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 通讯员钟礼元）丝
巾、领带、首饰……记者昨天从首届海
南国际旅游岛三角梅花展组委会获
悉，花展开幕式上以三角梅为主题结
合海南本地特色设计的系列文创旅游
商品将首次亮相，推动海南文创旅游
商品产业的发展。

不同于传统的以科普和园艺为目
的的花卉展览，此次花展将是一次打
造省花品牌的旅游盛会，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省花三角梅在
品牌价值的开发上尚存在不少空白，

尤其是缺乏体现其文化价值的旅游商
品，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组委会特别邀
请了国际专业设计团队为三角梅花展
开发定制一系列的文化旅游商品。

三角梅的品格代表热情，坚忍不
拔，顽强奋进的精神，这是海南人民共
有的精神，是三角梅作为海南省花所
赋予的深远意义，设计团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种精神也是此次开发三角
梅文创旅游商品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的
一个设计理念。

据介绍，设计团队将三角梅的品
格精神作为主体思路并进一步拓宽，

先期已经设计出了丝巾和领带等几
款产品。这些产品的特色体现在用
艺术化的方式重构三角梅元素，既保
留三角梅的独特美感，又在色调及花
纹应用上体现简洁、热情、稳重等风
格，既有小碎花的温馨典雅，又有斜
花纹排列的经典设计，亦有写意渲染
的艺术风尚。所有丝巾和领带均采
用百分之百真丝并以最新工艺制作，
有多种规格多种样式的男女款式。
目前，先期设计出来的几款产品正在
紧张制作当中，将在花展开幕式上首
次亮相。

据设计团队相关负责人透露，接
下来团队还将继续设计开发笔记本、
茶杯、首饰等多种以三角梅为主题的
文创旅游商品。

另据了解，组委会还将委托花展
策划方之一的海南岛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开设三角梅文创旅游商品实体
店，专门进行三角梅文化衍生产品的
展示销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角梅产业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希望
全社会都能献计献策培育和推动产业
的健康发展，让省花开放得更加绚丽
多彩。

丝巾、领带、首饰……

三角梅展，文化旅游商品来添彩

精心布置
三角梅展

1月23日，首
届国际旅游岛三
角梅花展临近，在
海南（海口）青少
年活动中心，工人
在摆放三角梅，进
行三角梅花展最
后的布展工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三角梅角梅幸福美丽海口·聚焦首届 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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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罗孝
平）1月23日晚，海口很冷，但海职院大
礼堂内却温暖如春。当晚，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承办，中国电信
海南公司冠名的中国电信天翼4G+特
约之2016“海南宝宝”网络春晚在海职
院大礼堂精彩上演，有孩子们的精彩表
演，有爱心企业的积极捐赠，整个晚会
既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传递了满满的
正能量。

“回首过去，我们成长了好多，面对
未来我们做好了准备……”23日晚8时，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童声合唱拉开了
2016“海南宝宝”网络春晚的序幕，孩子
们的劲歌热舞让现场彻底嗨了起来。

“这个乐队不错啊，架子鼓、吉他、电
子琴……各式各样的乐器都有，孩子们
真是多才多艺。”现场观众张先生热情为
孩子们的表演点赞，对孩子们的才艺赞
不绝口。

据了解，当晚共有12个节目登上舞
台，涉及古筝演奏、拉丁舞，小品、街舞、
独唱等表演形式，其中《别找我麻烦》《街
舞》《环保T台秀》等节目掀起了一个又
一个高潮。

现场更温暖人心的是爱心企业的公
益行动。“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让我感
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因孙子脑瘫获得爱
心企业捐赠的符阿婆一再向热心人表示
感谢。

据了解，此次“公益暖春行”由中国
电信海南公司、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
司三家爱心企业组成，分别向患脑瘫的
小珂、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安和患地中
海贫血的7个月男婴小锋（化名）捐助了
5000元现金和价值1万元的奶粉。

此外，现场还公布了12位2016年海
南年历宝宝，他们不仅获得印有自己照片
的台历，还获得了价值3888元的大礼包。

2016“海南宝宝”网络春晚海口上演

“海南宝宝”才艺惊人爱心喜人

本报文城1月24日电（见习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黄兹志）今日上午9时，
随着挖掘机轰隆的作业声响起，文昌中
学“校中村”拆迁工作正式开始，这标志
着困扰文昌中学及至文昌教育事业发
展的几十年难以推进的“老大难”问题
就此解决。

据文昌中学校长潘正怀介绍，由于
历史原因，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现在的“校中村”，该村落占地面积
约 2.9 亩，共住有 12 户人家总计 105
人。潘正怀说，长期以来，“校中村”的

存在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及学生学习带
来了严重干扰，学校及社会各界多年前
就一直强烈要求搬迁“校中村”，近几
届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也多方
寻求解决搬迁“校中村”的方法和措施，
但由于村民故土难离和担忧今后就业、
生活等因素，几十年来该问题一直无法
得到妥善解决。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文昌中学的办
学环境，还文昌百年名校一个更为靓丽
的校园。自去年起，文昌市委、市政府
加大对文昌中学“校中村”问题的重视

和推进力度，把这件事当做“九大环境”
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各个职能部门高
度配合，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解释和
服务工作，村民逐渐理解和支持，拆迁
工作渐破坚冰。

针对村民最担忧的拆迁后安置
和就业等问题，文昌市市委、市政府
充分给予了考虑。目前已按照国家
相关条例下发相应赔偿款；考虑到
村民的思土情节和就业问题，不仅为
村民安排了临时廉租房，还在学校
附近繁华街区规划了一片空地供村

民日后盖房生活、就业，切实解决后
顾之忧。

文昌市副市长郑有雷表示，文昌
中学“校中村”多年遗留问题此次得以
解决，是因该市解决村民的生活和就
业等后顾之忧，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对
症下药。文昌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便民宜居的市政环境和文明友善
的人文环境等九大环境后，社会事业
发展各项等正在进一步发生质变，多
年未能解决的各项难题频频得到解
决，“破冰”现象频现。

九大环境建设助力解决百年名校数十年“老大难”问题

文昌中学“校中村”拆迁工作“破冰”

本报讯（记者郭景水）近日，海南省
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成立。根据章程，
俱乐部将开展各类读书、演讲、征文比
赛，组织有关培训、举行读书联谊，举办
爱心活动及公益讲堂。

据了解，俱乐部设理事会，其成员为
25人（可根据发展情况增加，人数为单
数）。理事会是该俱乐部的决策机构，理
事由举办者（包括出资者）、职工代表（由
全体职工推举产生）及有关单位（业务主
管单位）、学校、出版文化教育单位推选
产生。理事每届任期4年，任期届满，连
选可以连任。俱乐部负责人表示，俱乐
部成立之后，将推动提高海南的全民阅
读量。

海南省求是全民
阅读俱乐部成立

本报重庆1月24日电（特派记者王勇）23日，
重庆主城下了20年来的第一场雪，24日早上，重
庆气温跌破0℃。即便如此，在重庆南坪万达广
场举行的2016临高城市品牌暨旅游地产（重庆）
推介展示会仍迎来一拨又一拨的市民进入展馆参
观，热度不减。

“我有个朋友在临高那里买房了，我也想买，刚
好临高在这里举行房展，机会难得，虽然天气冷，但
我还是要过来看看。”家住沙坪坝的陈大爷说。

很多重庆市民跟陈大爷一样有在海南买房的
意愿，此次临高组团不远千里来到山城推介，市民
们当然不愿放过在家门口了解临高楼市的机会。
因此，在展示会举办的3天时间里，来展馆参观的
市民络绎不绝。

临高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罗国彪
介绍，这是临高县政府首次组团赴岛外进行农
业、旅游和房地产三大块推介活动，为此，早在
去年10月份，该局就开始着手筹备工作，先后
三次组织了临高当地19家房地产企业召开协
调会，听取各企业对推介选址的意见，根据企业
的建议，对推介会的方案进行修改。根据各企
业上报及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以来重庆籍购
房对象在临高县购置商品房共计1730套，金额
5.5亿元，面积10.67万平方米，在临高县购房对
象分布比例排名第一。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将
本次的推介活动安排在重庆，同时综合考虑重
庆主城位置、人流量等因素，将推介会的举办地
点设在南坪万达广场。

罗国彪说，为确保活动取得效果，在展会开始
前几天，该局又召集参展企业开会，对推介会的各
项工作进行具体布置。

为了在重庆打响临高“南国渔乡”、“金色港湾”、
“绿色田园”这三大名片，在展会筹备期间，临高县精
心制作了宣传画册，介绍临高的农业、海产品、美食
以及人偶戏、哩哩美等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精心的准备工作，加上在展会开始之前及举
办期间，主办方邀请了重庆日报、重庆商报、重庆
晨报、重庆晚报、重庆时报、重庆电视台、新华网、
中新社、人民网、新浪网、华龙网、大渝网、房掌
柜、搜房网、赢商网等媒体报道，并在其所属新媒
体平台进行推送，让临高城市品牌（重庆）推介展
示会在当地家喻户晓。因此，3天的推介活动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据主办方统计，在22日开幕
式当天，一共有1860组客户来访，意向成交有
216组；23日受雨雪天气影响，仍有820组客户
来访，意向成交99组；24日是周日，又是展示会
活动最后一天，来访的客户一共有4666组，达成
成交意向的客户有320组。可以说，渔歌“哩哩
美”唱响了山城。

本报金江1月24日电（记者孙慧）
记者今天从省水务厅和澄迈县政府获
悉，针对1月23日央视媒体曝光的南渡
江澄迈段非法采砂问题，省水务厅紧急
成立蹲点调查小组前往澄迈开展调查，
澄迈县政府今天也紧急勒令全县采砂
场停止作业，要全面整治采砂场违规作

业和取缔非法采砂船只。
今天上午，省水务厅召开专题会议

对此次整治行动开展部署，会后由水务
厅厅长王强率领多个部门联合成立蹲
点调查小组前往澄迈开展调查，要求县
内所有采砂场暂时停业整顿，整顿期间
一旦发现有采砂场有采砂或运输河砂

交易，一律进行处罚并扣留运输车辆，
并要在各乡、村道路设立水泥墩，拦截
非法采砂车辆运输。

今天下午，调查小组前往采砂场进
行查巡，发现大部分采砂场已经停止作
业，在博罗村附近一非法采砂场调查组
当场拦截了一辆运砂车，并按照相关规

定对车辆进行扣留。
停业整顿期间，省水务厅和澄迈县政府

联合成立整治队伍，将一一排查县内采砂点
和采砂场，一旦发现非法采砂船只立即取
缔，合法采砂场也要进行重新规划，确定采
砂作业区域、采砂量以及各运砂车辆的运
输标准，经过审核合格后才能继续作业。

同时，澄迈县政府要求县督查室要
对联合执法整顿工作进行督查，督促水
务、交通等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河道采
砂管理规定》进行调查和整治。对于破
坏南渡江两岸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河道
的违法采砂船只要当场进行取缔并销
毁，并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责任。

快速回应媒体曝光，重拳整治南渡江澄迈段非法采砂

澄迈紧急勒令全县采砂场停止作业

本报讯 1月 22日下午，海南省建
筑幕墙行业协会成立大会在海口新国宾
馆举行。

我省建筑幕墙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
位53家，分别代表幕墙门窗生产施工和
上下游关联企业。全国行业排名前三的
沈阳远大、武汉凌云、浙江中南幕墙在海
南的分公司均加入协会。协会选举海南
三合泰幕墙装饰有限公司李万春董事长
担任会长。该协会的成立有益于促进行
业加强合作交流、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
步、提高管理水平。 （小舟）

海南省建筑幕墙
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张中
宝）今天记者从海南省塑料行业协会换
届选举大会上获悉，尽管去年以来众多
企业发展步履维艰，然而，受益于海口

“双创”活动增加的供排水工程，以及各
市县市政工程、环岛高铁工程、高效农业
规模发展等方面对塑料制品的需求增
加，我省塑料行业发展势头抢眼，去年产
值达23亿元，同比增长9.5%，部分企业
利润率增长超过6%。

据介绍，我省各类塑料制品企业近
300家，包括各类管材管件、食品药品、
果蔬、饲料及工业类包装、农业棚膜地膜
等膜袋类、各类注塑用品、生活用塑料制
品等。其中，海南兴伟塑胶科技有限公
司、海南宝秀节水灌溉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海口民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企业
凭借专利技术与生产实力，产品远销云
南、广东、广西、缅甸、越南等地。

新当选的海南省塑料行业协会会长
王展伟说，我省塑料企业主要集中于农
业、包装、市政、建筑等领域的塑料制品
加工，面对今年更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协
会将尝试整合行业优势资源，筹建海南
省塑料行业协会企业发展专项公益资
金，帮助企业解决临时周转困难，并在适
当的时机，推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引进
先进技术与设备，生产优质产品，同时与
高校联合研发，并培养塑料行业管理经
营人才，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我省塑料产业
实现逆势增长
去年产值同比增长9.5%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见习记者丁平 通讯
员杨光）当前，我省正全面推进海南新一轮农垦改
革，如何在改革中汇聚发展的正能量？1月22日
上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召开了迎新春劳
模座谈会，让劳模精神在农垦改革发展的进程中
看得见、摸得着。

来自垦区的20名全国劳模和省劳模代表参
加座谈。参会的劳模代表纷纷倡议，要立足本职，
爱岗敬业，忘我奉献，争创一流，争当新一轮农垦
改革发展的促进派，把海南农垦打造成国有农业
经济的“王牌军”，成为海南经济新的增长极和国
家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区。

本次座谈会是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2016年
劳模系列活动之一。据悉，目前，海南农垦系统在
册劳模共347人。其中，原农垦总局在册劳模300
人，含全国劳模13人、省级劳模103人、农垦部级
劳模184人；原农垦集团在册劳模46人，含全国劳
模9人、省级劳模27人、农垦部级劳模10人。

省农垦系统召开
迎新春劳模座谈会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见习记者操
文）1月24日，台湾养生专家刘星宏老师
在海南大学举办《台湾自然养生公益讲
座》，传授健康知识，传达自然养生理念。

讲座过程中，刘星宏为大家传授了
断食、赤脚大步走、拍打、调心等养生理
念，并与观众开展互动。刘星宏认为，完
美人生的三大标准是健康、财富、自由，
而身体的健康却是一切的起点。

此次讲座由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主
办。据了解，刘星宏被称为绿豆老师，赤
脚先（想健康，先赤脚之意），台湾养生达
人，赤脚先自然寮堂创办人，专研自愈疗
法20余年，以断食、赤脚、拉筋、拍打、调
心等自然疗法，“行脚”于两岸各地公益
宣讲，帮助了无数人重拾健康人生。

省青联举办
健康讲座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陈怡）由海航国
际广场联袂世界酒店巨头希尔顿共同推出的海
口希尔顿酒店将于今年三月开业，该酒店位于滨
海大道与世贸东路交汇处，并以249米的海南省
第一高度，拥揽海口湾第一海景，坐享“云端酒
店”美称。

海口希尔顿酒店拥有406间各具特色的豪华
客房，分布在36层至52层的大楼垂直空间内，实
现云上生活一步直达。房间设计秉承品牌现代奢
华的理念，呈现出高贵典雅及现代时尚的风格。
位于酒店顶层第57层的行政酒廊是为入住行政
楼层的宾客打造的专属高端空间，可全方位体验

“全城美景，皆于眼下”的非凡感受。
餐饮美食是海口希尔顿酒店的一道重头戏，3

间餐厅荟萃风格迥异的各式美食，经典粤菜、海南
特色、悠闲下午茶、精美扒类、世界美酒等，可提供
丰富的餐饮选择。

海南第一高楼
将于3月开业

“海南宝宝”晚会现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临高城市品牌暨旅游地产（重庆）
推介会落幕

活动三天达成
635套成交意向

临高城市品牌暨旅游地产推介会吸引了大量
重庆市民前来参展。 本报特派记者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