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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崖州湾科技城的三亚
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项目，是
未来南繁研究院、海南大学热带
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办公
地。该项目用地面积 15853.02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6209.39平
方米，地下室建筑面积13499.35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32710.04
平方米，主要包括了办公楼、实
验楼。历经一年多的奋战，三亚
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初露真
容，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阶
段。

“三亚南繁种业科技众创
中心的实验大楼预计 3月底验
收交付，首批价值 1.2 亿元的
仪器设备预计今年 4月就能安
装到位，届时将有一部分研究
生 与 老 师 入 驻 开 展 工 作 。
2021 年 9月将有 300名研究生
在这里学习、生活和开展科研
工作。”罗杰表示，海南大学热
带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筹）
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海南
省的大力支持，这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支持海
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重
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当前

各项建设工作正按照进度高
效、有序推进。

推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国
家重点实验室（筹）入驻崖州湾
科技城也是此次三亚与海南大
学签署协议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后，
对三亚乃至海南南繁事业发展
的意义，罗杰将其归纳为三点：

“首先，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国际

国内农业领域的顶尖专家提供
了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平台、
科研服务系统、交流平台。其
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仪器设
备是全国（世界）共享的，且是
成系统和体系的，这样就能为
所有南繁人提供服务，大大降
低南繁人的工作成本，提高南
繁效率和效益。第三，国家重
点实验室为国家种业安全、粮

食安全提供自力更生的科学保
障，突破相关领域的技术封锁，
解决农业领域方面‘卡脖子’的
技术问题，培养更多的世界一
流学科人才。”

采访结束时，罗杰道出三
亚南繁科技未来的愿景：“将是
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米袋子’

‘果盘子’‘菜园子’的安全大后
方、生产供给大后方。”

辛丑年新春伊始，三亚优化
营商环境再迎新动作。

日前，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
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决定自 2021 年 3 月 13 日起施行。

《规定》共计 42 条，制度设计注重
立足三亚实际，聚焦市场主体期
盼；立足巩固三亚改革创新成果，
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
上升为规章制度；立足解决实际
问题，着力回应市场主体关切，推
动解决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
之土，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只
有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才能真
正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良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一个地区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力，也是不
可或缺的文化软实力和市场竞争
力。此次，三亚立足本土实际，以
立法的形式通过《规定》，表明三
亚将优化营商环境进行到底的决
心和信心。

近年来，三亚采取一系列措
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全省
率先设立营商环境服务局，出台

《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2019-2020 年）》，设立 12345 优化
营商环境服务专线、建立重点企
业政府联络员工作机制、编制发
布《涉企扶持政策汇编》、启动编
制《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
逐步建立起三亚市优化营商环境
1+N 制度体系等多项举措，在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各 领 域 取 得 积 极 成
效。“极简审批”“掌上办”“零跑
腿”“城小二”“商代表”等举措让
企业体会到贴心服务和“三亚速
度”……三亚的努力，赢得一个又
一个点赞，也吸引更多企业和项
目进驻。科大讯飞、大唐集团、凯
撒旅业、中国银泰……一批批重
点龙头企业相继在三亚落地，为
三亚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入新动
能，这些都是三亚营商环境不断
向好发展的表现。

尽管如此，对标国内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三
亚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无论是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
律政策环境还是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提升其中
的任何一项都绝非易事。三亚市委、市政府不断
探索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式，《规定》的施行是三亚
继续深化改革，拆除制度的藩篱，不断提升治理能
力和水平的新举措。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三亚只有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好的服务留住企业、栓住人
心，经济社会才能实现跨跃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添砖加瓦。

1月 21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了联合共建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以下简称“南繁研究院”）协议。此次
双方签署协议，是有效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关于南繁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提升了三亚南繁科研力
量。未来，南繁研究院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入驻三亚有哪些意义……日前，本报记者
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罗杰，让读者感受未来三亚“南繁硅谷”的科技力量。

■人物简历：

罗杰，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
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化与分
子生物学会理事、中国生化与分子
生物学会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长期从事作物次生代谢调控及
代谢组学研究，2016 年获“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2017 年入选国家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国家
“ 万 人 计 划 ”科 技 创 新 领 军 人 才 ，
2020 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指导的博士生 1 人获得华人在
读博士研究生最高奖的“吴瑞奖”，1
人获得“吴瑞奖”提名。

开展调研、进行会谈……近一
年来，罗杰在海口、三亚两地奔跑
成为常态化工作。繁忙的工作、两
地的奔波，为的就是南繁研究院的
筹建事宜和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国
家重点实验室（筹）入驻崖州湾科
技城工作。1月 21日，罗杰在三亚
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三亚市人民
政府与海南大学签署了联合共建
南繁研究院协议。

“建设南繁研究院是海南省科
教领域的一件具有重大里程牌意
义的大事。”罗杰表示，这意味着海
南着手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本土

“国家队”力量，也标志着海南南繁
事业“单兵南繁”的历史结束，进入
了“集团军、多兵种”协同创新的新
时代。“海南自由贸易港在热带高
效农业领域、种子全产业创新链等
方面乘上了‘复兴号’高铁。”

根据协议，双方整合三亚市南
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和海南大学热
带农林学科领域相关资源组建南
繁研究院。三亚与海南大学将共
同构建产学研联盟创新体系，搭建
南繁育种技术标准支撑平台，为

“南繁硅谷”育种专家提供高效便
捷的集中供给服务。

“更具体地讲，南繁研究院建
设会为南繁事业的发展搭建重要
的、坚实的、可靠的软件和硬件支
撑平台。”罗杰表示，在软件上，海
南大学将热带农林学科领域相关
科研与教学人员、学生、科研平台
和基地等力量纳入南繁研究院，快
速充实与提高三亚南繁科研力量
和水平；在硬件上，海南大学和三
亚市政府从政策、经费、投入等方
面支持南繁研究院的建设，不断提
高南繁研究院设施设备的现代化
水平，为科教人员提供国内国际一
流的科研、教学设施。

“南繁研究院应该、也必将在
世界种业事业的制高点阵地占有
一席之地。”谈及南繁研究院未来
发展，罗杰表示出坚定的信心。

根据协议，海南大学依托学
科优势和三亚南繁育制种基地
资源，把南繁研究院建设成为国
家南繁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热带
农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热
带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孵化中心
和热带农林领域高水平的学术
交流中心。

同时，海南大学将南繁研究
院的建设纳入学校一流学科建
设进行统一规划布局，并作为创
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举措，在
政策举措、资源分配等方面给予
重点支持，努力把作物学及热带
农业学科群建设成为一流学科。

“3-5 年后，崖州湾科技城
南繁事业将成为聚集世界一流
种业专家学者的制高点平台。”
罗杰表示,南繁研究院将同入驻
崖州湾科技城其他科研力量一

起，将三亚南繁事业做成世界一
流的平台聚集地、世界一流的人
才聚集地、世界种业贸易中心之
一等等，使之成为种业科技进
步、突破“卡脖子”技术、经济社
会发展的高质量增长新引擎。

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
了三亚天然大温室。每年的 9
月至来年5月，是三亚南繁育种
最活跃时期。据统计，来自全国
26个省市地区340多家单位的
5000 多名专家聚集三亚，像绣

花一样孜孜不倦地进行南繁科
研。南繁研究院的成立，也将进
一步提升三亚南繁科技服务水
平和能力。

“南繁研究院在为‘南繁硅
谷’育种专家提供高效便捷的集
中供给的‘一站式’服务和‘一揽
子’解决方案的实践中，切实推
动‘南繁硅谷’建设，服务热带高
效农业发展，也为国家种业安全
和粮食安全提供科技、人才、智
库支撑。”罗杰表示。

2 月 22 日，三亚南繁种业科技众创中心现代化外立面形象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工程。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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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种子”落籽三亚
孕育世界一流“南繁硅谷”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罗杰专访
本报记者 王昊

去年海南出口水海产品
16.8万吨
同比增长7.2%

本报讯（记者 王昊 通讯员 王婷 王昱棋）新春
伊始，海口港口岸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一辆辆装载着罗非鱼制品、冻墨鱼及鱿鱼、冻对虾
等多种水海产品的货车正有序装船，发往海外市
场。据海口海关统计，2020年海南省出口水海产品
16.8万吨，同比增长7.2%，出口至美国、墨西哥等64
个国家和地区，交出了一份颇为亮眼的成绩单。

记者了解到，为支持我省水海产品产业发展，
克服疫情影响，海口海关打出系列“组合拳”，开辟
水海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加班、

“线上＋线下”全天候通关服务，指导企业用好“提
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捷快速通关模式，大幅压
缩水海产品出口通关时间。同时，实施“源头把控、
风险评定、过程监控”监管模式，提高水海产品企业
质量安全意识，有效形成源头监管和质量追溯链
条。此外，海关充分发挥原产地签证作用，大力推
广无纸化申报、自助打印、智能审核等多项便企措
施，实现原产地“秒速”签证，助力海南企业闯荡海
外。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新形势，在统筹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和促外贸稳增长
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支持水海
产品出口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稳步提升出
口竞争力，为推动海南外贸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美国和日本两大股市再现剧烈波
动。美股 25日深度下挫，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遭遇去年10月底以来最大单日
跌幅。东京股市日经股指26日收盘大
跌超 1200点，创 2016年 6月以来最大
单日下跌点数。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呈
现普涨态势，但近期波动明显加剧。
分析人士警告，在全球超宽松货币政
策引发流动性泛滥背景下，这些市场
至少局部范围已存在泡沫，容易在短
期内暴涨或暴跌，从而引发金融风险。

“大宽松”推升资产价格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金融及大宗
商品市场呈现普涨态势。股市方面，

美股三大股指屡创新高，欧股2月以来
普遍走高，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一度时
隔 30 年重上 30000 点。大宗商品方
面，国际油价站上每桶 60 美元，纽约
和布伦特油价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均超
25%。比特币更是疯狂，一度突破
58000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普涨背后的
共同诱因在于，全球超宽松货币政策
导致流动性泛滥，以及在新冠疫苗接
种顺利推进、各国推出经济刺激政策
情况下，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增
强。

为应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纷纷开闸放水。
一方面，美欧日等利率水平降至零利
率乃至负利率；另一方面，央行通过扩

张资产负债表向经济注入大量流动
性。

日本大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岩下
真理指出，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
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过剩货币大量
涌向风险资产，推动风险资产价格持
续攀升。

与此同时，疫苗接种顺利推进以
及经济刺激政策持续发力，导致市场
对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增强。近期，多
国开始大范围接种疫苗，全球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数呈现下降趋势。此外，
美国 1.9 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有望
落地，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也计划扩
大财政支持，令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
预期增强。

除上述共性外，不同资产上涨也有

不同逻辑。例如，油价上涨存在基本面
的支撑。一方面，疫苗接种和经济复苏
预期提振原油需求；另一方面，欧佩克
减产和极寒天气冲击美国油气生产导
致供应趋紧。此外，石油等大宗商品多
以美元计价，与去年初相比，美元大幅
贬值，也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强波动”敲响风险警钟

因疫情冲击而陷入深度衰退后，
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步伐
缓慢而不均衡。分析人士警告，资产
价格上涨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复苏，部
分金融市场走势已背离实体经济，市
场局部或已存在泡沫，存在隐忧和风
险。

近期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已敲响警
钟。美股在 25日大跌之前，已几度盘
中深幅下探，在美联储高层喊话“护
盘”后才得以扭转跌势。10 年期美国
国债收益率 25日盘中触及一年高位，
10年期德国国债收益率也升至去年 3
月以来最高。比特币市场波动更为剧
烈，多个交易日盘中跌幅超10%。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
人瑞·达利欧日前发文警告，虽然美股
整体目前还难言泡沫，但是“新兴科技
股票”现已进入“极端泡沫区间”。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发表社论
说，日经股指上涨没有反映日本经济
的实际情况，与经济动向相背离的泡
沫行情令人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此前市场大幅上

涨主要基于对全球疫情缓解、经济持
续复苏、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等的
乐观预期，一旦预期没有兑现，市场可
能出现剧烈震荡。特别是随着经济复
苏，一些主要经济体或将启动货币政
策正常化，从而触发流动性拐点，这将
给金融市场带来显著影响。

瑞穗证券高级分析师三浦丰表
示，全球性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收缩，
股市势必回落。

美国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宏观策略
师古尔普里特·吉尔认为，美国科技股
近日出现明显回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通胀预期上升，市场预测货币政策
正常化时间将提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宽松潮引发
的低融资成本和“资产荒”，可能刺激
热钱流入新兴市场，推高这些市场资
产价格。而一旦因为某些原因（如美
欧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等）热钱短时
间快速流出，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剧烈
波动。 （新华）

全球货币“大宽松”下的市场“强波动”
新华社记者 杜静

国际观察·财经

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院长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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