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12月2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李冰 美编：杨薇A04 本省新闻 综合

海商风采 海南省委统战部 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
海南日报社联合举办

根植海南打造文化龙头企业

在庞大的海商群体里，刘文军的经
历称得上传奇：1988年上岛，做过记者，
搞过推销，开过小店，卖过光碟；1996年

开始创业，从广告传媒起家，逐步涉足
演艺经纪、电影院线、影视制作、文化地
产、金融投资……听他娓娓道来这些故
事，仿佛在阅读一部精彩的小说。

作为第一代闯海人，29年前那个

特别的夜晚，永远铭刻在了刘文军的
心中。那是1988年6月，22岁的刘文
军揣着兜里的175元“家底”，从贵州
老家来到海南岛。上岛的第一天，他
就在海口人民公园石板上睡了一宿。
椰影摇曳，月色中的海口很安静。躺
在石板上的刘文军思考着未来。

1996年，正值电视广告的黄金年
代，刘文军创办的中视广告很快在全
国电视媒体代理领域做得风生水起。
但不久，刘文军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营
利模式的局限性，再三思考之后，决定
向全案服务型公司转型。中视很快以
策略制胜，在海南市场赢得了口碑。

2002年1月，中视广告策划了“芭
蕾舞《红色娘子军》回故乡”的活动。这
是中视第一次与演艺经纪结缘，活动的
轰动效应，让刘文军看到海南人民对高
雅艺术的热切追求，并从中悟到了商
机。经过一番筹备，2003年7月，海南
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海南岛欢乐节、海南建省20周年
庆典、国家宝藏海南巡展、三亚国际玫
瑰节、全国第23届书博会、第23届中国
国际广告节……一路走来，省内外许多
重大活动都留下了中视的智慧和汗水。

如今的中视集团，已发展成为一
家以文化产业为核心，涉及广告、传
媒、文化、出版、地产、物业、投资等多
领域的集团公司，连续四年入选海南
百强企业名录，截至2016年12月，中

视集团累计上缴国家利税6.6亿元。

海南不是“文化沙漠”

“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经验，如果要
总结的话，可能就一句话：舍得花成
本、舍得花时间，以工匠精神做出精
品。”刘文军说。

十几年间，中视文化引进精品演
出300多场。在观众心目中，“中视出
品”俨然成为品质的保证。

刘文军给记者算过账，在海南承
接一台精品演出，交通成本、道具运输
和场地租金等综合成本比国内其他城
市高出50%以上，引进一场国家级院
团演出的综合成本动辄数十万元，但
有时候演出门票收入只有几千元。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著名舞蹈
家杨丽萍的舞蹈作品、喜剧表演艺术
家陈佩斯的话剧演出、中央电视台王
牌综艺节目《同一首歌》、国家京剧院
的名家名段……各类文艺精品经中视
引进，一次次来到海南，极大地丰富了
海南人民的文化生活。

“在我创业期间，总有一些声音，说
海南是‘文化沙漠’。中视的精品演出
能在海南找到对应市场，中视国际影城
海口国兴店、三亚店双双进入全国影院
票房50强行列，这些就足以证明，海南
不是‘文化沙漠’。在我看来，海南有着
活跃的文化市场，有许多文化资源可以
挖掘和传播。”刘文军说，“未来，创造性

引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自主打造
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演艺，把更多好戏
带给海南人民的初衷依然不改。”

坚守文化情怀

在刘文军眼里，文化是一门生意，
更是一种情怀。

20年间，刘文军和他的团队始终以
“传承优秀文化，构建精神家园”为宗旨。
让海南人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一流
的演出，看到全球同步的电影，是他的动
力源泉，也可以说是“执念”。

为此，刘文军和他的团队承办了
很多没有收益甚至亏钱的演出。率先
在本土布局电影院线，到海拔6000米
以上的西藏无人区拍摄电影……在刘
文军面前，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撞的
时候，“情怀”总是占据上风。

2016年，获知美国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准备拍卖一批馆藏中国瓷器的消
息后，刘文军成功拍下一只明代青花
梅瓶，并捐赠给琼海的文物收藏机构。

“中视诞生于海南、成长于海南，
回报海南、回报社会必须有所担当。”
刘文军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
来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致富思源，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慈善公益。

2004年以来，仅刘文军个人用于
扶贫、帮困、助教和赈灾的捐资超过
3000万元。（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

省工商联副主席、海南中视集团董事长刘文军：

用文化美好海南人民生活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何光兴 李梦人

“这是一个造梦的时
代，关键看你是否能抓住
机遇，并且靠着自己的勤
奋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
实。”面对记者的采访，海
南中视集团董事长刘文
军淡定从容，语速不紧不
慢。经他定稿的中视集
团企业歌中有这样两
句：“熙熙攘攘，潮来潮
往，坚守自己前进的方
向。多少欢笑，多少感
伤，只为心中不舍的梦
想。”这是中视集团的精
神，也是刘文军不忘初
心的内心写照。

人物名片：刘文军，1966年6月
生，贵州铜仁人，研究生学历，工商
管理硕士，海南中视集团董事长、创
始人、党总支书记，第八届海南省工
商联副主席。

本报海口12月26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 罗浩）小区建成了，入
住孩子没书读，买菜要跑几公里，配套
服务设施跟不上是市民买房最忧心的
问题之一。近日，我省正式出台《海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对
新建小区建设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
的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未履行承诺
建设配套设施的小区项目，不得办理
规划验收，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意见》提出，各市县在组织编制市
县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应当

完善水、电、路、气、光等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新区开发、旧城
改造、棚户区改造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社区服务、
商业服务、市政公用等公共服务设施。

《意见》规定，新建住宅小区项目
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土地出让条
件载入招拍挂交易文件，明确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产
权归属、产权移交方式，与主体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
付使用。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协议约
定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时序进行
建设，必须在新建住宅小区建设总量
完成80%前完成全部配套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

各市县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会对建
设单位擅自缩减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及规模、擅自调整配套公共服务设
施项目位置，或者不按照规定建设时
序进行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
管、依法处理。房产管理部门会协助
执法部门监督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
度，通过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措施，保

证建设资金的落实。建设单位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移交的不良行为会
进行记录和监管。

对于新建住宅小区项目不按要求
建设和移交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市
县规划部门不得办理规划验收，市县
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发放不动产权证
书。开发商在申请预售或现售时，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要在销售现
场公示，并要作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附件，还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明确约定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移
交等相关内容。

我省出台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意见

新建小区配套设施应与住宅同步交付使用

乐东举办盛大活动欢庆
自治县30周岁“生日”

本报抱由12月26日电（记者袁宇）今天上
午，乐东黎族自治县迎来了30周岁“生日”，乐东
54万名各族群众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庆生，2700
平方公里土地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当天上午，乐东县城抱由镇举办了盛大的庆
祝活动。来自中央民族歌舞团与乐东本土文艺团
体通过歌舞表演，艺术地再现了30年来的巨大成
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国家民委祝贺
团团长、国家民委办公厅副巡视员杨永发出席活
动。近万名群众和学生观看了演出。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分别给乐东发来贺电，
并派祝贺团前往祝贺。

乐东县委书记吴川祝表示，乐东将以自治县
成立30周年为新的起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省第七次党代会及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
会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努力创建省文明城市和省园林县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建设，谱写乐东各族
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三亚加派111名帮扶干部
助推育才脱贫攻坚

本报三亚12月26日电（记者孙婧）今天三亚
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分析当前工作，再抽调111
名帮扶干部，助推育才生态区脱贫攻坚，并明确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立足岁末年初、“两节”送温暖的
契机，抓好“两项制度”的衔接和“三保障”的落实，
对作风不严不实的干部，要严厉批评直至问责。

据悉，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向更严更实发展，
在原有基础上，三亚市委组织部再从22家市直机
关抽调了25名帮扶责任领导、86名帮扶责任人，
下派到育才生态区，助力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针对目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三亚
要求各级、各单位要对疑似错评、漏评的问题，尽
快核查整改，并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积极推进低
保、扶贫“两项制度”的衔接和教育、医疗、住房“三
保障”的落实工作，严防2014年以来的2255户
10022脱贫人口返贫，确保低保户和特困户的教
育、医疗保障全覆盖，确保危房改造按计划推进。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在会上表示，
三亚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立足岁末
年初、“两节”送温暖的契机，将更加扎实有效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以脱贫攻坚工作来检验干部作风
建设成果，对作风不严不实的领导干部，要严厉批
评直至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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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三带全覆盖”成效明显

今年50多岁的潘在旭有3个孩子，
老大在读大学，老二老三分别上高中和
小学。“3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至少要3万多元。家里年迈的父母常年
生病，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
家务农的夫妻俩根本没有能力支撑一家
人的开销，为了孩子读书，家里早就负债
累累，成了村里的贫困户。2016年，抱罗
镇政府将潘在旭一家列为精准扶贫户，
对他家实施“公司+农户”扶贫政策，主动
帮他联系上了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当年4月，潘在旭建起了4个
鸡舍，并从该公司领来了首批2万多只鸡
苗喂养，成为该村养鸡大户。

今年以来，文昌努力优化产业扶贫举
措，充分发挥椰子、文昌鸡、佛珠加工等具
有文昌特色产业的优势，通过“龙头企业+
贫困户，合作社+贫困户，致富带头人+贫
困户”等模式，实施“三带全覆盖”产业帮
扶措施，提高组织化程度和贫困户抗风险
能力。今年11月，翁田镇有270户贫困户
领到16.81万元产业扶贫分红，公坡镇有
73户领到82.1万元分红和部分本金返还，
东阁镇有104户领到59.36万元产业扶贫
分红和部分本金返还，基本实现了产业扶
贫10%-15%的效益。

不仅如此，文昌还坚持走“一旧三
新”产业扶贫道路。一是蓄力发展文昌
鸡、黑山羊、牛、瓜果蔬菜等传统种养业，
保留和发扬各镇优势产业特色。二是以

“椰林工程大行动”为契机，鼓励和帮助
贫困户发展椰子产业。三是抓住农产品
加工业的发展机遇，连带开发农业产业
与服务行业的融合潜力，发挥休闲农业
扶贫的强劲动力。四是以椰子加工和佛
珠加工两个产业作为重要突破口，抓住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机遇。

同时，文昌还壮大联结帮扶队伍。
今年文昌当地政府与企业、合作社和致
富能人完成联结的贫困户为 2062 户
8299 人，其中 2017 年脱贫贫困户为

1688户6877人。不仅如此，文昌当地还
有3家企业被省工商联确定参与“百企帮
百村”精准扶贫提质增效行动，共实施帮
扶项目46个，投入资金1150.31万元，受
帮扶村庄37个，受帮扶的贫困人数901
人。实现了特色支柱产业发展，贫困农
户收入增加，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此外，
文昌今年还在就业扶贫、旅游扶贫、科技
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下功夫，助力
该市扶贫工作。

夯实基础
推进“光电”项目建设

2017年，文昌当地电信基础运营企
业投资305万元，用于投资翁田镇西村、
冯坡镇凤尾村、公坡镇水北村3个脱贫攻
坚村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项目，截至10

月底已完成投资191万元，光纤网络已覆
盖各村委会及管辖内的11个自然村。

目前，文昌全市5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已全部建立起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并投
入运营，电商服务站平均月销售额为两
千元。不仅如此，当地政府和有关企业
还加强对全市17个镇村民的电商培训，
提高村民对电商的认知水平和使用率。
通过建设市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广泛发动企业入驻运营，加强与农村物
流配送公司协商，在5个贫困村增设服务
网点提高农村物流配送公司入驻数量，
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提高物流配送效
率。

与此同时，文昌还从财政资金中安
排140万元，用于公坡镇和冯坡镇的光
伏扶贫项目建设，工程首期实施35户，目
前已竣工35户均实现并网运行，预计使

这些贫困户户均年增加收入3000元。
据统计，今年以来文昌推进贫困村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9宗，其中竣工108
宗，在建1宗，项目总投资5638.3万元。
此外，文昌为做好扶贫攻坚工作，还通过
资金提进度、打牢脱贫攻坚基础、重拳整
治 扶 贫 领 域 失 职 渎 职 行 为 、提 高

“961017”热线办结效率、加强电视夜校
督查力度、加强老区基础设施投入、招纳
贫困户入护林队伍、积极构建大宣传格
局等措施，全面推进全市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

医疗保障
贫困户看病不发愁

2017年，文昌市先后制订了《文昌市
非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补助实施细则》和《文昌市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产业扶持
实施方案》，为该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低保和特困家庭在校学生资助提供了制
度保障。据统计，2017年，文昌市共拨付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生活补助共
1037.6675万元，资助学生7760人；共发
放农村低保户和特困供养学生生活补助
209.2万元，资助学生1464人。在推行
新举措的同时，文昌还大力加大宣传力
度，让当地扶贫政策家喻户晓，让贫困户
更懂扶贫政策。

今年 7 月 27 日，文昌市政府下发
《关于印发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医疗兜底
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在全市范围内
形成“新农合+大病保险+商业补充保
险+民政医疗救助+政府兜底”的五重医
疗保障链，贫困人口住院患者医疗费实
际补偿比例达到 90%以上，切实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不仅如
此，经过当地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文
昌还实现贫困户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
助和政府医疗兜底“一站式”结算，建档
立卡贫困户只需要在定点医院的结算窗
口就能享受到医疗保障应享有的全部优
惠政策。

在加大医疗扶贫政策力度的同
时，文昌还加大了资金投入。据了解，
今年，文昌已完成了4093户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任
务，并安排 250 万元为全市建档立卡
贫 困 人 口 购 买 新 农 合 ，覆 盖 率 达
100%；安排 100万元实施大病救助兜
底，安排 137 万元扶贫资金为全市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参加“扶贫保”，使贫
困户家庭人身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投
保均实现 100%全覆盖。建档立卡贫
困对象享受新农合政策医疗报销总人
数为 40060 人次，住院报销总金额
934.5152 万元；商业保险理赔 155 人，
58.7 万元；健康扶贫专项资金共救助
兜底596人，131.91万元；临时救助51
户 231人，救助资金18.558 万元；慈善
救助10户5.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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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15户7910人脱贫，3个贫困村整村退出

文昌全面落实“三保障”精准帮扶有成效

“一年多来养鸡赚了10
万元，3个孩子的学费再也
不用愁了。”近日，在文昌抱
罗镇抱攻村统理村民小组，
贫困户潘在旭望着鸡舍里
的一只只文昌鸡，脸上露出
了笑容。

12月25日，记者从文
昌市扶贫办获悉，该市全面
落实“三保障”，截至2017
年12月，今年已实现1915
户7910人脱贫，翁田镇西
村、冯坡镇凤尾村、公坡镇
水北村三个贫困村整村退
出的目标。

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农民铺设可降解地膜，种植冬季瓜菜。今年凤尾村成立了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指导村民种植瓜菜的同时，也帮助村民销售。 阮琛 摄

文昌冯坡镇凤尾村，文昌翁田中
学的四名“红色采访团成员”走进贫
困户家中，从他们口中了解基层党员
鲜活的“扶贫故事”。

据了解，文昌市委组织部组织开
展“讲述平凡党员不平凡的故事”系
列活动，从文昌各中学选出50余名在
校学生组成记者团，寻访文昌基层党
员先进典型、感人事迹。

阮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