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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客户评价机制，提升生产经营诚信度。要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爱心扶贫网产品质量好不好、价
格优不优、发货快不快、结算及不及时，为消费者
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要完善平台功能，把消费
扶贫拓展到乡村振兴各领域，结合实际开发上架
民宿、共享农庄等特色产品和服务。要加强对帮
扶责任人的培训，帮助贫困户做好产品信息发布、
销售等各项工作。李军强调，要定期广泛开展各
类专门针对贫困户的线下消费扶贫活动，举办好
消费扶贫年货大集，做到省有总会、市县有分会、
乡镇有现场会。充分发挥供销社、农垦在消费扶
贫中的作用，畅通农产品供需对接渠道。

何西庆、刘平治就做好消费扶贫工作提出有
关意见和建议。

会议还研究了全省脱贫攻坚迎考创优相关工作。

研究推进消费扶贫工作

稻香村集团总裁周广军：

让“海南礼物”香飘世界
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记者陈雪怡 罗霞）

“如果为海南制作糕点，稻香村将会用椰子、咖啡
等海南本地的独特食材，烹制海南特色美味糕点，
还会将具有海南符号的中国美食推介到海外，让
更多人通过美食文化品尝到中国和海南的‘文化
美味’。”10月30日，在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
论坛“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分论坛上，稻香村集团
总裁周广军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
稻香村期待与海南开展合作的浓厚兴趣，并介绍
了他为海南特制的“糕点食谱”。

作为一个拥有20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
品牌，稻香村的糕点不仅获得全国众多消费者的
喜爱，还销往海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让
世界共享“中国美味”？“尊重食材、尊重传承、尊
重消费者，在坚持‘三个尊重’的基础上，努力融
入当地，一方面坚持传统工艺和传统味道，另一
方面吸收各地特色、兼容创新，根据当地消费者
的饮食喜好改良配方，打造符合当地需求的差异
化产品。”周广军说。

“味道的背后是文化。”周广军认为，海南
便是美食与文化的有力代表。“海南优越宜人
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地方食材原料等，都是海
南文化的重要符号。”周广军表示，在如今的
旅游市场中，伴手礼十分重要。对于以发展旅
游业为主导，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海南而言，应实行更加开放的政
策措施，针对特殊产业配套特殊政策，深入挖
掘特色的食材，更好融合美食与文化，通过特
色美食呈现当地文化，让海南文化、中国文化香
飘世界。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乌克兰《经济学家》门户网站副总
编辑安德烈·布扎罗夫10月22日到
28日在海南参加了“2018一带一路
媒体合作论坛”中外媒体环岛采访。
10 月 30 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开幕

式现场再次碰到安德烈，他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这次的环岛行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说起为期一周的环岛行，安德烈
有些意犹未尽。他说：“我来过中国两
次，却从没来过海南。所以，这次环岛
行对我来说是一次了解海南这座美丽
热带岛屿的好机会。”

几天的环岛行让安德烈不仅欣赏

到海南的美景，更切身地感受到了这
里的快速发展。他想在第一时间将他
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他的读者。

“我希望人们能了解更多海南的
信息，特别是关于旅游方面的。”他表
示，回到乌克兰后，将在报道中对海南
的基础设施建设、户外活动开展等方
面进行报道。“我希望让大家了解到，
海南不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高

效农业、现代产业……在海南，你可以
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安德烈期
待乌克兰和海南之间开展更多合
作。“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以及从
首都基辅到海口的直达航班，让乌克
兰人民可以方便地来到海南。在此
基础上，两地的媒体、企业等可以增
加往来。”安德烈说，“特别是海南正

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一系列有力的政策也陆续
推出，我相信许多乌克兰企业会对此
感兴趣。”

谈及此次论坛，安德烈说，他将通
过论坛这个平台与中国、巴基斯坦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们
密切交流，以此推动各国人民之间的
交流。 （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

乌克兰《经济学家》门户网站副总编辑安德烈·布扎罗夫：

在海南，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成果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意味着海南拥有更大的自
主权，也体现了中国扩大改革开放的
决心。我们要让国际市场知道，跟海
南合作，就是在跟整个中国市场合

作。”参加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
论坛的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胡
德坤，10月30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海南在社科界中的热度只增不
减。当前国内有很多自贸区，但全岛
建设自贸区的只有海南一个，并且中
央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是海南最大
的政策优势。”胡德坤说，地理位置独
特、环境优良的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要做的是紧紧抓住机遇，搅动全国资
源，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有活力、
更有底气地融入国际市场，做得好了，
大量的国际投资就来了。

胡德坤说，海南是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联通的枢纽和平
台，他们看好海南的发展，也相信海南
发展得好将带动全国其他地方的发展。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正与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大学共同研
究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有关的
课题，旨在通过研究国际经济法、国际
金融法、WTO法等，推动海南不断适

应国际市场规则。”胡德坤说，“海南媒
体智库不仅要与专业智库保持紧密联
系，更要打通联系国内外国际知名问题
专业智库联系的渠道，开展与国内外国
际问题专业智库的合作，借助媒体力
量，将专业智库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转
化传播，在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中贡献
媒体力量。”（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胡德坤谈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积极融入国际市场

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

深化合作共赢
建好国际航天城

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记者李佳飞）“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合作共赢，文昌要将航
天金字招牌擦得更亮！”10月 30日下午，参加
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文昌市委书记
钟鸣明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共建“一
带一路”要大胆突破传统产业发展路径，让创新型
项目和产业发展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经
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放大航天效应，大力发展创
新型项目和产业，文昌目前正加快建设1.3万亩
的文昌国际航天消费中心。

钟鸣明介绍，文昌是著名的侨乡，有120多万
名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他们
有着强烈的爱国爱乡情怀，熟悉国际贸易规则。
文昌市连续7年成功举办的南洋文化节，每年都
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参与，通过他们推
动“一带一路”建设，将促使文昌进一步向世界敞
开合作共赢的大门。

“随着《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的实施，海南被赋予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
文昌也将搭乘这趟快车，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钟鸣明说，文昌将在着力推进海南文昌国际航天
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吸引人才、
资金、项目落地；同时期待加强媒体合作，让文昌
故事和声音传遍世界，树立文昌良好形象。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千年海丝路，今又闻歌声。10月
30日上午，由人民日报社和海南省委、
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一带一路”
媒体合作论坛在琼海博鳌开幕，来自
世界各地的国内外政要、媒体人士、企
业家、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于此，对话
交流，深化合作，携手共筑民心“丝
路”，力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海南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万泉河水清又清……”一进会场，
熟悉的旋律便在耳畔响起。开幕式上，
来自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205家媒
体和机构的256位嘉宾汇聚一堂，共商
媒体合作大计，共话“一带一路”愿景。
为方便交流，主办方特别准备了汉语、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俄语、日语、韩
语、西班牙语8种语言的同声传译。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在
欢迎辞中说，在海南开启新一轮改革
开放的重要时刻，大家相聚在美丽
的博鳌，别有意义。在这里，大家可
以围绕“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主题，
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互联互通，
进行广泛探讨；更好地发挥媒体作
用，讲好媒体故事，进行充分交流；加
强文化交流互鉴，共筑人文丝路，进
行深入对话。

跨越万里海域，穿越千年时光。
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支点。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5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4月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由此掀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新篇章，开放的大门正越开越大。

作为东道主，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开幕式上向大家介绍了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年来的发展情况，并诚邀
大家共同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同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往来，共同打造
“一带一路”媒体交流合作重要平台。

“这是一片开放的热土！”交通运
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在热情洋溢的致辞
中表示，愿在海南与各国媒体一道，继
续携手并肩，共同做好“一带一路”互
联互通的“建设者”、政策标准的“宣介
者”和民心民意的“凝聚者”，讲好“一
带一路”故事、传播“一带一路”声音，
谱写“一带一路”建设新篇章。

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

观点交流，思想碰撞，嘉宾们的

精彩发言，让国内外与会者产生了共
鸣——经过坚持不懈地夯基垒台、立
柱架梁，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了
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正
在向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的“工笔画”
阶段迈进，即在保持健康良性发展势
头的基础上，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不
断走深走实。

放眼世界，“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中宣部副部长蒋建
国介绍，世界各国媒体广泛关注“一
带一路”，积极报道“一带一路”，基调
鲜明、视角多元、数量众多，媒体合作
交流不断加强，合作成果不断涌现，
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更加深入人
心，使共建“一带一路”惠及各国民众
的利好消息传播更加广泛。而这其
中，媒体在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民心
相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的
重大项目，世界各国之间也建立了更
高水平的政治互信和互通协商，并且
通过了一系列的重大决议。《俄罗斯
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察说：“现在
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
亚经济联盟，都积极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对接。”

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总裁伍逸
松表示，5年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必
定能够收获更多的丰硕果实，增进互
相了解，促进世界和中国更好的沟通
与交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海南也是这幅“工笔画”中的精彩一
笔。近5年来，海南积极深入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
区贸易、投资、旅游、生态环保、人文
合作交流，参与建设成效持续开花结
果。在本次论坛期间，境外媒体嘉宾
对海南都表示出浓厚兴趣，希望通过
媒体促进所在国和所在地区与海南
的合作交流，共享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带来的新机遇。

媒体架起连心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在致辞
中说，人民日报社自2014年始举办

“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5年来，得
到各国媒体，特别是“一带一路”参与
国家媒体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

文明因互鉴而精彩，思想因交流
而升华，文化因包容而繁荣。李宝善
说，媒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要聚焦经济发展，不搞政
治输出；要依托开放合作，不搞保护
主义。敞开大门迎宾客，谋求的不是

“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不是“一
家独奏”而是丝路合唱；要致力互利
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希望通过媒体
合作论坛，对话交流，不断深化合作，
携手共筑民心‘丝路’，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行稳致远。”李宝善说。

中联部副部长钱洪山同样认为，
媒体是能连接中外、促进各国人民情
感交流的纽带，在共建“一带一路”中
将大有可为，要做丝路成就的见证
者，要做丝路精神的倡导者，要做丝
路文化的传播者，加深沟通和理解，
凝聚共识，增进互信，为“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奠定坚实基础，为打造人类
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

开幕式上，来自荷兰荷广传媒的
首席执行官杰奎琳·朗普，墨西哥国
家通讯社社长亚历杭德罗·拉莫斯，
尼日利亚《今日报》编委会主席奥卢
塞贡·阿德尼伊，法国《普罗旺斯报》
副总编辑法比安·弗里德曼，英国每
日邮报集团顾问、前执行总裁盖
伊·齐特，以及企业单位代表等嘉宾
亦纷纷发表演讲，表达对“一带一
路”共建成果的肯定和对未来的美
好期望。

山海连丝路，共谱新篇章。从南
海之滨发出的好声音、好故事，将随
着“一带一路”媒体记者的“麦克风”
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

山海连丝路 共谱新篇章
——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开幕式侧记

10月30日，参加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嘉宾兴致勃勃地交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嘉宾交流

媒体关注
10月30日，在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

论坛上，国外记者在做连线直播。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