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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陈卓
斌）由省委网信办主办，南海网和海口
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19中国（海南）
微视频创摄大赛于5月2日启动。活
动分专业组和达人组，各地视频拍摄、

剪辑爱好者均可参加，共同角逐30万
元总奖金。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
征集内容题材不限，投稿者可选择拍
摄1分钟以内，适合在新媒体传播的

微视频，或5分钟以内，用于公益投放
及媒体展示的短视频。有兴趣的参赛
者需将视频作品传至大赛组委会设立
的公共邮箱（hnwspds@qq.com），经
审核通过后，再由大赛组委会上传至

南海网和海口广播电视台的展示平台
上，进行后续评比。

据悉，本次大赛以“爱分享，EYE
海南”为主题，其中作品征集将持续至
今年10月，大赛分为《70年，乐享发

展》《Best·海南》《Fun生活——锦绣
中华 大美山川》《海南就这young》
四个主题竞赛单元。创作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独特视角，选择不同单元内容，
用各自的镜头来记录、分享海南之美。

中日韩三国围棋名人赛传来捷报

中国组合包揽混双冠亚军
新华社合肥5月3日电（记者周畅）3日下

午，第七届中国·合肥“庐阳·志邦杯”中日韩三国
围棋名人混双赛在三国新城遗址公园落幕，经过
两天角逐，中国组合范廷钰/王晨星战胜另一对中
国组合时越/王爽夺得本次赛事冠军。

经过2日上午的首轮比赛后，中国的芈昱廷/
於之莹、范廷钰/王晨星、时越/王爽以及来自韩国
的金志锡/吴侑珍四组选手胜出。在2日下午的
半决赛中，上届冠军芈昱廷/於之莹不敌范廷钰/
王晨星组合，时越/王爽组合击败金志锡/吴侑
珍。范廷钰/王晨星、时越/王爽两对组合晋级决
赛，中国组合提前锁定冠军。

决赛现场，范廷钰/王晨星组合猜得黑棋先
行，经过2个半小时的鏖战，时越/王爽投子认负，
范廷钰/王晨星问鼎本次比赛冠军。

与此同时，在三国新城遗址公园金汤虎台一
楼小剧场内，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与中国
围棋队领队华学明联手为前来观赛的围棋爱好者
进行决赛大盘讲解，分析战况。

本届赛事由中国围棋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合
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2019中国（海南）微视频创摄大赛启动
总奖金30万元，作品征集将持续至今年10月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尤梦
瑜）今年“五一”假期，海南观众能听
到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和他的
好友们“说”相声。5月3日晚，2019
精品剧目惠民演出之《姜昆“说”相
声》在省歌舞剧院上演。姜昆领衔的
相声名家新秀齐聚一堂，为海南观众
带来一段段精彩的相声。

《虎口遐想》等姜昆的相声，伴随
着几代观众成长，其号召力不言而
喻。当晚的演出现场座无虚席，精彩
的相声引来观众连连叫好声。值得
一提的是，演出中不仅有戴志诚、郑
健等相声名家与姜昆共同演绎经典
相声选段，还有多位“80后”“90后”
相声新秀也参与其中，李丁、董建春
等人也与老一代相声名家一起演绎
新作品，现场幽默、温馨的氛围感染
着每一位观众。

《姜昆“说”相声》由姜昆本人担
任总策划，2017年开始全国巡演，是
姜昆在从艺40年之际为观众奉献的
一场相声盛宴。通过回顾自己40年
艺术生涯中的代表作，向观众讲述相
声艺术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姜昆希望通过这样一场演出，让更
多人明白，作品是文化艺术工作者
的立身之本。他表示，这场演出不
仅是简单的相声演出，更显示了相
声界老、中、青三代人的接力，内容
方面不仅有经典作品，更有展示时

代风貌的新作品。
“非常高兴来到海口演出，这次

演出是我们在2019年开启的第一
场。演出票一天时间就售罄，让人深
深感受到海南观众对相声的热爱，我
们非常受鼓舞。”姜昆说。

5月2日，姜昆一行人前往海南
福星相声社交流。多年来，海南福星
相声社一直坚持举办公益演出，推广
相声文化。姜昆表示，本地年轻相声

演员的精神令人感动，也非常欣喜看
到他们对相声文化的积极推广，姜昆
表示未来会支持他们的表演。他相
信，本地相声演员会结合实际，创作
出更适合海南观众的相声。

姜昆师从相声大师马季先生，从
艺40余年，创作表演了上百段相声
作品。上世纪90年代，他创作的国
内首部相声剧《明春曲》，在国内外演
出近百场，受到广泛好评。

《姜昆“说”相声》海口上演
老、中、青三代艺术家奉献精彩演出

王者荣耀城市联赛结束
FAC战队夺冠

本报海口5月3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
天激烈角逐，第七届王者荣耀城市赛长影环球
100奇幻乐园站5月3日结束，FAC战队获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省内60个战队参加。获得
亚军和季军的分别是H战队和别让我逮到你战
队。前3名战队赢得参加海南总决赛入场券。

本报海口 5月 3日讯 （记者郭
萃）5月3日，2019海口体育大汇演
太极文化专场演出在海口五源河文
体中心举行，500余名太极爱好者参
加演出。

当天上午9时，伴随铿锵有力的
音乐旋律，海口4个区的太极爱好者
共同带来了简式24式太极拳。随后，
各区分别展示了不同的太极拳，包括

杨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杨氏太极
剑、功夫扇等多种太极表演形式，刚柔
并济的形式，整齐划一的动作，展示了
太极拳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太极
拳的魅力，展现了海口群众健身运动
的新风采，营造了全民健身的氛围。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指导，海口市体育运动学校
主办。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钟宇思）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橄榄球项目预赛（社会俱乐部
组女子7人制橄榄球乙组）4月29日
至30日在贵州省遵义市举行。白沙
女子橄榄球队以第四名的成绩晋级二
青会橄榄球项目决赛。据悉，决赛将
于今年8月在山西太原举行。

白沙黎族自治县旅文局负责人
介绍，目前，白沙女子橄榄球队有12
名运动员，是海南省第一支女子橄榄
球队。自2018年以来，白沙与北京
体育大学竞技体校橄榄球队合作办
学培养橄榄球运动员，由于此次是第
一次参加全国性大赛，白沙女子橄榄
球队在预赛中暴露出经验不足等问

题，但参赛队员拼劲十足，技术日臻
成熟。教练员及队员均表示，距决赛
还有三个多月时间，一定加紧训练，
争取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为海南争
得荣誉。

近年来，随着白沙文化体育中心
的建成，白沙凭借优美的生态环境，以
橄榄球、拳击、攀岩等运动项目为抓
手，努力打造特色运动及赛事，力推

“体育+旅游”发展，取得一定成效。
今年2月，白沙旅文局和教育局联

合举办了“2019年白沙县中小学体育
教师橄榄球培训班”，聘请国家青年橄
榄球队教练组为白沙中小学体育教师
进行培训，旨在全县各中小学开展橄
榄球运动。

二青会橄榄球预赛贵州结束

白沙女队打进全国决赛

姜昆在海口表演节目。 省旅文厅供图
海口太极文化专场演出举行

500名太极爱好者展示风采

记者手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创新，是贯穿海口国家
高新区28年发展历程的重要举措。

管理上，从公司管理到政府管
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让高新区的
格局不断扩大。引入物业管理，贴心
服务让企业的投资建设更加无后顾
之忧。

政策上，作为全省 3 个“极简审

批”改革试点园区之一，海口美安科
技新城创新实施十大改革措施，使审
批效率提高 80%以上。春江水暖鸭
先知，园区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有
着最深的感触，从企业的纷纷点赞可
以看到，高新区的政策创新切切实实
地为企业带来了便利。

产业上，为了引入优质项目和企
业，高新区主动转变招商模式，提出“靶

向招商”理念，结合海南的十二个重点
产业上门招商，并成功引进一批重大
项目，推动园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创新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发展
注入不竭动力，让其拥有独特魅力和
持续吸引力，使其实现跨越式发展。

只有点燃创新引擎，海口国家高
新区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

(郭萃)

创新为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上接A01版

勤恳好学的青春最充实

从普通技校毕业生，到全国技能
大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从一名煤炭开采装备制
造厂的基层钳工，到为中国深海科考
设备保驾护航的高技能人才……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工人周

皓用了20年时间。
周皓不仅是钳工，还熟练掌握

车、铣、刨、钻、镗等多个工种的技
能。在深海所的3年多里，周皓参与
保障了3次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渊科
考任务，至今保持着零件加工制作零

失误的纪录。
对无数当代青年而言，白天忙工

作，只好把夜晚留给自己，去学习、去
拓宽人生的可能性。对周皓而言，他
用每个苦读的深夜以及每个埋头打磨
的零件，把自己的青春填充得饱满而

耀眼。
曾敏的博士学位也是工作后考取

的，她严谨缜密的临床思维和扎实的
临床实践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系
统学习、善于总结、认真钻研的结果。
选择成为医生，不仅选择了责任与担

当，更选择了无止境的学习。“我们需
要不断学习，以掌握更多前沿知识。”
曾敏说，无数个夜晚，只有一杯咖啡、
一盏灯支撑她查阅文献、写文章。

把奋斗作为青春最亮的底色，去
塑造更耀眼更夺目的青春，实现更远
大更有价值的理想，不只是曾敏和周
皓的追求，更是广大青年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的青春力量。

（本报海口5月3日讯）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上接A01版
“到处都是齐腰高的荒草，整个园区
就一间学校和一个药厂。”王文海坦
言，“看到这种情况，心里真是没底。”

吸引企业入园是首要任务，2001
年6家企业进入园区，吹响高新区二
次创业的号角。

在高效的管理体制下，高新区内
企业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2003
年药谷工业园一期和云龙产业园开
始建设，2006年药谷二期建设，2007
年狮子岭工业园和海马工业园纳入
高新区管理，2013年美安生态科技新
城开发建设……至此，海口国家高新
区一城四园的格局正式形成。

从企业上门到政府上门

如今的美安科技新城，婀娜的椰
子树和艳丽的三角梅交相辉映，让
人心旷神怡。这里的美，不仅在于环
境的外在美，更有极简审批等带来的

“内在美”。
2015年起，我省基于省域“多规

合一”改革，在海口美安科技新城起
步区推行“极简审批”试点。

“以前办各类审批手续都是我们
追着各部门跑，现在则是相关部门主
动联系我们，主动服务。”对于“极简
审批”带来的变化，龚其才深有感触，

“极简审批让项目从签约到落地动

工，审批时限提速80%以上。这种有
效的尝试，缩短了建设周期，也为我
们节约了近200万元的资金成本。”

“在极简审批的改革过程中，高
新区推行‘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
的工作思路，通过实施‘规划代立
项’、推行承诺制度、建立‘准入清单’
等十大改革措施，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收效显著。”王文海说道。

从综合招商到精准选商

随着高新区优势的进一步凸显、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知名度的快
速提升，越来越多企业在园区落户，
如何促进园区产业朝集群化、规模
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成了高新区
的又一工作重点。

“我们组建了以市场化形式运作
的海口国家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配
强了招商引资专业队伍，接洽了大批
科技含量高、综合实力强、税收贡献
好的意向企业，实现了由‘招商’向

‘选商’的跨越。”高新区主要负责人
如是说。

海口国家高新区提出了“靶向招
商”，以美安科技新城为主体，围绕重

点产业方向开展精准招商。“我们重
点瞄向世界500强企业、全球制药20
强企业、中国企业信用500强等企业
进行招商。同时聚焦医疗健康、人工
智能、轻型低碳制造、海洋产业、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新装备等
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服务等重点领
域。”高新区主要负责人说。

通过精准招商，高新区对接了一
批质量高、附加值高的大企业大项
目，并成功引进了一批重大项目，有
力地推动园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园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78

家，约占全省五分之一，全市近三分
之一。2018年在全国156个国家高
新区中，综合排名第71位，较上年度
提升7个名次。

然而，这远远不够。尤其是海南
建设自贸区、自贸港，对于海口国家
高新区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除了在招商、服务等方面进行
变革，园区还将探索综合用地模式。”
王文海说道，“今年3月份，我省出台
《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和用地
保障的意见（试行）》，我们将在符合
区域要求的基础上，对基础设施和生

活设施配套方面在政策上给予鼓励，
通过综合性用地方式经营管理把园
区整个区域盘活。”

正如在高新区所看到的，一栋栋
拔地而起的高楼改变了人们对传统
园区的认识。“更像楼宇而非工业厂
房。”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潘军这样描述着他们的研发大楼，

“在二期建设12万平方米的膜力创新
工厂项目中，我们将更注重平台建设
及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先生活再生产是今后园区规
划的目标。”王文海充满信心地说，

“未来，高新区将成为集生产、生活
为一体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产
业园区。”

（本报海口5月3日讯）

荒地上崛起的科技新城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3日电 （记者林德
韧 马锴 王浩明 孙哲）红山体育馆里，广东队队
员在恣意欢庆，易建联与主教练杜锋紧紧拥抱在
一起。4：0，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见证了广东队
的第9个CBA总冠军。在经历磨合、阵痛、重建
与腾飞之后，广东队终于得偿所愿，时隔6年再次
站在了总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CBA24年历史上，广东队的强大毋庸置
疑。算上本赛季，广东队在24个赛季中全部进入
季后赛，其中14次打入总决赛，9次获得总冠军。

总决赛面对淘汰了上赛季冠亚军的新疆队，
广东队上下十分低调。不过，广东队在总决赛中
展现出了更好的状态。首战以19分大胜。次战，
再以19分取胜。三战，广东队已取下3：0优势。
四战，新疆队依然没有放弃，全场狂揽37分的易
建联，助广东队将总冠军收入囊中。凭借四战稳
定发挥，易建联也荣膺本赛季的“总决赛MVP”。

5月3日，广东东莞银行队球员易建联（左）
获颁“总决赛最具价值球员”奖杯。 新华社发

CBA“九冠王”诞生

5月3日，2019亚洲女排俱乐部锦标赛四分
之一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天津渤海银行女排以
3：0战胜越南VTV平田龙安女排。图为天津队
球员王媛媛（右）和龚翔宇（左）在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女排亚俱杯四分之一决赛

天津渤海银行胜越南VTV平田龙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