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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打造全国首个海上流动
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

本报三亚11月18日电（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
王云博）11月17日，省总工会在三亚凤凰岛国际
邮轮港“南海之梦”邮轮举行海南省劳模疗休养基
地授牌仪式，授予“南海之梦”邮轮“海南省劳模
（职工）疗休养基地”称号。

据了解，“南海之梦”邮轮劳模（职工）疗休养
基地是省总工会和中国旅游集团工会合力打造的
全国首个海上流动的劳模疗休养基地。当天，来
自我省各行各业、基层一线的50位国家级和省部
级劳模在授牌仪式后开启劳模疗休养首航之旅。

一直以来，省总工会高度重视对劳模的关心
关爱，坚持为劳模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将打造精品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作
为海南工会更好关爱、尊重、服务劳模和职工的生
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共有三亚南田温泉好汉坡
国际度假酒店、海控·君澜三亚湾迎宾馆、海控·君
澜鹿回头国宾馆、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博鳌国宾
馆、万国棋子湾海滩大酒店、青海大厦与“南海之
梦”邮轮等8家省级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

首届海南—海外华校
“文明互鉴小使者”交流活动举行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11月

18日，首届海南—海外华校“文明互鉴小使者”交
流活动启动仪式以线上视频方式在海口和泰国合
艾两地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鼓励学生积极学习华
文，运用华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启动仪式上，海南省侨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表示，当前海南正在大力建设自由贸易港、国际教
育创新岛，希望各位海外侨亲和华裔青少年能够
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海南，未来到海南求学、发展，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中泰文明互鉴
的友好使者。

泰国宋卡府泰中侨团联合会主席张俊贵表
示，此次交流活动对泰国南部华文民校学生认识
海南、了解海南、爱上海南将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期待接下来能带领泰国南部的青少年到海南和本
地学生面对面交流，让他们看到一个繁荣、现代化
的中国，把中国故事讲给他们的泰国同学听。

活动中，海南华侨中学学生从历史、地理、文
化、经济等方面，向泰国学生介绍了海南的社会发
展状况。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来自泰国合艾德
教树强学校的学生肖美玲凭借中文演讲《中国梦，
我的梦》以及一首中文歌曲才艺展示，获得了本次
决赛的第一名，被授予“文明互鉴小使者”称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画作品展开展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熊孝康）11月18日上午，“喜庆二十大·奋进自
贸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画作品展在省委
党校图书馆开展。

以书显志、以画抒情，本次展览汇集了省内外
60位特邀书画家的60余件书画作品。作品围绕
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既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又有
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内容包括展示海南自贸港建
设成就以及东坡文化、黎苗文化、海洋文化等。

省委党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下，全国正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举办此次主
题系列活动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中共海南省委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意见》
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宣传海南自贸港、讲好海南
自贸港故事的实际行动。

当天展览开幕式后，参加现场活动的书画爱
好者齐聚一堂，挥毫泼墨，各展风采。此次展览由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省中华
文化学院）主办，省文联指导，展览将持续两个月。

《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发布

推行“海南标准”标识制度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贾翰彪）近日，

《海南省标准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省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省政府规章形式发布，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鼓励企业构建
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标准体系，支持企业对外宣传
和推广我国标准，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
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办法》明确，我省将建立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统一管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的标准
化工作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地方标准的制定主体、
起草单位、制定程序等。同时，支持社会团体、企
业等根据生产经营等活动的需要制定标准，鼓励
引导社会团体、企业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团体
标准和企业标准；推动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
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推
进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的衔接转化。

《办法》对标准的效力、应用推广、实施、评估
和复审等作出规定。根据《办法》，我省将建立社
会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推行“海南标准”标
识制度；支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活动，推动全社
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办法》引导企业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鼓励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先进标准
体系；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与相关国际标准
化组织对接，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推动国际标准化技
术机构落户海南。

关注2022浦江创新论坛海南分论坛暨沪琼科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邱
江华）“科技企业来海南发展，有什么
政策利好？前景如何？”11月18日，
以“聚科技智慧 共建自贸港”为主
题的海南省科技招商专场活动在海
口举行，通过政策宣讲等形式，吸引
了众多省内外优质科技企业的密切
关注。

在该专场活动中，海南省科技厅
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依次走上舞台，进
行海南自贸港政策宣讲、高新技术产

业政策及科技创新政策推介。此外，
活动还设置荷兰嘉宾专题演讲、企业
对接座谈会、海南园区实地考察等环
节，促进国内优秀科技成果在海南落
地生根。

“如今，海南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得如何？”在现场，不少企业代表期待
对此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据介绍，
海南正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
技创新逻辑，坚持筑独特的巢、引最
好的凤；坚持只做有用的创新、不为

创新而创新；坚持以开放促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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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海南用好气候温度、海
洋深度、地理纬度等独特的资源禀
赋，搭建独特的科研平台，聚集全国
优秀科研团队，推动崖州湾科技城成
为种业和深海领域科技创新高地，文
昌航天发射场成为中国空间站建造
的母港，“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快速

发展。
在现场，更多的企业代表关注

在海南投资发展，能享受什么政策
利好？在宣传推介中，一揽子真金
白银的政策举措显示出海南推动科
技创新事业发展的满满诚意与决
心：海南实施高新技术企业“精英
行动”，认定为种子企业、瞪羚企
业、领军企业按照实际研发投入超
过销售收入3%部分的15%分别给
予最高 300 万元、500 万元、1000

万元补贴；海南积极引进培育科研
机构，对设立整建制科研机构，省
财政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
万元科研经费补助，并支持其牵头
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和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在专场活动中，
还进行了科技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杭州若联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国
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事业单位签约合作。

海南省科技招商专场活动举行

促进优秀科技成果在海南落地生根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邱
江华）11月18日，2022浦江创新论
坛海南分论坛暨沪琼科技成果对接
交流活动在海口开幕。当天，沪琼双
方各企事业单位签约4个科技合作
项目，进一步深化沪琼科技合作。

签约的科技合作项目包括南繁
区生物安全数字化精准检测预警技
术体系构建与应用、海南省橡胶木改
性材在建筑工程中的应用与示范、人
工智能在儿童常见呼吸系统疾病诊

疗中的示范应用和推广，以及国家技
术转移东部中心与国家技术转移海
南中心战略合作。

“在未来的工作中，国家技术转
移东部中心与国家技术转移海南中
心，将进一步深化跨境技术成果供
需对接、数字化平台协同合作、推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职业化技术
转移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内容。”国
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副总裁曹申表
示，将全面梳理海南自由贸易港政

策，嫁接东部中心现有海外技术贸
易渠道资源，助力跨境先进技术成
果产业化落地。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所所长
施标介绍，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研究所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三
亚研究院签约科技合作项目，将针对
南繁基地安全性保障的重大需求，构
建有害生物实时精准监测与分析等
技术体系，为确保南繁基地这一国家
重要育种基地的生物安全提供重要

支撑和保障。
在现场，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决策部署，积极推
动《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发展实施
方案》和《海南开放创新合作机制》的
落实，近年来，上海市科委与海南省科
技厅在科技部指导下，坚持按照优势
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建立开放创新
合作机制，以沪琼实际需求为牵引，拓
展沪琼重点领域科技合作。

近年来，沪琼科技合作不断拓展
广度和深度，推动建成了国家级非人
灵长类种质资源与模型研发中心、三
亚深海化合物资源中心、瑞金海南医
院等，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海南
坚持生态立省，发挥“温度”“深度”

“纬度”优势，打造“陆海空”三大科技
创新高地。海南将以本次论坛为平
台，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全方位加强
国际科技交流，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和
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沪琼签约4个科技合作项目
进一步加强科技交流，深化科技合作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沈君）“2022首届海南国
际设计师大赛”颁奖典礼暨海南国际
设计岛产业发展论坛11月18日在海
口举行，国内外知名设计师汇聚椰城，
助力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

今年8月，“2022首届海南国际
设计师大赛”启动，活动征集到全球
340名设计师的926件作品，参赛作
品涵盖旅游商品、数码电子、珠宝首
饰、小家电、大健康等多个行业领域。
其中有56件作品来自美国、意大利、
德国、韩国、荷兰等9个国家；海南省
的设计师也踊跃参与，共有57名海南

设计师的132件作品参赛。大赛由海
南省工信厅、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共同
主办。

颁奖典礼上，共有46位设计师和
19个企业获奖，其中意大利创意设计
公司Studio Volpi Srl设计与交互
总监帕特里齐奥·乔弗里（Patrizio
Cionfoli）、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总监陈戊荣、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曾胜等3人获得2022
首届海南国际设计师大赛金质奖。

活动中，数十位国内外设计界知
名代表通过视频方式向业内发出倡
议，支持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他们

指出，海南优美宜人的生态、开放包
容的氛围、优惠便利的自贸港政策、
快捷发达的互联网等因素，特别有利
于发展设计产业，激发设计灵感，吸
引人才居住。希望国内外设计师、设
计团队、设计企业来海南创新创业，
大展身手，与国际设计岛共成长、共
发展。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王静说，海南
将不断完善设计产业生态，服务好设
计企业、设计项目和设计师，围绕特色
产业打造设计中心、设计研究院、特色
设计小镇等集聚地，加快推进“设计之
都”“设计之城”“设计之镇”建设。

作为助力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
支持工业设计发展的重要内容，省工
信厅今年还开展了海南省首批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的申报及评定。当天，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
业设计中心、海南聚能科技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司聚能创新工业设计中心、
海南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
心被授牌成为首批海南省级工业设
计中心。

现场还举行了多个设计项目的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其中保亭设计小镇
项目将以产业园3.0模式，通过产城
融合为核心思路，以“设计+旅游”，

“设计+科技”，打造设计创意与产业
发展有机统一的综合生态群落；海南
卓美亚七星级度假酒店设计项目则通
过设计让海滨文化与城市人文相结
合，为游客创造人文共融、健康高端的
度假生活方式。

当天还举行了海南国际设计岛产
业发展论坛，邀请多位国内外具有代
表性的知名设计专家，围绕设计产业
创新发展进行分享，交流设计前沿及
趋势。现场还举办了T台秀艺术展
示、设计精品展、设计师之夜等活动，
近距离展示了此次大赛获奖设计师的
代表作品。

“2022首届海南国际设计师大赛”颁奖典礼暨海南国际设计岛产业发展论坛举行

聚国内外精英 建国际设计岛

聚焦科学
共创未来

11月18日，2022浦江创新
论坛海南分论坛暨沪琼科技成
果对接交流活动在海口开幕，活
动聚焦海南省聚才聚智、探索脑
科学未来趋势以及全球健康产
业发展等议题。

图为2022浦江创新论坛海
南分论坛之未来（科学）论坛活
动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邱江华

“您好，我们线上对接这么久，今
天终于有机会见面聊了。”11月18日
下午，在2022浦江创新论坛海南省
科技招商专场活动现场，做完路演
的越洋医药开发（广州）有限公司董
事长闻晓光刚走出会场透口气，就
被专程赶来见他的海口国家高新区
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吴华兵

“拦住”。
越洋医药成立于2011年，经过

10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一支近200
人的研发团队，成为一家以缓控释技
术平台为核心的新药研发企业。“缓
控释技术可有效控制药物的精准释
放行为，具有使血药浓度平稳，避免
峰谷现象，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等优

点。”闻晓光介绍，目前国内获得口服
缓控释新药临床批件一共36个，越
洋医药就占到了19个。

在药物领域，一直有“双十定律”
的说法。即研发成功一款新药，需耗
时10年、投资10亿美元。研发实力
过硬，手握多项缓控释专有技术和产
品专利的越洋医药自然成为园区眼
中“香饽饽”。

“海口国家高新区是全省医药
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提出了打造千
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目标。”吴
华兵边向闻晓光介绍该园区扶持医
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边为其分
析落户后的发展优势，“我们可以通
过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母基金和高
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为企业
争取资金支持；高新区与省药监局

已协同建立了药械创新服务站，可
提供药品注册申报的一条龙专业服
务；园区有很好的医药产业基础，有
一批具有国际化标准的CMO（医药
制造外包）企业，可为企业产品进行
代加工。”

当听到闻晓光介绍越洋医药研
发的一款治疗癫痫的药物左乙拉西
坦缓释片，已于2020年获得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
市，吴华兵立马掏出手机打给园区一
家药企负责人，为两家企业约了周末
见面，商谈让这款药在海口高新区落
地生产的可能性。

吴华兵和闻晓光在门外聊得火
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
理局副局长符祝也走出了会场。“越
洋医药专注于做缓控释新药研发，和

乐城先行区的真实世界研究创新政
策及专家资源叠加后，将产生巨大的
产业发展优势。”符祝也对该企业表
达了强烈兴趣。

当被问到两个园区是否会在医
药企业招商上产生竞争时，符祝解释
说：“我们两个园区之间已形成了乐
城先行区引进应用、高新区生产的

‘前区后厂’联动发展模式，已有先声
制药的一款产品通过乐城引进使用，
并通过真实世界研究在中国注册上
市，下一步马上将在海口国家高新区
进行生产，实现了项目孵化与落地生
产间无缝衔接。”

交谈中，当听到吴华兵和符祝兴
致勃勃地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
后，两个园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时，闻
晓光感慨：“真应该有更多国际化创

新企业来到海南扎根，与海南共同发
展！”

“海南自贸港是当今世界最高
水平开放形态，这对海南和广大企
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离开
前，吴华兵握着闻晓光的双手郑重
说道，“这次一定要在海南多走走、
多看看，我们一起争取把好的项目
引荐进来。”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本
届浦江创新论坛活动期间，集中对接
了百余家国内优秀科技企业，资源配
对与投资相融合。活动通过企业对
接座谈会、海南园区实地考察等形
式，促进国内优秀科技成果在海南落
地生根，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新鲜
的科技创新力量。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

科创企业成海南重点园区眼中“香饽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