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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畅

临近端午节，要尝海南名粽，何须
跑遍琼岛？记者今日获悉，2017年海
南省名粽展销会即将于5月20日—5
月22日在海口名门广场盛大启幕。

本届海南名粽展销会将以“美食名
粽、品味海南”为主题，在展销会现场，
市民游客可以品尝到海南儋州、琼海、
万宁、澄迈、定安等地的特色粽。海南
多家名粽企业、特色食材及美食产品企
业将拿出“代表作”与大家如期而遇。

据了解，本届展销会由海南省商
务厅支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各市县商务局共同协办。

端午佳节文化气息浓郁

海南东西部名粽各具特色，琼海

大路粽、儋州洛基粽、万宁和乐粽、
定安粽、澄迈瑞溪粽……原料各有
千秋，做法各有绝招。本届展销会
以凸显各市县粽子文化特色元素为
主，体现海南名粽的品牌和区别，全
面展现和宣传我省端午传统民族文
化和美食特色文化，进一步挖掘和
提升传统文化和粽子文化的底蕴和
品味。

巨型龙舟、屈原人像、香囊、艾蒿
……充满端午节庆气息的现场装饰
布置，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传统文化
味儿。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名粽展
销会组委会根据海南名粽的地方特
色设计出卡通人偶造型，广受好评。
本届展销会期间，将制作出这一卡通
形象的衍生产品，让海南名粽以更加
立体、生动、可爱的形象传播各地。

六大互动活动玩转展销会

据介绍，本届海南名粽展销会十
分重视互动感，将举办挂艾草、赠香
囊等6大互动体验式的趣味活动，为
现场点缀更多的欢声笑语。

“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
千邪”。相传，端午节在门口挂上一
两束艾草、菖蒲，就像贴上一道灵符，
可以趋利避害。活动当天，现场将设
置一面传统门窗外型的喷绘背景墙，
参展者可将艾草和菖蒲挂上，表达端
午祈福之意。

古人佩戴香囊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先秦时代。香囊通常用五色丝线
缠成，或用碎布缝成，内装雄黄、艾草
等香料，佩在胸前可辟邪祛瘟。此次
展销会现场，参展者可将心愿写在纸
上，放入香囊，挂在树上，用以表达对

美好生活的希冀。
本次展销会期间，组委会联合省

教育厅面向全省高校进行海南粽子
创意制作大赛，将在现场展出由大学
生设计制作的创意粽子，助力海南粽
子品牌创新发展。

活动当天，现场还将组织孩子同
诵端午童谣《五月初五是端午》，向
年青一代传递中国传统佳节的意
义。同时，还将举办盛大的名粽宴，
面向广大市民，邀请南北方各地粽
子前来参展，让“甜党”“咸党”都能
一饱口福。

吃海南粽子，品海南味道，听海
南声音。展销活动期间还将安排大
型特色节目表演，邀请海南本土知名
音乐人、地方特色节目、专业乐队前
来，共同打造一场精彩纷呈的端午视
听盛宴。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本报屯城5月18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邓积钊）今天下午，记者
从2017年第八届海南（屯昌）农民
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本届农博会将于5月
19日至21日在海南屯昌盛大开幕。

据了解，今年农博会以“循环、
标准、农业+”为主题，以“生态循环
农业”为主线，通过“农业+”的方式
深挖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的新内容、
新产品，打造全新农博品牌。

本届农博会总布展面积达到4万

平方米，其中展示区展馆4个、展销区
展馆4个，增设服务区一个，另设美食
一条街展区，共有展台展位1000多
个。截至5月17日，参展企业除了我
省各市县农业企业，还有来自国内16
个省、区、市（包括台湾地区）以及越
南、泰国、肯尼亚、法国等12个国家和
地区的企业，共800多家。

据悉，此次参展品包括省内各
市县传统展销的农副产品、农业加
工品、农业生产资料等。例如，荔
枝、芒果、根雕、盆景等地方特色农

产品，屯昌黑猪等畜牧特产展品，罗
非鱼等水产品。还有省外的多种特
产，比如东北的人参、鹿茸、灵芝等
名贵药材，以及五谷杂粮、木耳、山
野菜等特色农产品。

除此之外，还有国际农产品展
销馆和中国台湾农产品展销馆，展
示各自的特色（林、牧、渔）产品、先
进农机具、现代农业设备等产品。
其中，国际农产品展销馆有境外24
家企业展销世界各地名、优、特、新
农产品等300多种。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陈颖）记者从今天下午
召开的2017年中国海南（屯昌）农民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获悉，全国供销社
系统展销馆中，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
精心组织了全国15个省（区、直辖
市）供销社系统的151家企业参展，
1700余种展品成为关注焦点。

据介绍，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
作为最早发起人和主办单位之一，
在历届屯昌农博会上都发挥了重要
作用。本届农博会上，全国供销社
系统展销馆面积2080平方米，共设
132个展位，分为全国供销社系统展
区、海南省各市县供销社展区、海南
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会员单

位展区、海南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展区。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于4月
中旬就发函邀请全国供销社系统单
位组团参会参展，开始筹备布展、接
待和宣传工作。

此外，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在
本届屯昌农博会全国供销社系统展
销馆设置了“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
改革进行时”“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成效成果”和“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经验”等宣传版面，大力宣传全国供
销社系统通过综合改革取得的初步
成就，增强供销社系统深化综合改
革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党委委
员、理事会副主任林莹说，海南省供

销合作联社借助屯昌农博会平台，充
分发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整体优
势，加强海南与岛内外供销合作社系
统企业的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促进产销对接，树立品牌，提升形象，
加快构建海南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
络，打造海南供销社系统特色农业品
牌，进一步拓宽海南农产品在省内外
市场的流通渠道，帮助促进我省热带
特色农业更快更好发展。

另据悉，5月20日是世界蜜蜂
日，本次屯昌农博会期间，海南省供
销合作联社牵头组建的海南省蜂产
品流通协会将联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举办蜜蜂养殖专题宣传活动，
为广大蜜蜂养殖户传经送宝。

瑞典海浪发电公司将
落户海口高新区
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王
媛）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悉，瑞典海浪发电公
司将落户高新区，并在海口投资建设研发中心、生
产基地，利用规模化海浪能量的可再生能源转换，
大力开发海洋发电装备制造产业。

据介绍，瑞典海浪发电公司对海南得天独厚
的区位环境优势、海洋资源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
以及国际旅游岛独特的政策支持表示出极大的兴
趣，决定在海口投资建设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利
用规模化海浪能量的可再生能源转换技术，大力
开发海洋发电装备制造产业，生产包括浮标、海底
线性发电机、电气系统（变电站）、控制和监控等在
内的一系列产品，创新清洁能源技术平台，助力海
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展的重要枢纽地带，区位
优势得天独厚。从能源需求来看，东南亚国家对
电力需求旺盛，由于地域上近在咫尺，中国与东南
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显得更为便捷。此次瑞典
海浪发电公司项目来海口对接，符合海南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实际，海口将扛起“一带一路”合作共
赢发展的责任担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严守生态
红线，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同时，建立对接模
式，探索合资模式，积极推进后续工作。

第八届海南（屯昌）农博会今开展
8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15省供销社将携千余种产品亮相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尤梦
瑜）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上
午，筹备已久的省博物馆二期展览正
式向公众开放，以三大基本陈列展展
示海南深厚的自然历史文化底蕴。

省博物馆二期工程是我省一重点
惠民公共文化配套设施，该项目于
2012年动工兴建，2017年4月完成馆
内展陈设计。二期项目总建筑面积超

过2万平方米，展陈面积为6630平方
米。据悉，这也是我省博物馆开馆九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陈，博物馆借
此次机会重新整合一、二期文物资
源，规划设计。

省博物馆二期以明代丘濬所作
的《南溟奇甸赋》为主线，取“南溟奇
甸”为展览大主题，包括了“南溟泛
舸”“方外封疆”“仙凡之间”三大基本

陈列展以及另外两大专题陈列展和
非遗“四个一”等展览内容，据悉，两
大专题陈列展及非遗展览将于年底
开幕。

基本陈列展览通过文物展陈、数
字视频、场景再现等多种方式讲述海
南故事，共展出文物1200余件。“南溟
泛舸”为南海海洋文明陈列；“方外封
疆”为海南历史陈列；“仙凡之间”为

海南风情陈列。
在科普教育方面，馆内除了设置

了全透明文物修复实验室外，未来，
省博物馆还将根据展陈内容等开展
丰富多彩的互动科教活动。

即日起，公众可免费前往省博物
馆进行参观，全新的二期展览区域与
原来的一期展馆相互连通。

副省长王路出席开幕仪式。

今年我省5.7万余名
考生参加高考
招生院校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25日举行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高春燕）记者今天从省考试局获悉，今年高考
将于6月7日至6月9日举行，全省共设置37个
考点、1968个考场，初步统计有5.7万余名考生
报名参考，比去年减少2700余人。

为了确保考试公平公正，今年省考试局对考
务工作做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和调整。比如，首次
明确视频监考员职责不得擅自调整监控范围；要
求考场内除必备物品、文字外，不得留有其他任何
可能影响考试的物品和字迹；要求所有参与试卷
整理的人员在离开时必须接受必要的检查，确保
没有将涉密材料带出试卷整理场所等，最大程度
确保考试安全。

省考试局特别提醒，2017第五届海南普通
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于6月 25日在海南国
际会议会展中心（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58
号）举办，届时将会有来自全国的各招生院校
现场为考生介绍各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
学特色。

此外，近期，省考试局网站将会分批对考生申
请的不限报资格以及照顾加分资格进行公示，敬
请留意。

海南中学特长生
术科考试成绩公布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中
学2017年秋季初一、高一招生艺体特长生术科考
试成绩已经公布。考生可登录海南中学校园网
（www.haizhong.edu.cn）的“招生专栏”查阅。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海南中学将招收艺术
体育特长生90人，其中初一30人，高中60人。

省博物馆二期昨日开馆，即日起公众可前往省博免费参观

基本陈列展展出1200余件文物

琼岛名粽椰城相聚，各地吃货快来赴会

2017年海南名粽展销会明天启幕

三亚赴西安推介
高端旅游度假产品
携手古都拓展国际市场

本报西安5月18日电（记者黄
媛艳）今天，2017年三亚高端旅游度
假产品推介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近百家旅行商和三亚涉旅机构齐聚一
堂，交流鹿城旅游发展新动向。

本次推介会以西安为支点，围绕
“精彩三亚、四季乐享”的主题，多角度、
全方位向西北市场的潜在客源和旅行
采购商推介三亚高端旅游度假产品，
以及会奖游、亲子游、婚庆游、乡村游
等特色旅游产品，旨在深入展现三亚
旅游细分市场特点，更加充分地挖掘
三亚夏季旅游市场潜力，吸引更多国
内游客选择独具魅力的“滨海假期”。

西安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国际游客接待量的增速全球名列前
茅。此次推介会，三亚深挖“一带一
路”沿线城市的合作潜力，不仅邀请了
西安众多的境内地接社，还特别邀请
了8家入境地接社，与西安合作共同
开发国际旅游市场，不断提升三亚国
际化水平。

三亚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赵宽透
露，三亚与西安之间的旅游产品特色
鲜明，互补性强。两地国际游客客源
结构呈“太极式”差异，即三亚俄罗斯
游客相对较多，欧美游客相对较少，
西安则刚好相反。两地合作潜力巨
大，完全可以依托各自地缘、资源和
客源优势，打造“古都游+滨海游”等
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两地产品体
系，共同提升中国旅游在国际旅游市
场的竞争力。

■■■■■ ■■■■■ ■■■■■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李言）5月的海口，阳光灿
烂，位于海口南海大道边的长影海南

“环球100”的工地热火朝天。目前，
主题乐园正在进行外立面装饰、绿化、
管道道路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后期
工作，年内有望掀开神秘面纱，与广大
市民游客见面。

走进“环球100”项目施工现场，
到处都是工人们忙碌的身影，机械设

备不停运作，无不展示着这里的开发
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组装、调
试、着色……近千名施工人员分工有
序、各司其职，一块块钢架正按照不同
的顺序进行组装。部分园区已可见五
彩斑斓的建筑成形。

瞄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长影
集团计划投入380亿元巨资，在海口
倾力打造超大型电影娱乐王国——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项目包

括：一大国际电影高峰论坛永久会
址；二大特许试点经营博彩；三大电
影主题公园；四大影视产业中心（国
际影视交流中心、交易中心、展示中
心和培训中心）；五大国际名人工作
室（国内外名导演、名编剧、名制片
人、名演员、名经纪人工作室）；六大
国际影视研发制作基地（国际乡村
电影创作基地、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基地、影视动漫创作基地、微电影创

作基地、影视新媒体研发基地、影视
外景拍摄基地）。

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总经理
赵宝利告诉记者，“目前该项目已与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美电影节
等签约，两节将落户在新园。项目
建成后不仅可以提升海口市的城市
品位，对海南可直接拉动社会就业5
万人以上，预计年拉动社会经济100
亿元以上。”

“游客进园后，晚上可欣赏、体
验世界独一无二的夜场节目及美
轮美奂的楼体灯光秀带来的无穷
魅力，白天体验世界顶级惊险刺激
的电影娱乐项目。”赵宝利介绍，国
内还没有真正实现“白+黑”全天
候、全天时运营的电影主题乐园，
长影海南“环球100”将成为海口新
的旅游拳头产品，有望改变海南旅
游格局。

时间：
2017年5月19日-21日
（共3天）

主会场：屯昌农博城

分会场：
屯昌农业公园猪哈哈农场
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
屯昌中部家居建材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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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来自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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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参展

长影海南“环球100”年内开业
主题乐园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

海南全域旅游在行动

关注中高考

邀您畅快“深呼吸”

海南旅游营销
走进山东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谢琛）为进一步打造“阳光
海南，度假天堂”品牌形象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拓展华东地区客源市场，借着
2017山东（济南）国际旅游交易会举
办的契机，今天，省旅游委以“请到海
南深呼吸”为主题在山东省济南市举
办专场推介会。

为了让山东的市民游客体验海南
畅快“深呼吸”的度假模式，此次推介
营销突出海南热带海岛、海洋生态以
及优良的人居环境，展现海南“日月同
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美景”的特色，
重点营销海南滨海度假、会奖旅游、婚
庆旅游、冬季避寒及养生宜居等重要
旅游产品。

据悉，2017山东（济南）国际旅游
交易会将于5月19日至21日在济南
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通过本次推
介，海南将进一步加强对华东客源市
场的挖掘。

海口新海中路地下管廊
主体结构开工
今年将开工8个地下管廊试点项目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钟
前煌）18日凌晨2时36分，新海中路管廊首段底
板顺利浇筑，本次浇筑底板为海口地下管廊2017
年项目的第一板，实际长度16.4米。这也标志着
新海中路管廊成为今年开工的海口地下管廊项目
中首个主体结构开工的项目。

今年，海口市先后开工建设了新海片区、椰海
大道片区及江东大道片区管廊，其中中铁四局四
公司海口管廊第一项目部承建的新海片区新海中
路管廊于2月14日率先打下第一桩。据了解，新
海中路地下管廊北起天翔路，东南接已规划未施
工的长椰路，总长1.3千米，采用单舱矩形断面。
管廊为支线型，容纳10kV电力、通信、给水、中水
管线，采用垂直支护明挖现浇法施工。

新海港片区共设计了4条地下综合管廊，分
别为新海中路管廊、长椰路管廊、新海南路管廊
及规划二路管廊，是目前海口管廊在建工程离大
海最近的项目，距离大海最近距离仅约100米。
由于海口地处低纬度热带北缘，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紫外线强，温度高，雨水多，台风多，地下水
位低，加上港口人车流量大，给施工带来了一系
列难度。

据了解，自去年6月起，海口第二批总长约
18.74公里的9个地下综合管廊项目陆续开工，包
括长滨路南延线、长秀大道（东段）、江东大道二
期、经一路（北段）、美安四横路、美安一纵路、海涛
东路、椰海大道（一期）、椰海大道（丘海大道—海
榆中线）。

今年海口将开工8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
目，总长度约17.66公里，包括盐灶路、八灶路、椰
海大道西延、椰海大道东延、金牛路、长椰路、新海
中路、江东二期西延等，论证成熟一条开工一条，
计划2018年6月前全部主体完工。

回看去年农博会

人流量 22.7 万
人 次 ，现 场 销 售 额
1765.32 万元，签订

订单128 宗，涉及金

额1.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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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农博会

三大
基本
陈列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