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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超峰会见来琼出席
太空技术和平利用
国际研讨会的嘉宾

本报讯 1月28日下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会见了来琼出席太空技术和平利用国际
研讨会的嘉宾。 （鲍讯）

天刚蒙蒙亮，在椰林和民居环抱
着的文化广场上，孩子们已经穿着统
一的服装，手里拿着小红旗，自觉地排
成队；村里的男女老少穿戴整齐，眼含
热切的期望；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大家
的注目中冉冉升起，63岁升旗手陈奕
喜的眼角泛起了泪光……

这是定格在文昌市锦山镇厚禄村
文化墙上的相片，也是村民们最熟悉
的场景。每逢周一或重大节日、纪念
日，只要天气晴朗，这里都会举行升旗
仪式，以弘扬爱党、爱国以及热爱家乡
的精神。厚禄村也因此被大家亲切称
为“国旗村”，村民们在团结一心共建
美丽家园的过程中，凝结了深厚的感
情，亲如一家。

国旗是联络感情的桥梁

1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厚禄村

时，猎猎红旗正迎风飘扬。陈奕喜家
的庭院就坐落在升旗广场边上，周围
干净整洁，花繁树茂。

“国旗是联络感情的一条纽带，
是引起大家爱党爱国爱家共鸣的桥
梁。”陈奕喜说，厚禄村共有 40 户
263人，分为厚禄东、厚禄西两个村
民小组，他是厚禄西村民小组组长，
但每次举行升旗仪式时，两个小组在
家的村民都会到齐，大家自发前来，
参加集体活动。

厚禄东村民小组组长陈海今年
45岁。他说，2016年，村里决定建升
旗广场的时候，就是陈奕喜带头平整
土地，大家自觉投工投劳。由于厚禄
村临靠湖山水库，耕地少，且不适合发
展规模牲畜养殖，所以村民多半外出
务工，“大约一半以上都是建筑工”，大
家发挥专长，自己买来水泥、瓷砖等，
很快就将升旗台和文化广场修好了。

第一次举行升旗仪式时，陈奕喜
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之后，每逢升旗

活动，没出远门的乡亲都会到场。到
了节日，外出务工的村民也会赶回村
里参加。“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看着
国旗升起，很自豪，很感动。”在海口工
作多年并已在城区定居的厚禄村村民
陈川豪这样告诉记者。

人人愿为建设家乡出力

返乡的村民不仅参加升旗仪
式，也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建设
家乡呢？

2016年8月，在热心公益的返乡
村民的建议下，厚禄村成立了“厚禄村
基金会”，并组建了“国旗下的厚禄一
家亲”“厚禄基金捐款群”两个微信
群。陈奕喜、陈海、陈川豪以及湖山中
学校长陈川杰等15人，成为组织核心
成员，商议制定了厚禄基金管理使用
制度、升降国旗制度。村民参与制订
了村规民约，每月10日和20日，大家
自发参加卫生清洁等义务劳动，各家

各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点开陈川杰手机上的微信群，记

者看到，已有132名成员的群里，群消
息不断弹出，大家正在为“2018年春
节团圆饭”捐款和出谋划策。

“每年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全村老少都会欢聚一堂共庆佳节，这
也是厚禄村的优良传统。”陈川杰说，
今年春节，厚禄村计划举办了拔河、游
园、演出、聚餐等活动，丰富群众生活，
也为建设家乡凝聚智慧和力量。

在村文化室公示墙上，记者看到，
截至目前，厚禄村基金会已募集资金
约60万元，主要用于助学济困、修建
村道、美化环境等家园建设。厚禄基
金捐款微信群中，自愿入群成员104
人，每人每月保持捐款不低于50元，
村民“一家亲”的感情浓厚。

期待美丽乡村越建越好

得知记者采访，有热情的村民主

动围拢过来介绍情况——
“我叫陈劲，是厚禄村的保洁员，

负责花草树木的浇水施肥和环境卫生
等工作。”

“这是我们村的中心广场公园，硬
化地板3000多平方米，草坪1800多
平方米，那边种的是金钱榕和小叶榄
仁景观树木。”

“村里有‘母爱’‘年年有余’‘吉
祥’等主题的大理石艺术雕塑，那边是
墙体彩绘、文化墙。”

“我们还有灯光排球场，有休闲
室，有硬化的停车场，生活用水公共供
水管网安装到户。”

……
是的，呈现在记者眼前的厚禄村，

不仅整洁有序，而且生机勃勃，充满奋
发向上的气息，尤其那面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在青山绿水间成为一道风
景。陈奕喜说，期待美丽乡村越建越
好，大家团结一心干事，心里舒畅。

（本报文城1月28日电）

有“国旗村”之称的文昌市锦山镇厚禄村，村民团结一心共建美丽乡村

国旗下的椰乡一家亲

美好新海南 共享新机遇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陈婷婷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如今在莫桑比克共和国楠普拉
省安戈谢市，一家海南企业拉近了楠
普拉省与海南的距离，双方的友好合
作往来也愈加密切。

“当得知海南海域矿业有限公司
在楠普拉省投资兴业后，我们在
2013年积极促成了海南与楠普拉省
的友好城市关系，帮助企业更好地

‘走出去’。”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友好
城市处处长韩晶磊近日接受采访说，
目前海南的国际友城已拓展到56
对，不断推动海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
的友好往来，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国际友好城市是海南对外交往
的主渠道，也是海南国际化水平的具
体表现，产业合作、文化交流等各个
层面的外事活动多围绕友城展开，

“不管是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
省市长对话等各大国际会议还是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等以海南
为主场的活动，来自友城的外宾都欣
然应邀前来。”韩晶磊说。

“以友城为支点，海南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深化合作的例子还有很
多。例如已开展4次的‘中国海南·
柬埔寨光明行’义诊活动，海南农信
社为柬埔寨磅湛省、老挝琅勃拉邦举

办的‘农业发展和小额信贷’培训班
等，都是在积极贯彻落实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领导人会议的合作成果。”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说，服务
国家总体外交和服务地方发展是海
南拓展友城布局遵循的原则。

随着中国-中东欧合作的不断
推进，海南也不断拓展中东欧“朋友
圈”，如海南和捷克南摩拉维亚州在
友城框架下开展红酒贸易、水晶加工
和销售等合作，与保加利亚普罗夫迪
夫省进行中欧产业园合作等。海南
还积极拓展与北美洲国家的合作，与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在职业人才
培训上进行持续合作，培养了一批适
应双方产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三亚飞往
印度德里、三亚飞往雅加达国际航线

相继开通。至此，海南的国际航线已
拓展到57条，便捷的空中航线是增
进海南与其他国家城市友好交往的
重要一步，通过梳理发现，与海南开
通国际航线的城市，许多与海南国际
友城分布密切相关。

海南有390多万琼籍侨胞分布
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海南发
展过程中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记者了解到，正是在泰国清迈一位华
侨的牵线下，去年海南与清迈府签署
了结好意向书，进一步优化了在泰国
的省级友城布局。

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南友城交往
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目前海南
有两大友城合作品牌，一是与印尼巴
厘省、日本冲绳县、韩国济州道创办
的岛屿观光政策论坛，至今已举办

21届，成为推动岛屿地区旅游产业
发展的重要平台；二是与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创办的中国-东盟省市
长对话，为推进中国和东盟省市在旅
游、教育、邮轮等领域合作搭建平
台。”王胜介绍，基于这些国际公共产
品，海南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资源分
配的能力得到提升。

“海南的友城现分布于40个国
家，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激发了各个
行业、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潜能。”
王胜说，接下来，海南将制定国际友
城发展规划，继续按照产业互补原
则，拓展友城布局，利用侨务资源，扩
大国际“朋友圈”，提高海南对外开放
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深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友城增至56对

以友城为支点 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陈
奕霖）新时代要有新作为，为抢抓新
机遇，我省积极探索共享农庄的投资
运营新模式。近日，海南共享农庄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注册
成立，标志着我省发起设立的国内首
家共享农庄产业基金，正式进入实质

性运营阶段。
去年上半年，我省率先在国内提

出“以共享农庄为抓手建设美丽乡
村”，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扶持引导
政策，确定了61家试点共享农庄，引
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党的
十九大后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后，

海南的共享农庄建设更是获得省内
外各大投资机构的青睐。

建设共享农庄离不开资本的
支持。因此，由省金融办牵头，在
省农业厅和财政厅支持下，海南中
视集团、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海南
农垦商贸物流集团、鲲腾基金、省

扶贫开发公司等省内知名企业共
同发起设立了国内首支共享农庄
基金。

据海南共享农庄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共
享农庄基金首期10亿元资金已基
本落实，预计两年之内基金规模可

达50亿元。下一步，将利用好海南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整合社会各
界资源，打造一批有品质有品位，集
人文要素、生态要素、科技要素、创
意要素于一体的共享农庄，真正让
共享农庄成为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新
的靓丽“名片”。

开拓东南亚客源市场

海口⇌马尼拉直飞航线
年内开通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赵优）为大举开
拓东南亚客源市场，由省旅游委主办，海南联合航
空旅游集团承办的海口⇌马尼拉航线启动仪式暨
海南旅游资源座谈会今日在海口举行。

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董事长丁家斌表示，
这将是海南与菲律宾两地间首次开通直飞航班。
随着航线的开通，联合航空旅游集团还计划在菲
律宾举办一系列大规模旅游促销活动，同时将在
菲律宾投放海南旅游宣传广告，向菲律宾民众介
绍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优惠的旅游政策。

会上，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与菲律宾阳光
国际旅行社签订了旅游战略合作协议，为开拓菲
律宾旅琼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海口⇌马尼拉的直飞航班计划年内开
通，由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承运，预计航班开通
后，凭借航班便利及免签政策等利好因素，海南将
成为菲律宾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相信能吸引更多
的菲律宾人到琼旅游，有望成为推动海南入境游
市场发展的又一便利的空中通道。

海航机场集团月底首开
海口⇌悉尼直飞航线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 通讯员胡茂君）记者今天从海航机场集团
了解到，1月30日，海航机场集团旗下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将开通海口⇌悉尼的定期直飞航线，为
我省再新增一条国际航线。

海航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国际市场
及航线开发上，海航机场集团协同省内机场主动
出击，积极对外开展合作，加强市场营销。实施
海南机场航空市场差异化发展策略，逐步构建辐
射东南亚⇌海南⇌全国、俄罗斯/日韩⇌海南⇌
东南亚、欧洲/中东⇌海南⇌新澳三大中转区域
的航线网络。

博鳌机场将开通
克拉玛依⇌兰州⇌琼海新航线

本报博鳌1月28日电 （记者邵长春 丁平
通讯员刘娟 实习生周夏茜）为满足市场需求，乌
鲁木齐航空将于2月2日在博鳌机场开通克拉玛
依⇌兰州⇌琼海航线，该条航线由波音737-800
型客机执飞，全经济舱布局。

据悉，这是乌鲁木齐航空首次开通琼海航线，
也是乌鲁木齐航空开通的首条以克拉玛依为始发
城市通往疆外的航线，克拉玛依⇌兰州⇌琼海航
线的开通，为克拉玛依地区旅客至海南提供新的
选择，为三地间人员往来提供极大便利，将有效促
进三地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

1月28日，海口市白驹大道附近，电网工作人员爬上高高的铁塔改造电网线路。
据了解，未来3年，海南电网将投资177亿元，打造海南全域智能电网示范省，在目前300座变电站的基础上，新建及改扩建变电站159座，新建及改造线路超

过1万公里，10千伏可转供率从36%提高至80％以上，城区、城镇和重点工业园区达到100%，供电能力将会提升30%。
2019年底，实现全省户均停电时间从43小时降至20小时以下，海口、三亚中心城区从10小时降至2.5小时以下；全面解决广大农村电网低电压的问题；客户

服务水平赶上珠三角地区，推动业扩报装服务实现“简单、快捷、透明、免费”，报装用电时间压缩三分之一，业扩配套项目用电报装时间压缩50%。
针对海南台风多发特点，海南电网将进行主网防风加固和配电网入地改造，把电网抗风强度提高到12级，具备抵御三十年一遇的台风的能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电网：

打造全域智能电网
示范省

我省共享农庄基金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
系国内首支共享农庄基金

第74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讲授如何科学养殖豪猪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第74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
月29日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及三沙卫视20时
30分播出。本期节目是农民朋友们最为喜爱的
特别节目——《乡间小课堂》。

节目中，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邦溪村党支
部书记朱晓清将向大家介绍当地发展豪猪养殖产
业的经验做法。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信息管理
学院副院长盘毅将走到贫困户身边，为大家讲授
如何科学养殖豪猪。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本
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
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放。

省会展经济研究会
和会展产业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
海南省会展经济研究会和会展产业协会正式成立，
该协会将在助力我省会展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推动作用。

据了解，海南省会展产业协会已开始对会展
搭建企业进行资质认证，建立会展专业网页网站、
手机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以便传播政府最新政策
和行业相关资讯。同时，由会展专业院校讲师、教
授和企业主要负责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将进行
会展政策研究，行业标准制定，为会展行业发声。

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协会还将组
织企业到国内外进行考察，学习各地办会办展的
先进经验，引进部分优秀会展项目入琼。此外，还
将举办自主的会议及展览项目，不定期举办会展
人才培训，为企业办展做好相关服务，并做好政府
与企业的桥梁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