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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湾科技城围绕“一
核三平台”建设崖州湾科技
城知识产权特区。其中“一
核”主要是知识产权综合服
务和配套的重大基础设施，

“三平台”是生物育种创新
平台、特异种种质资源科研
平台和离岸隔离科研平台，
通过建立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鉴定、评价及确权交换中
心 、国 家 农 作 物 品 种 测 试
（三亚）中心、农业植物新品
种协审中心、种业知识产权
交易分中心、国家超级计算
中心等平台，推动分子检测

实验室等实验室落地，提升
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建设。

同时，崖州湾科技城聚
焦“南繁种业”“深海科技”
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高标
准打造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
特区。目前，科技城已获国
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建设
中国（三亚）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海南自贸港批复的首家保
护中心。待中心建成后，将
实现发明专利审查周期从
20 个月缩短至 3 个月，构建
专利快速审查、快速确权、

快 速 维 权 相 联 动 的“ 一 站
式”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海陆空”
优势产业提供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

目前，崖州湾已正式启
用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枢纽
港 ，是 集 知 识 产 权 公 共 服
务、数据监测、知产运营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知识产
权服务平台。

崖州湾科技城相关负责
人表示，崖州湾科技城鼓励
各科研院校科研创新，积极
推动成果转化，未来崖州湾

科技城需要发挥市场化管理
体系的优势，有效统筹顶尖
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
的研发、生产、销售力量，在
园区内搭建产、学、研、用一
体化发展、科研和转化有效
结合、园区内生产要素最大
程度共享的产业布局，构建
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
产学研联盟模式，向科技研
发、批量生产、市场销售、行
业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
方向发展，不断推出更多优
质 科 研 成 果 ，走 进 千 家 万
户，普惠大众。

三亚中国农科院国家南
繁研究院院长彭军透露，选
择在三亚进行交易，因为知
识产权特区建有先进的分子
检测实验室、植物新品种协
助审查中心、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鉴定评价与确权交换
中心，能够为新品种推广过
程中的确权维权等重要需求
提供全套解决方案。此外，
特区地处海南自由贸易港，
还拥有自贸港的一切优惠政
策，所有这些都让特区平台
更具有吸引力。

“科技成果如果没有知
识产权保护的保驾护航，必
然会被很多侵权事件侵蚀掉
合法权益。”彭军说，现在国
家对品种知识产权（植物新

品 种 权）非常重视，从政策
和法律层面做了很多工作，
为品种权的保护、新品种推
广营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本次交易中，我们从一开
始就给‘丹霞红’品种权成
果转化进行保护，引入相关
公司为‘丹霞红’品种推广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侵权事件
进行维权，确保成果成功转
化。”

“此次‘丹霞红’的成功
交易，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借鉴国际做法，探
索我国果树品种权成果转化
解决方案的新举措，为果树
品 种 权 转 化 探 索 了 可 行 路
径。 ”彭军说，合作双方将
以“丹霞红”梨品种权为抓

手，共同构建适度规模经营
模式下，多环节良性联动的
品种推广产业链，塑造育种
家、品种运营商、种植者、渠
道商和消费者多方利益共赢
的果树产业健康新业态。其
结 果 必 然 能 够 从 根 本 上 激
发、释放育种家的原始创新
活力和积极性，同时能够充
分调动产业链各环节其他参
与主体的积极性，从而为打
好果树种业翻身仗提供根本
保证。

赵玉林表示，海南是我
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得益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能力
建设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
护高地逐步形成，也为中国

农科院建设成果转化中心提
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环
境优势，推进我国农业科技

“走出去”。
“海南一定会成为我们

以后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大增
长点。”赵玉林称，中国农科
院将积极做出调整，优化成
果转化相关政策，学好用活
海南自贸港制度优势，加快
构建科企融合发展新机制，
立足海南，加快推进“研学
产”向“产学研”转变，打造
更多创新、创造、创业协同
发展的“三创”团队。同时，
完善转化平台体系，全力推
进国家南繁院建设成为全院
成果转化中心，推进农科品
牌落地海南。

■政策优：三亚交易平台定位高机制活

■新优势：构建“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新体系

■零突破：
“丹霞红”梨2200万成功交易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历经
20年培育，成功培育了“丹霞红”梨，在果树
种业方面取得了又一重要成果。

“丹霞红”梨品种是以“中梨 1 号”为母
本，“红香酥”为父本杂交培育的中熟红皮梨
新品种。平均单果重 260 克，果面 50%着红
色，肉质酥脆、汁多味美、甘甜爽口、丰产耐
贮，弥补了当前同类品种“好吃不好管、好管
不好吃”等不足，适合在华北、黄河故道及西
北广大梨区种植推广，市场前景广阔。

此次交易的品种受让方海南奔象梨业有
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
体化”的现代果业集团，由苗木生产、销售和
果品生产示范企业群组成。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育种材料惠益分享平台为本次交易提供了技
术支持。通过利用该实验室引进的“MNP分
子鉴定技术”，“丹霞红”梨品种获得了交易平
台提供的DNA身份信息第三方存证服务。

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赵玉林
介绍，中国农科院以科技成果为依托，结合海
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特区的政策优势，积
极推动中国农科院理论、技术与品种在海南
转化，打造全球种业成果转化中心。此次“丹
霞红”品种的转让，是我国果树品种权成果转
化的一次新探索。在“分子身份证”的保护
下，交易双方将以“丹霞红”梨品种权为抓手，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构建适度规模经营
模式下多环节良性联动的品种推广产业链，
积极塑造多方共赢的果树产业新业态。

“我们以入驻园区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为

依托，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积极

推动理论、技术与品种在海南就地转化，致力

于打造全球种业成果转化中心。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新品种‘丹霞红’梨品种权的成功交

易，园区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了零的突破。”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崖州湾科技城积极探索推进知识产权特区建设——

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新体系
护航“南繁硅谷”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符吉茂/文 李学仕/图

5 月 1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
式下文批复同意建设中国（三亚）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这是国家知
识产权局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批复
建设的首家保护中心，也是全国
第一家面向海洋和现代化产业开
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
保护中心；

5 月 3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三
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迎来首单
植物新品种权交易，中国农业科
学院选育的新品种“丹霞红”梨以
2200 万元在三亚率先实现成果转
化，实现了崖州湾科技城科技成果
转化零突破，也标志着三亚崖州湾
知识产权特区已开始发挥功能，将
有效推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和科
技成果转化；

……
当前，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

工作进入发展快车道，探索建设
知识产权特区，打造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助力农业科技的自主自
强，为我国果树种业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注入强大动力。

一季度

我国银行办理非现金支付
1065.59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
全国银行共办理非现金支付业务 873.46 亿笔，
金额 1065.59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8.48%和
20.65%。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一季度，我国银行
账户数量小幅增长，非现金支付业务量快速增
长，支付系统业务金额稳步增长，全国支付体
系运行总体平稳。

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共发
生银行卡交易 849.25 亿笔，金额 254.94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39.03%和 28.46%。一季度
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 19.64 万亿元，环比增长
3.59%。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移动支付业务量
保持增长态势。一季度，银行共处理电子支付
业务 610.18 亿笔，金额 710.08 万亿元。其中，
移动支付业务 326.17 亿笔，金额 130.14 万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44.94%和43.30%。

此外，一季度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
络支付业务 2206.25 亿笔，金额 86.47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54.06%和41.99%。 （新 华）

江苏国资基金32亿元
纾困苏宁

江苏国资纾困苏宁取得实质性进展。6月
2 日晚，苏宁易购（002024.SZ）发布公告称，苏
宁电器集团将以31.824亿元总价，将持有的5.2
亿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转让给江苏新新零售创新
基金（简称“新零售基金”）。

公告显示，新零售基金于今年 5月 28日成
立，注册资本为 35亿元，股东包括江苏省国信
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
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高投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这4家江苏省属国有企业。

此次转让完成后，新零售基金将持有苏宁
易购 5.59%的股份，苏宁电器集团持股比例将
从19.67%下降至14.08%。按照协议，苏宁易购
董事长张近东将在 2022 年 4月 1日前，回购出
让股份。

苏宁易购是苏宁电器集团旗下的主体上市
公司。去年以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零售业
遭遇重创，苏宁电器集团现金流承压。为应对
挑战，苏宁易购聚焦核心业务提升、盈利能力
提升、各项效率提升。根据苏宁易购今年一季
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4.68
亿 元 ，归 母 净 利 润 为 4.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2%，实现扭亏为盈。

去年 11月和今年 4月，苏宁易购旗下云网
万店和零售云业务分别完成 60 亿元、10 亿元
规模的A轮融资。

数据显示，目前苏宁电器集团已累计质
押 8.97 亿股苏宁易购股份，约占所持股份比
例的 49%。 （新 华）

日本宣布
确立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

日本经济产业省 4 日宣布，日本已完成对
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战略的研究
汇总工作，确立了以扩大国内生产能力为目标
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

根据这一战略，日本将加强与海外合作，联
合开发尖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并确保生产能力；
加快数字投资，强化尖端逻辑半导体设计和开
发；促进绿色创新；优化国内半导体产业布局，
加强产业韧性。

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当天在记者会上表
示，基于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失去的 30 年的反
省，以及国际社会新的地缘政治形势，日本政
府决定对半导体产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采取
超常规措施，将引进海外半导体企业到日本办
厂作为国家项目。

梶山弘志强调，半导体作为支撑数字社会
的基础至关重要，经产省将致力于将半导体数
字产业战略体现在今后的预算编制中。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所占份额一度超过
50%，但在激烈竞争中不断萎缩，近几年来已降
至 10%左右，且大多数本国企业仅能生产低端
产品。 （新 华）

前5个月

中国信保累计承保金额
超3000亿美元

今年前 5 个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加
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累计实现承保金额
314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0%；服务客户 13.9
万家，同比增长 16.3%，累计向客户支付赔款
5.3亿美元。

中国信保有关负责人介绍，前5个月，中国
信保支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
60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9%；支持小微企业
出口 423.9 亿美元，服务企业近 11.1 万家；支持
国内贸易2042.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2%；
支持企业融资 1089.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8%。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
立、支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的国有
政策性保险公司，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
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与国际收支平衡。 （新 华）

今年以来，一向以出口为主的
海南“海南鲷”(海 南 罗 非 鱼 早 已
改 名“ 海 南 鲷 ”)开足马力，面向全
国开拓市场。眼下，海南部分“海
南鲷”龙头企业在国内销售额同比
去 年 已 增 长 300% － 500% 。 截 至
2021 年 5 月，海南已有 8 家出口企业
产品获得“海南鲷”认证。

“三亚的‘海南鲷’产业比较薄
弱。”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会长彭国
兴表示，目前，海鲜依然是三亚美食
的“主菜”，海鲜菜品中，石斑鱼又
是很多食客的“最优选择”。

“海南鲷”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
贸易中赢得声誉，此番能否在三亚
的消费市场中谋得一隅？

“‘海南鲷’产业在海南水产出
口占主要比例，但是在三亚市场和内
销市场不被认识和了解，选择在三亚
做推荐，主要是因为三亚是国际旅游

城市，通过三亚推广，让三亚餐饮企业
了解海南鲷，向游客推荐海南鲷，扩大
海南鲷知名度。”近日，参加由海南省
商务厅主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外销
同线同标同质“海南鲷”三亚站推介会
的海南罗非鱼协会会长、海南翔泰渔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荣杰认为，

“海南鲷”产业进军三亚，是对三亚水
产品产业结构的一次调整，也可以让
更多的市民游客尝到更多的“海南好
味道”。

据介绍，海南省商务厅于 2020年
建立了“海南鲷”团体标准和认证体系
——与出口欧美市场同等标准的罗非
鱼产品才能认证为“海南鲷”，建立起
内外销“同线同标同质”——同样的池
塘饲养、在相同车间加工厂、达到相同

质量安全水平。海南省商务厅还制定
了《外贸出口企业转内销扶持方案》，
会同海口海关、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
省农业农村厅等部门重点支持海南出
口罗非鱼实现内销转型。

接下来，“海南鲷”产业将会对三
亚的商超、餐馆、酒店积极布局，拓展
线上电商、新零售渠道 ，在三亚推广
团餐，让优质“海南鲷”产品走进机
关、学校、部队食堂，让三亚市民游客
也能分享出口国外市场的水产品。

据悉，2020 年，海南省水产品出
口总量 16.8万吨达31.6亿元；出口“海
南鲷”产品14.5万吨，出口值22.5亿元，
占全省农产品出口总量的80%以上，出
口排名在全国沿海省区位居第二，是海
南省历年出口的第一大水产品。

“海南鲷”发力三亚市场
本报记者 杨洋 余菁菁 文/图

财经动态

崖州湾科技城。

“海南鲷”水产品展示。

Sy 自贸港观察

Sy 行业小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