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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深圳文博会

海南自贸区制度创新解码

关注第二届海口火山荔枝月

我省在深圳文博会引资120亿元

文化产业发展添新动力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5月16日至20日，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行。海南代表团不仅以
特色十足的展馆展示亮相文博会，同
时抓住机遇，在5月17日下午举办了
2019年海南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暨签约仪式。10个文化项目成功签
约，签约金额约120亿元。多位省外
签约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期待以务
实的合作去发掘海南文化资源潜力。

“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打造‘海
岛兄弟’这一套动漫IP（知识产权），
与此同时不断地去探索适合发展的商

业模式，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创造经济
效益，同时进一步宣传海南，增强海南
的文化自信。”海南吉客优创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雁嵩说。

5月17日下午，海南吉客优创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影时代文化发展
（武汉）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海岛兄弟》
动画大电影以及中国影视动漫创意产
业项目两大项目，这也是此次签约仪
式上的重点项目。

海南吉客优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是海南本土新锐动漫企业，专注服务
于文旅、文农、文娱产业。中影时代文
化发展（武汉）有限公司为国家级数字
出版基地，是武汉第一家综合型文化
创意类国有控股企业。

《海岛兄弟》动画大电影项目签
约金额为1500万元，将打造海南首

部动画大电影、国内首部以海南文化
为创作背景的动画大电影以及国内
首部热带海洋风格的动画大电影。
电影以海南本地旅游、民俗文化为创
作背景，推广海南文化，提升海南旅
游形象，力争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海
南动漫IP品牌。

中国影视动漫创意产业项目计划
总投资100亿元以上，将在3年内打
造2到3个符合国家4A-5A级标准
的文化旅游类景区项目，并建成一座
动漫影视产业园区。

“拍摄大电影是我们的第一步，第
二步则是基于‘海岛兄弟’强大IP，结
合海南的区位优势、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等布局特色小镇，打造产业聚集效
应。”中影时代文化发展（武汉）有限公
司董事长盘旺星说，双方力求将“海岛

兄弟”打造成为海南的文化名片，实现
科技水平领先、品牌效应突出、商业模
式清晰、经济效益明显。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为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一
流的媒体集群，当天下午，海南省财政
厅、广东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东信资本、上海堇色如枫影业
有限公司、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海
南日报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
订海南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项目。

“发挥各方优势，彼此赋能，形成
超强合力，推动海南媒体融合事业多
赢目标实现，是我们五方发起成立海
南省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的基本动
意。”上海堇色如枫影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康燕表示，基金的建立对于海南省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海南媒体融

合示范基地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与
海南的发展战略目标高度吻合。

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图书影城文化综合项目，双
方将在海南开展以进出口专业性书刊
为载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合作，通过连
锁书城增强阅读图书体验感，扩大文
化和经济效益。

“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支点，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让海
南进一步扩大开放，我非常看好海南
的文化市场。同为文化单位，我们与
海南广电有着共同的目标，我们会通
过高度务实的合作去推动海南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
理贾强说。 （本报深圳5月18日电）

名词解释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王珏）2019年1月1日，
海南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体系正
式上线，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海南中行）作为首批上线试点行，于
2019年1月29日联动上海中行、海外
中行在同业机构自由贸易账户分账核
算单元项下成功办理了全国首单自贸
区间联行代付项下融资性风险参与业
务，实现海南、上海两地FT账户业务
的合作联动及资金的有效互通运用。

据了解，海南FT账户体系可为

企业提供跨境收支、跨境贸易融资、基
于离岸汇率的本外币兑换以及贷款投
放等服务。目前，全省共有5家银行
173个网点开办FT账户业务。

海南中行的此项创新是在FT账
户体系内完成的，通过海南、上海的
FT账户联动，海南FT账户体系内的
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资金成本、利率
更加市场化。

在该联动模式下，上海中行利用
自贸区FT账户人民币资金成本优势，
为海外的联行叙做FT项下的联行代

付业务。海南中行依托上海分行广泛
的业务渠道及客户资源优势，联动上
海FT的创新产品，以融资性风险参与
的方式共同参与了其为某海外联行叙
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联行代付业务，
实现FT账户下业务叙做模式创新。

海南中行主要负责人表示，此举成
功实现海南、上海两地FT账户资金的
有效互通运用。该业务不仅是海南FT
项下首笔融资性风险参与业务，更是上
海、海南两地FT账户体系首笔银行间
资金运用的创新，为进一步扩大两地自
由贸易试验区合作，继续探索自由贸易
账户功能拓展创新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可以进一步提高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的国际化水平。
长期以来，国内的银行基本委托境外
的银行叙做代付类业务，在FT项下
通过自贸区政策红利，自贸区的银行
业可以为境外的银行叙做代付业务，
不仅有助于扩大优质资产规模，也可
以此参与海外市场的竞争，提升国际
化水平。

据介绍，随着世界500强、行业领
军企业、地区总部项目比重不断提高，
涉外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外贸新模式
新业态大量涌现，海南将基于自由贸
易账户的政策框架，大力推动自由贸
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世界投资
者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助力打造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

沪琼两地FT账户实现业务联动
有助提升我省银行业国际化水平

通过海南、上海的FT账户联动，
海南中行依托上海分行广泛的业务渠
道及客户资源优势，联动上海FT的创
新产品，以融资性风险参与的方式共

同参与其业务，实现FT账户下业务叙
做模式创新，也可以使海南FT账户体
系内的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资金成
本、利率更加市场化。

沪琼自由贸易账户联动业务

6个省级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海大揭牌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陈
卓斌）5月 18日下午，6个海南省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海南大学集中揭
牌。据悉，省级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将致力于举办有影响力的学术活
动，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党委
政府提供对策建议，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

据了解，本次作为省级社科重
点研究基地进行建设的，包括海南
省高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海南省“更路簿”
研究中心、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
院、海南省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海
南省外文海南文献与舆情研究中
心、海南省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 6
个机构，分别对应海南大学 6个一
级学科。

其中，海南省高校中国共产党
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为我
省红色智库平台，旨在聚焦红色文
化领域的全局性、综合性及战略性
问题，不断推出具有影响力与公信
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海南省开放
型经济研究院则以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为研究对象，重点开展政策与对策
研究。

本报金江5月18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叶上荣）海南日报记者
日前从澄迈县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为抓好非洲猪
瘟期间猪肉保供稳价工作，目前澄迈
已全面实行生猪统一屠宰、统一配送
模式，实现全县猪肉屠宰配送“点对

点”供应模式，今年计划新建6个标
准化屠宰场。

此前，为确保安全，澄迈县根
据农业农村部要求，已对全县范围
内所有不合格屠宰场进行了专项
整治，并制定出台《澄迈县生猪定
点屠宰场搬迁新建工作方案》，计

划今年内新建 6 个标准化生猪屠
宰场。

非洲猪瘟防控期间，澄迈指定
瑞今生猪屠宰场作为配送保供屠宰
场，构建了猪源检验供应—生猪运
输—屠宰检疫—配送—市场监管的
保障服务体系，要求所有销售的猪
肉均需经过各部门的检验检疫，需
持有相关部门开具的作为猪肉合格
上市凭证的“两证两章”，即：动物产

品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
证、动物检疫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
验验讫印章。

第一批放心猪肉已于 5 月 11
日供应上市。澄迈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澄迈将以恢复
每天350头生猪为目标，继续加大
每日猪肉供应量，不断增设放心猪
肉销售点，以满足全县群众猪肉消
费需求。

澄迈实行猪肉屠宰配送“点对点”供应

省博发布IP品牌
“南溟子”

5月18日上午，海南省博物馆举
行IP品牌发布会暨“5·18国际博物
馆日”系列活动，发布原创自主IP品
牌和形象代言人——“南溟子”。此
举旨在充分发挥博物馆“文化中枢”
的作用，以活泼的形式诠释“南溟子”
所蕴含的海南丰富历史文化内涵。

活动现场，头盘道士髻、插以黎
族骨簪、身着黎锦、脚穿蕉叶屐的动
画形象“南溟子”引起人们的关注。

据介绍，“南溟子”创意出自《南
溟奇甸赋》。南溟，南海也，亦指海
南。“南溟子”以海南岛黎族原生态人
物造型为基础，提取海南五指山、海
洋、热带风情、融入海南民族元素和
传统人物造型，结合中国童子画的特
点，演绎出一个活泼、可爱、富有正义
感充满好奇心的南海之子动漫组合
人物形象。

文/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吴慧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晶亮）“趁着双休日带
着孩子来琼山摘荔枝，让他体验一下
乡村生活。”5月18日上午，在海口市
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鳞村荔枝果园里，
刚刚结束采摘的游客林先生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虽然天气炎热，但这并不能挡住
游客们采摘的热情。在龙鳞村，一辆
辆小轿车在村民的引导下，有序停放

在指定的停车点。龙鳞村荔枝果园
里，大人、孩子三两成群，在果园里穿
梭，品尝自己亲手摘下的荔枝，体验
别样的乐趣。

采摘完荔枝，不少市民游客还要
尝下农家菜再回城。中午12点，龙
鳞村农庄里饭桌已经坐满了人，有些
要用餐的游客还需要排队等候。

“今年海口火山荔枝上市以来，
我们村的人气越来越旺。今天一上

午来村的市民游客就有320多人。”
龙鳞村农庄老板唐吉介绍。

据了解，龙鳞村目前共种植荔枝
600多亩，每年荔枝上市后，这里的荔
枝大多用来发展采摘游。“果园里采摘
荔枝的价格比荔枝收购的价格高，果
农们还可以省去人工摘荔枝费用，不
少村民因此提高了收入。”唐吉说。

据悉，琼山区是海口火山荔枝主
产地之一，荔枝种植面积达8.23万
亩，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荔枝早熟基
地，也是海南省荔枝种植主要基地，
主要种植的荔枝品种有妃子笑、白糖

罂等。
据悉，近来每逢周末，琼山区各

个荔枝果园纷纷迎来荔枝采摘游热
潮。“目前我们接待游客最多一天达
到300人次。”红旗镇泮边休闲农庄
负责人黄雪珍说。

琼山区旅文局局长王武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海口火山荔枝上市期
间，琼山区开辟了多条荔枝采摘游
线路，分别在三门坡、云龙、红旗、旧
州、大坡、甲子等乡镇设置了多个荔
枝采摘游玩点，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
前往琼山区游玩，采摘荔枝。”

火山荔枝红了 采摘游火了
海口琼山区在部分乡镇开辟了多条荔枝采摘游线路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7日12时-5月1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4

12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7

27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林红生）草地贪夜蛾，这一原产美洲的重大危险性
入侵害虫已蔓延到海南，危害着海南的玉米、水稻
等粮食作物。海南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具体如何
开展？5月17日，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农科院、
中国科学院、省农业农村厅、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省农科院、海南大学以及广东、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植保专家来到海口，为下一步有效防治海南
草地贪夜蛾出谋划策。

草地贪夜蛾的危害有多大？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室主任
金涛介绍，草地贪夜蛾最大的危害就是太能吃，低
龄幼虫常隐藏在叶片背面“偷吃”，老熟幼虫对玉米
的危害非常严重，它们不仅能吃玉米雄穗和果穗，
还会把整株玉米的叶片吃光，造成农作物减产。

“除了最喜欢吃玉米，草地贪夜蛾还吃水稻、
棉花、高粱、花生等80多种农作物，爱吃的基本属
于我们的口粮。”金涛说，草地贪夜蛾迁飞能力强、
入侵能力强、繁殖量大、寄主范围广、暴食性强，我
们已在海南18个市县发现这一虫害。

金涛还说，高温高湿的海南给草地贪夜蛾提
供了快速繁殖的条件，这也将危害我省南繁地区
的玉米、水稻、棉花等作物的育种，危害南繁生物
安全。

这段时间以来，植保专家积极开展联合防治
工作，先后前往海口、三亚、儋州、陵水、澄迈、东方
等地进行调查与防治，了解我省使用化学农药和
防治方法，对草地贪夜蛾识别与防控技术展开培
训。此外，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植保专家还孵
化了草地贪夜蛾成虫和幼虫，目前正在进行寄生
蜂、生物药剂等绿色防控实验，为海南草地贪夜蛾
绿色防控筛选适宜的方式。

专家一致建议，海南要统筹全省植保力量，对
农户和相关技术人员加强识别和防控技术的培
训，弄清草地贪夜蛾的发生地域、危害程度，做好
全岛特别是南繁地区害虫的监测预警，了解害虫
迁入迁出海南的情况，加强害虫的生物学、生态
学、毒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绿色防控技术研
究，保障国家南繁生物安全。

草地贪夜蛾入侵我省危害农作物安全

农业专家联手防控
美洲"幺蛾子"

草地贪夜蛾幼虫取食玉米叶片。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供图）

海口市业主委员会
协会成立
将助力海口小区成立业委会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记者张期望）5月18
日下午，海口市业主委员会协会（以下简称海口市
业委会协会）宣布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
暨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该协会成立后，将致力解
决海口小区管理“痛点”，推动海口小区自治、组织
和指导小区业主召开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
等工作。

根据相关要求，海口市业委会协会成立后，将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引领、指导、带动等功能，在政
府、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其他行业协会与本协会会
员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向政府主管部门及时反
映行业心声，加大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宣传力
度，积极推进物业管理行业标准的制定，探索和协
助政府完善社区综合治理模式，为推动海口市物
业小区管理服务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当选的海口市业委会协会会长肖江涛表示，
目前，海口有1500多个小区，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
仅占两成。由于业委会缺位，导致很多小区管理存
在投诉多、监督难、维权难等问题。海口市业委会协
会成立后，将加大对海口小区成立业委会的指导力
度，全面推动小区自治管理，深入探索小区管理模
式，努力解决小区管理各种“痛点”问题，为协会各成
员单位、海口各小区及其业委会做好服务和指导。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