的保
护，延伸到注重整个湿地生态系统及其功能的发
挥。缔约方发展到目前的172个。中国政府于
1992年正式加入《湿地公约》，成为公约第67个
缔约方。COP14于今年11月5日至13日举办，
在湖北武汉设线上线下主会场、在瑞士日内瓦设
线上线下分会场，探讨公约发展方向，审议重要
履约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