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A02 综合

省党外知识分子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会举行

凝心聚力
服务海南改革发展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刘斌）9月13日上午，省委统战部在海口召开省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会，就加
强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并进行部署。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指出，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都是统一战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
省委高度重视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广大党外
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
人员要珍惜机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施展才
华。要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要提升个人专业能力，补齐“能力短板”，更好发
挥优势作用。要提高建言献策水平，围绕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大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要立
足岗位、工作实际创新创业、奋发有为，用实实
在在的业绩服务海南建设发展。要加强组织
建设，关心支持海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海南欧美同学会等组织建设，积极参加有关活
动，共同构建和谐家园，使之更好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重要载体作用、主要平台作用和重要
窗口作用。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
搭建平台载体、理顺体制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交流，纷纷表示要在省委领导下，肩
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发挥
优势作用，加强政治学习，积极履职尽责，为海南
改革发展凝心聚力。

王路结束出访回国
本报讯 副省长王路应邀访问克罗地亚、奥地

利，于9月12日回到国内。 （鲍讯）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本报海口 9月 13 日讯 （记者
孙慧）9月13日，海南省建设项目规
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规划院）
与美国纽约国际城市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合作签约会议在海口举行，
双方在海南成立美中合资规划与
设计机构暨先行组建“托马斯工作
室”。此次合作，是中外规划设计机
构强强联合致力于海南建设自贸区
建设的需要。

省规划院院长苏金明说，此次
合作旨在利用海南建设自贸区的历

史契机，发挥双方优势，实现“1+1”
大于“2”的战略目标。双方拟从成
立“托马斯工作室”起步，广开商
路、深耕业田，逐步实现全方位的互
补合作。

美国纽约国际城市规划设计有
限公司是以总体规划设计为主，业务
范围涵盖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景观
设计、旅游项目创意与策划、文化娱
乐项目创意与策划等内容的国际著
名设计咨询企业。美国纽约国际城
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主席托马斯·卡

兹洛基说，省规划院是海南省的重要
智库，希望此次合作以工作室起步，
逐步打造海南国际规划设计品牌，服
务海南发展。

“自从1996年踏上海南岛以来，
我已经记不清我来过海南几次了，用
中国话来说，我把海南当成了第二故
乡。”托马斯·卡兹洛基说，1996年，
他受邀前来海南，主持三亚南山文化
旅游景区的总体规划设计工作，从此
与海南结下不解之缘。22年来，海
南发生的变化，印证了当年他对海南

趋向国际化开放发展的期待。
托马斯·卡兹洛基说，希望双方

能在工作室的基础上形成良性合
作，未来双方还要建立合资设计企
业，构建一个有实力的设计实体，打
造海南第一个国际规划设计品
牌。“就像当初做南山总体规划一
样，希望能再次为海南未来的辉煌
作出贡献。”他说。

托马斯·卡兹洛基对海南自贸区
建设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世
界上共有近百个自由贸易区，海南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应当有一个全
新的理念，要有超越以往的态度，而
不能照抄以往的样板发展经验。

美国纽约国际城市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参与了海口江东新区起
步区的城市设计方案国际招标，托
马斯·卡兹洛基一行 12 日对江东
新区进行了走访调研。他认为，江
东新区的规划设计要在保存完好
的海南本土传统文化、自然本体的
基础上，形成有海南特色的规划设
计方案。

省规划院与美国纽约一设计公司合作,成立美中合资规划与设计机构

打造国际规划设计品牌服务海南发展

关注2018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访谈

本报奥斯陆9月13日电（记者尤梦
瑜）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挪威首都奥
斯陆的市民感受到来自中国海南岛的热
情与魅力。“海南文化走进挪威”活动在奥
斯陆举行。80幅图片、具有海南少数民
族风情的歌舞以及黎锦现场演示引来现
场嘉宾们的热烈反响。

伴随着一曲热情的《请到天涯海角
来》，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挪威国家剧院
高级顾问西格蒙德先生在开幕式上对来
自海南的文化交流团表示欢迎，他十分乐
意推动海南与挪威之间在文化、艺术、体
育领域的合作交流。他也希望海南文化
交流团可以将挪威人民的问候带到海南。

用天然的染料染色，打纬刀的一上一
下间织造出美丽的图案。在黎族织锦演示
台前，嘉宾们纷纷拍起照来，记录这一神奇
的传统民间技艺。挪威人对于编织技艺情
有独钟，特别在挪威北部，编织的袜子、围
巾等颇受大家欢迎。当地大学教授厄那
试穿了黎锦服饰，他说，精彩的歌舞演出和
黎锦演示让他们了解到海南不仅有美丽
的自然风光，还有值得探索的人文内涵。

橡胶树树叶是海南常见的树叶种
类，当得知来自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演

员们是用橡胶树树叶吹响《好日子》
等一首又一首中国歌曲时，大家无
不好奇、称赞。用鼻子“吹”的鼻箫
音色淳朴动人，这一竹木乐器也令
人耳目一新。西格蒙德从未到过海
南，但知道这里是一个可以与夏威
夷媲美的地方，他期待自己有机会
前往海南。

图片展中展示的海南水稻田间
骑行、崖边高尔夫、五指山峡谷漂流
等多种多样的海南户外旅游活动，以
及现场海南旅游宣传片中的乡村风
光成为奥斯陆市民的关注焦点。

挪威小伙尤乐是一位“中国
通”，他说，他有不少海南朋友都在
向他推荐海南，北纬18°的海南对
生活在北纬59°的他而言十分具
有吸引力，他期待着不远的未来可
以去海南看看。

挪威华人联谊会秘书长李晓玲
说，海南正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她
希望可以借助本地华人力量，推动
海南与挪威之间经济贸易、文化、教
育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民称赞海南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魅力

北纬18°

■ 本报记者 赵优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海南乡村旅
游发展迎来重大历史性机遇。如何抓
住机遇，促进海南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省旅游委原巡视员、中国海洋学
会海洋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陈耀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
应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即“三
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走出差异化
道路，以乡村度假为抓手，促进我省乡
村旅游走进新的发展阶段。

乡村旅游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海南旅游界的“老人”，陈耀

对海南乡村旅游这几年的变化有着切
身感受。

不管是船桨铁锚的渔家风情，还
是青砖黛瓦的田园诗意，亦或是大山
深处的黎苗风情，海南的青山绿水呈
现出“日月同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美
景”的全域旅游画卷，总能吸引大量的
岛内外游客前来欣赏游玩。

“海南通过多年的文明生态村、社
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旅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众多
乡村旅游点。”陈耀认为，海南的气候
优势、度假旅游的产业优势以及特色
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优势，但是，海南
是岛屿型区域，人口少内需小成为乡
村旅游发展的一大掣肘，同时，乡村
间的同质化问题以及产业基础和商
业传统支撑的缺乏，导致乡村旅游的
经济效益还未真正充分地发挥出来。

“海南的独特优势以及政策红

利，让业界看好海南乡村旅游发展前
景，这将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更大的
动力。”陈耀说。

抓住机遇打造特色

近年来，我省以全面深入实施“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为重要抓手，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加快打造特色乡村
旅游产品，重点培育出了琼海田园城
市、琼中奔格内、保亭布隆赛等一批特
色鲜明、初显规模、影响较广的乡村旅
游产品。

“但美丽乡村最重要的目标并不
仅仅是乡村外貌整治，而是通过特色
产业发展促使农民脱贫、小康和致富，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就要
求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停留在外观美
丽上，还要借助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
村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持

续增加。”陈耀表示，在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
下，海南应结合本地实际，走差异化发
展道路，深挖乡村性、本地性、独特性，
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找到符
合海南特点的乡村旅游运作模式。

“如果扬长避短选择正确的途
径，创造良好的模式，海南乡村旅游
发展的空间广阔。”陈耀说，届时，休
闲农业、共享农庄、乡村民宿、营地
建设等都将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发展乡村度假是关键

陈耀认为，海南度假旅游的产业
优势明显，拥有巨大的游客量，“乡村
度假”是我省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

“可以‘大区小镇+度假群落’的
模式，发展乡村度假。”陈耀说，景区、
度假区等作为旅游核心吸引物，具有
巨大的带动作用，而真正意义上的风
情小镇、休闲小镇可按照度假需求完

善相关配套及公共服务，成为周边乡
村发展旅游的支撑点，将游客的活动
范围延伸到乡村，而以休闲康养为主
的乡村度假则能以多种旅游产品和休
闲方式拉动消费，从而带动农民增收。

乡村度假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陈耀建言，海南
乡村度假在深挖本土特色和地域风
情的基础上，还应有国际化视野和特
点。“部分乡村旅游点可以与国外结
对合作，丰富乡村旅游的多元性和国
际性，为游客提供更多旅游产品和选
择，同时，还可用好用足政策率先试
验，打造乡村的国际旅游消费集聚试
点，将高端化的旅游消费延伸至乡
村。”陈耀表示。

陈耀认为，还要通过专题研究、农
民培训等，以及引进各种有志于乡村
建设的人群，通过共建共享，将海南乡
村旅游多方面潜在优势转化成经济优
势和竞争优势，使海南优质生态环境
的绿水青山转换成金山银山。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省旅游委原巡视员、中国海洋学会海洋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陈耀：

发展乡村度假 谋求乡村升级

第九届海南省科技论坛开幕
建言献策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彭时君 杜娥）第九届海南省科技论坛暨发展热带
农业助推乡村振兴主题论坛9月13日在海口开
幕。两天时间里，来自全国64家农业科研单位的
350多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齐聚一堂，他们将围绕
遗传育种与生物工程、植物病虫与绿色农业、药用
植物与品牌农业、低碳农业与美丽乡村等话题展
开讨论，为做强做优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助力
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据了解，从即日起至12月，待发展热带农业
助推乡村振兴主题论坛结束后，第九届海南省科
技论坛其他主题论坛将陆续开展，主要聚焦海洋
生态建设与科技创新、健康海南、智能制造绿色发
展等内容。

本届论坛由省科协主办，省植物学会、省农学
会等9家省级学会共同承办。

抓重点 举亮点 解难点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作出贡献

◀上接A01版
积极推出各类旅游项目，要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推
动农村“三变”改革，让农民成为受益者。要举亮
点，通过打造精品项目，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提供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要解难点，以问题为导
向，解决各类发展问题。抓好基层党建，打好机制
基础，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省政协要积极建言献
策，呼吁方方面面给予临高更多更好的帮助和支
持，全力助力临高发展。

海南空管塔台
启用放行许可席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庞正 符鑫）9 月
13日零时，随着海口塔台许可频
率 121.9Mhz 内响起越南捷运航
空计划飞往越南金兰的航班申
请，民航海南空管分局塔台管制
室放行许可席正式开放运行，为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出港航班提
供更为优质和便捷的航班放行
许可服务。

据了解，塔台放行许可席主要
负责发布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并
核对机组对放行许可的复诵；向航
空器通报其延误情况及特殊情况下
的管制信息；协助塔台席位进行适
当的流量控制等工作。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陈颖）9月13日上午，
首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发布
会在海口举行，将围绕八大主题，向
国内外优秀企业、团队征集大数据创
新解决方案，旨在深入发掘海南政务
大数据应用，解决政府难点和百姓关
注热点。

大赛以“数字海南·智创未来”为
主题，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解决政
府工作的难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
问题，突出海南特色、体现海南亮点，
开展数据体系结构建设与大数据挖
掘分析应用。

参赛队伍以企业或团队为单位，
通 过 大 赛 官 网（网 址 ：http：//
120.27.182.154）报名参赛。

本次大赛分设应用组和创新方
案组，其中应用组将围绕“统计大数
据”“智慧交通”“智慧环保”“价格监
管”“健康医疗”“智慧社区”“互联
网+教育”“智慧林业”等领域开展大
数据分析应用，分小组进行比赛。这
八大主题分别来源于政府各部门工
作的难点痛点，如省交通运输厅设置
的“智慧交通”主题，期待参赛团队应
用大数据方案解决公路水路运行智
慧管理与服务的痛点。

创新方案组则重点围绕海南“三
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以数据驱动美
好新海南为目标，就应用大数据解决
政府与社会热点、痛点和难点等问题
面向全国征集创新解决方案。

参赛方案需具有在海南落地的
可行性，并要结合技术创新与海南特
色论证实施路径与商业计划。

本次大赛分为初赛评审、初赛路
演、决赛路演三个环节，主办单位将
组织专家制定统一评选标准和评定
打分，并选取规定数量参赛队伍进入
下一环节比赛，最终决出大赛名次。
其中，应用组每个主题将角逐出3个

优胜奖，奖金为5万元；创新方案组
将角逐出前三强，奖金依次为30万
元、10万元、5万元。

省工信厅总工程师董学耕说，大
赛主办方将在后续工作中帮助大赛优
秀项目与创投资本、有关企业进行市
场化对接，促成项目在海南落地；对于
可产业化的获奖作品或产品将按照相
关法规给予资金扶持；对于优秀的大
数据服务，政府将采用优先购买服务
的方式让优秀的大数据应用迅速落
地，服务海南人民。

本次大赛由国家信息中心指导，
省工信厅主办。

数字海南 智创未来

首届海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启动申报
截止时间为9月17日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乔敏瑞）海南日报记者9月13日从省委宣传部文
艺处了解到，根据《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
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选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为展现我省新时代电影创作成就，进一步推动电
影创作繁荣发展，我省启动关于第十七届中国电
影华表奖申报工作。

各市县委宣传部，省直各有关单位负责组
织开展参评影片的推荐工作，所推荐影片的第
一出品单位须是本辖区内或本部门所属的电影
制片单位。

按照《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要求，推荐
参评影片分为故事片、少儿影片、农村题材影片、
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和动画影片。本届华表奖评奖
周期为2015年1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凡
此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公映并产生良好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影片均可推荐参评。

我省推荐参评影片时间为2018年9月17日
前。逾期未推荐的影片，不纳入评选范围。各单
位需于9月17日前将推荐申报表加盖公章统一
报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同时将电子版发至邮箱
hnxcbwyc@163.com。邮寄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69号海南广场4号楼306（接收EMS快递），联
系人：梁 尧 电话：65379891（兼传真）。

海南风光吸引挪威首都奥斯陆市民的关注。 陈泽锋 摄

的海南令人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