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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贵同志逝世
海南省政协办公厅原副主任、副厅级离

休干部张廷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
年11月7日在海口逝世，享年85岁。

张廷贵，男，吉林辽源人，1947年8月参
加革命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历任部队通讯员、班长、排长，屯昌县公
安局股长，海南行政区党委组织部副科长，万
宁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海南行政区党委组
织部科长，海南行政区公署人事局副局长，海
南行政区外事办副主任兼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副会长，海南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等
职。1993年8月离休。

张廷贵同志送别活动定于2018年 11
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海口市殡仪
馆举行。

联系电话：符史冠（亲属）：15875599389
省政协办公厅：31999215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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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拥有的和平幸
福生活，离不开退伍老兵的付出。战火
纷飞的岁月里，老兵们牢记使命，为国
奉献热血和生命，这些老兵们服役时，
是军队栋梁，退役后，是中国脊梁！

每位老兵，都标记着一段深沉的历
史，都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都曾有
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11月6日下午，
保利海南领导代表来到万宁万城镇为4

名退伍老兵送去慰问，追忆峥嵘岁月。
“我作为代表来到这里慰问各位老

兵，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也曾是军人，我
也感受过部队生活，明白其中艰苦。但
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年您们相比，肯
定是远远不及的，来之前也听说了咱海
南老兵当年的英勇事迹，我们也特别感
动，因为没有您们当年的拼搏、奉献，就
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在此，我
要对您们说一声‘谢谢’。”保利海南领

导代表张方庆在现场激动地说。
硝烟已散尽，唯不朽的信仰永存。

老兵们虽已年迈，但在他们的身上，我
们看到的是铁骨铮铮的赤胆军魂。风
雨沧桑，老兵正在“凋零”。作为军旅背
景企业，此次保利发展“寻找老兵”活
动，用行动为我们留住这些民族的脊
梁，让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光荣事迹，
感恩他们为新时代付出的努力。

2018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2018年，保利发展定位是“美
好生活同行者”。作为献礼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的一个环节，“寻找老
兵”活动是保利践行央企爱国情怀与人
文责任，让红色基因代代流传的切实
举动，传达出“和筑海南”的理念，诠释
了保利致力于与美好生活同行的决心！

同时，“寻找老兵”活动是保利海南
国防兵器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17
日，海南国防兵器展将在三亚开幕。保

利将通过兵器展活动，向三亚市民展现
我国军事科技水平，普及相关国防教育
知识。同时，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期间，保利海南还将开展多种
爱国主义纪念活动，以及小小讲解员、
形象大使选拔等活动，在全岛掀起爱国
主义热潮。

一场汇聚货真价实的尖端兵器盛
宴即将拉开帷幕。以伟大致敬伟大，保
利发展邀您一起感受军事科技进步！

追忆峥嵘岁月 保利海南公益行

张方庆（右一）正在慰问退伍老兵。

海报集团记者探访大熊猫贡贡和舜舜四川雅安居住地

看！这对熊猫兄弟明天来琼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王
培琳 实习生林美余）8日下午，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推介暨宁夏
优势特色产业对接洽谈会在海口举
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向与会嘉宾发
出共商、共办、共享2019中阿博览
会的邀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博览
局、海南省会展局、海南各地商会等
相关单位代表以及海南省90余名
企业家代表参会。

“宁夏已成功举办三届中阿经
贸论坛和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
览会，围绕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生
物制药等领域签订651项合作协
议，落地了中阿技术转移中心、商事
调解中心等一批多、双边合作机构
……”推介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博

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历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果和2019中
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办会思路、
主要活动等，吸引了参会嘉宾关注。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固原
市分别介绍了两地优势特色产业、投
资环境及招商引资政策。随后，与会
各方进行了项目对接洽谈，就中阿博
览会参会参展具体事项进行了座谈
交流，就吴忠市、固原市土地、水电
气、用工、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具
体对接。与会嘉宾对中阿博览会、宁
夏优势产业等给予了高度关注。

据悉，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
会是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博览会。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推介暨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对接洽谈会在海口举行

加强需求对接 助力优势互补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林美余

驼铃声响起，沙漠夕阳、风影点
点……8日下午，中国—阿拉伯国家
博览会推介暨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对
接洽谈会上，中阿博览会宣传片吸引
了众多参会人员的目光。一个地处
西北内陆，一个身处祖国南部边陲，
宁夏与海南两个风格迥异的省区在
椰城又一次展开了“沙与海”的对话。

共商会展、旅游协同发展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海
南与宁夏经贸交流合作源远流长，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两省区经
贸合作项目超过50项，总投资120
亿元，涉及商贸、旅游、农业等多个
领域，有力促进了两省区的互补发
展，尤其是宁夏与海南“沙与海”的
对话，形成了共建全域旅游新模式。

“海南的旅游业和会展业都比

较发达，希望这次可以来海南学习借
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经济技
术合作局副局长杨晓曦表示，海南的
服务业，尤其是会展业，比较发达，整
个下半年，海南的各种大型展会都比
较密集，这是宁夏要学习和借鉴的。

杨晓曦表示，宁夏和海南一样，
也在推进全域旅游，两个省份有许
多共通性，而且气候互补，应形成良
性互通的常态。

共享“一带一路”新机遇

“中阿博览会已经成为‘一带一
路’商品信息的平台。”宁夏回族自
治区博览局会展处副处长岳昭说，
海南和宁夏分别位于海上丝绸之路
和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可以
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这也得到了与会企业代表的认
可。海南红帆会展服务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朱映午称，今天的推介会对

拓宽企业的发展思路大有助益，可
以让海南企业深入了解宁夏的产业
优势和政府诉求，促进双方资源优
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地方经
济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张磊说，海南有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优势，站在改革开放的前
沿；宁夏有“塞上江南”美誉，在“一带
一路”中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双方在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上有着共同诉求。

推介会上，宁夏报业传媒集团
副总经理白涛表示，海南和宁夏两
地经济关联度大、互补性强，在旅
游、贸易、会展、金融、人才等方面合
作潜力巨大，希望海南企业家们到
宁夏拓展合作新领域，把两省区的
商贸交流和经济合作推向新高度。

共建开放型经济新局面

“宁夏是内陆开放型试验区，而

海南是自由贸易试验区，两者都有
先行先试的使命。”岳昭说，“海南的
会展平台吸引了很多国际嘉宾，我
们也想借此平台更好地推介宁夏。
通过此次推介，希望海南和宁夏之
间的合作不断深化。”

海南省会展局会展处调研员龚
衍流说，此次推介会让海南的企业、
各商会更加了解中阿博览会和宁夏
吴忠市、固原市的优势特色产业、投
资环境及招商引资政策，为两省区
的合作搭建了新平台，有助于加强
双方在会展、旅游、现代服务等多领
域的合作，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白涛说，推介会的举办，充分
体现了两省区对深化彼此交流合
作的高度重视，必将拓宽合作发展
新空间，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注入
新动力。希望双方在生态友好型产
业发展上加强合作，为更高层次开
放型经济发展建立良好基础。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推动优势互补、实现机遇共享

宁琼再谱“沙海”合作新乐章

■ 本报特派记者 王玉洁

“看，那一只在山坡上的大熊猫，
就是贡贡！”8日上午10时多，行走在
山峦重叠、绿树环绕、竹林苍翠的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
地，该基地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周宇的
话一下牢牢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

两天后，贡贡和舜舜就要飞往海
口，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专门为他
们打造的“熊猫世界”安家。此次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及媒体一行来到该
基地，主要是为了探访贡贡和舜舜的生
活住所，了解和记录它们在雅安的生
活，并与基地有关负责人商讨熊猫运输
事宜，为10日的熊猫运输做准备。这
也是大家与这两只熊猫的首次碰面。

贡贡和舜舜生活的这片区域，是
基地对外展示区，这里现圈养着40多
只大熊猫，游客可与“国宝”大熊猫近
距离接触，满足大家对熊猫的好奇心，
一睹熊猫的憨态可掬。

当记者来到贡贡“家门前”时，它
正“招待”客人，一会挠痒痒，一会打哈
欠，一会吃竹子，一会踱步，一会试图
爬树，在靠近人群的区域活动，举手投
足间尽显萌态，满脸轻松愉悦，引得大
家直呼“好萌好萌”。

“贡贡和舜舜今年5月刚从山西太
原回来。贡贡比较喜欢和人交流，大家
一招呼，它就凑上来啦！”周宇告诉记

者，但贡贡同父异母的弟弟舜舜就不一
样了，舜舜虽然爱动，但胆子比较小，突
然给它一个新物件儿，它就会害怕。

“这一只大熊猫太活泼了，太皮实

啦！超级搞笑！”近距离观察舜舜的游
客情不自禁地感叹说。阳光下，只见
舜舜在园子里扭着内八字步走来走
去，一会从山坡上滚下来，一会灵活地

爬树，一会又往草丛里钻，一会去喝
水，一会又拍拍墙，一刻也停不下来。
唯一能让它闲下来的，就是吃竹子，静
静地瘫坐在那里，吃得不亦乐乎。

出生于2013年8月18日的贡贡，
现在已经长到了116公斤，同年8月27
日出生的舜舜体型略小些，约102公
斤。它们都爱吃竹子、竹笋、胡萝卜、苹
果，还有窝窝头，尽管体型有所不同，但
看上去十分相像，常常叫人分不清。

饲养员许林与大家分享了辨别这
两只大熊猫的小窍门，“它们的毛发、黑
眼圈、耳朵、头型、身型都能看出细微区
别。比如，黑眼圈的形状更特别一点的
是贡贡，脸更圆一点的是贡贡；脸长一
点的是舜舜，耳朵稍立一些的是舜舜。”

现在贡贡和舜舜生活的地方海
拔在1000米左右，多雨湿润。两天
后，他们即将前往海南，入住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为其打造的新
家“熊猫世界”，这个新家根据海南
的气候特点进行设计，设计理念也
充分考虑了熊猫的生活习性，既保证
熊猫所在区域温度均低于25℃，也保
证空气湿度在55%—65%之间。

“虽然气候是影响熊猫生活的主
要因素，但熊猫的适应能力较强，海南
方面准备得也很充分。熊猫到海南，
能让更多海南人民认识、了解和保护
大熊猫。”周宇说，熊猫的繁育较为复
杂，加上他们到新的环境需要适应，而
且考虑到海南的气候条件和环境，还
是会尽量减轻照养熊猫的工作量，于
是选了一对熊猫兄弟去海南。

（本报雅安11月8日电）

“寻梦湿地”海口原生态
诗歌征集活动今日启动

用诗歌展现湿地美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望）11月9日，为
突出宣传海口“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工
作成果，以及湿地保护与修复取得的
成效，“寻梦湿地”海口原生态诗歌征
集活动正式启动，征集时间从2018年
11月9日持续至2018年11月25日。

据了解，本次活动突出湿地“艺
术文化”元素，面向全社会征集海口
湿地诗歌作品，并进行评比。参评作
品以日前海口市获评全球第一批“国
际湿地城市”为背景，突出展示海南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海口
美舍河和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海南
海口潭丰洋和三十六曲溪等省级湿
地公园以及羊山湿地之变，抒发咏叹
海口作为国际湿地城市之美。旨在
通过诗歌爱好者的创作与诵读，让海
口湿地之美传遍全球，打造海口“国
际湿地城市”新名片。

体裁及作品要求：旧体诗、词、
赋：长律不超过30行；赋不超过1200
字；古体诗长度不超过30行。现代诗
歌：长度不超过30行。作品须为原
创，且未曾在任何公开出版的报刊杂
志上发表，每人限3首以内。主办方
拥有对所有入选作品结集出版、发行
和信息网络传播等相关权利，作者拥
有作品署名权；投稿作者须署真实姓
名，并附作者 100字以内简介和真
实、详细的联系方式。投稿一律采用
网站投稿方式，咨询电话和邮箱不接
受 投 稿 。 投 稿 网 址 ：http：//
huodong.hinews.cn/sd_poetry/。

大赛组委会将以“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对待参赛的每一篇作品。征
集活动采用网络投票与专家评审相
结合的方式，最终评审结果将综合考
量两方面成绩评定产生。网络投票
排名作为专家评审的优势参考项，但
不作为最终奖项排名。为了激励网
友的发挥创作，本次活动设四大奖
项：将评出一等奖1名（稿酬10000
元）、二等奖2名（稿酬5000元）、三
等奖3名（稿酬3000元），优秀奖5名
（稿酬3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活动由中共海口市委宣传
部主办，海口市林业局、海口市湿地
保护管理中心、海南省作家协会联合
承办，南海网、海南文艺网协办。

海南组团赴伦敦
开展旅游促销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记者赵优）参加展
会、旅游推介、主题研讨……为进一步开拓英
国旅琼客源市场，提升三亚⇌伦敦航线上座
率，吸引更多国际知名旅游企业落户海南，11
月5日-7日，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组织三
亚市旅游委与省内旅游企业赴伦敦开展多项
旅游促销活动。

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专业水准最高的专
业旅游展览，英国伦敦国际旅游交易会于当地时
间11月5日开幕。展会现场，海南促销团向英国
旅行商和游客大力宣传三亚⇌伦敦直飞航线、59
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以及海南省旅游新业态、新
产品。期间，促销团还与当地旅游企业及知名媒
体商讨旅游宣传合作事宜。

“三亚与其他东南亚城市有何不同？”“三
亚是否会成长为奢侈旅游目的地？”在由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指导、三亚市旅游委和国
际知名商业和财经新闻网络CNBC联合主办
的“发现中国之美、畅享热带风情”三亚旅游主
题研讨会上，来自英国托马斯库克、中国携程、
三亚五星级酒店代表等中外旅游业资深从业
者，围绕“探索中国热带旅游”这一主题，结合
三亚旅游资源优势与政策优势，探寻提升三亚
旅游国际化水平的途径，把脉三亚旅游发展趋
势与机遇。

当地时间11月6日，海南旅游推介座谈会在伦
敦酒店举行。推介会向当地旅行商、媒体代表重点
介绍了海南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产品打造
情况，以及海南自贸试验区政策公布后在设立中外
合资旅行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座谈会上，托马斯
库克集团、南航驻伦敦办事处、三亚酒店代表分别
做专项推介，对海南旅游产品营销、三亚⇌伦敦航
线运营推广、三亚酒店业产品供给做了详细介绍。

省旅游民宿协会与海南大学国际
旅游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助力民宿业品质化发展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记者赵优）11月 8

日，省旅游民宿协会与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以下简称海南大学国际旅
游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从乡村振兴、民
宿创客实践与培训、开设共享经济公开课、中外
文化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培养海南跨学科
的旅游创新型人才，推动海南乡村经济和民宿产
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
日从省旅游民宿协会获悉的。

在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指导下，此次
合作借助国内知名民宿品牌小猪短租的模式创
新、大数据优势及平台服务体系，共同打造旅游
与共享经济发展的新业态，以产业+教育的模式
助力海南乡村振兴战略与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战
略的实施。省旅游民宿协会会长、小猪短租联合
创始人王连涛表示，近年来，以民宿短租为代表
的共享住宿产业发展迅速，2020年市场交易规模
有望达到500亿元，将有力推动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院长王琳称，海南省
旅游民宿协会集合了国内行业的众多优质资源，
而海南大学国际旅游学院拥有中外办学的国际
化教育资源，双方的结合可以培养出更多海南省
民宿行业的优秀人才，甚至建立起专业人才储备
库，使海南旅游和民宿从业者能接触更多市场案
例，提升海南整体民宿产业的竞争力、品牌意识、
服务规格与服务水平。

项目对接洽谈会现场。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正在享用“零食”的舜舜。 图/冯程正在嬉戏玩耍的贡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