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自贸英语角

A：What can we see in Qionghai？
在琼海有什么游玩的地方？
B：You can visit the Memorial Gar-

den of the Women’s Red Detachment
and go rafting along the Wanquan River.

您可以去参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并在万泉河
漂流。

Jiaji Duck 加积鸭
The ducks are traditionally raised in

the QiongHai area on a diet of bran and
small fish and shrimps。 这些鸭子传统上都
是在琼海地区，以麦麸和小鱼虾饲养长大。

Fried ice 炒冰 It’s like snow cone。
它像刨冰一样。

Rice roll with mango 芒果肠粉

支持三亚海上旅游合作开发基地、澄迈等油
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建设。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maritime
tourism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base in
Sanya and oil- gas exploration and pro-
duction service bases in areas including
Cheng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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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赶海节落幕，琼海将打造赶海节品牌，推进休闲渔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赶海，渔业转型“新富矿”
■ 本报记者 袁宇

“以前是在朋友圈‘围观’，今年第
一次来参加，很热闹，氛围不错。明年
还会再来。”8月23日，在琼海市潭门
镇，说起刚刚结束的赶海节，来自海口
的游客唐义俊仍然回味无穷。在潭门
赶海节举行的这一周里，他和家人在
潭门逐沙踏浪、吃海鲜、看演出，玩得
十分尽兴。

8月23日，持续了7天的2019第
五届潭门赶海节落下帷幕，不少游客
表示意犹未尽，纷纷与潭门许下来年
的“赶海”之约。

与往届赶海节相比，今年潭门赶
海节由原来潭门镇主办，升格为琼海
市委、市政府主办，内容更加丰富。琼
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赶海节
是推动渔业由传统捕捞向休闲渔业转
型发展的重要举措，琼海将继续做大
做强赶海节这一品牌，推进琼海休闲
渔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内容更丰富传播更广泛

短短一周时间，2019第五届潭门
赶海节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达到506

万，活动总曝光量突破800万次，在网
络上迅速掀起一场“赶海风暴”。

“活动很丰富，我们从开幕玩到闭
幕，还感觉没玩够。”在潭门中心渔港，
琼海人王婷婷说，今年赶海节不仅内
容丰富，而且形式新颖，“我们每天一
早自驾来潭门，晚上再回市区。像趣
味运动会、泡沫沙滩跑等都很好玩。”

琼海市旅文局局长吴恩泽表示，
本届赶海节从丰富游客体验出发，精
心策划设计了开幕式、旅游消费季活
动、亲水运动季活动、研学旅游活动等
4大板块活动，“每一个板块又有若干
精彩小项，如开幕式当天的祭海仪式、
沙滩音乐节等。目的就是让游客玩得
尽兴，把他们留在潭门。”

在活动内容的策划上，本届潭门
赶海节更加注重大众参与性。湖北游
客王京在赶海节开幕式上和大家一起
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他说：“以往
看到类似的活动，大多是主办方‘自娱
自乐’，但是在潭门，活动都能让我们
参与，体验很好。”

据统计数据显示，本届潭门赶海
节中，南海博物馆研学旅游活动吸引
近1.2万人次参与，亲水运动季活动
吸引了约5000人次参与。“108兄弟

火锅广场开张仅2天，就接待了1200
多名游客，创收3.95万元。”潭门镇副
镇长郝兴华说，赶海节使潭门旅游业
态进一步丰富，未来潭门将继续做好
特色小镇、美丽渔村和海洋产业三大
文章，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节庆活动促进旅游消费

潭门镇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路簿，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祭海
仪式，有国家级的中国南海博物馆，这
些文化元素贯穿赶海节活动全过程。

在本届赶海节中，老船长卢家炳
现场讲闯海故事，让更多的游客了解
更路簿和潭门人的闯海历史；本土乐
队在沙滩音乐节激情献唱，传播海南
话歌曲；琼剧团带来精彩的琼剧节目
演出，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文化。

吴恩泽说，潭门赶海节正充分挖
掘传统古老的渔家文化内涵，与现代
游客的需求结合，打造出内容独特的
休闲渔业新业态。

琼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可介
绍，发展休闲渔业也是琼海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应对渔业
资源短缺和进一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帮助渔民转产转业的现实需要，可助力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动乡村
振兴，传承海洋文化。琼海要把潭门赶
海节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节
庆活动大品牌，有力推进琼海休闲渔业
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自2015年始，琼海已连续举办5
届潭门赶海节，“潭门赶海”的品牌逐
步树立起来。本届潭门赶海节开幕当
天，潭门码头就聚集了约8.6万人，其
中外地游客1.56万人。

“活动期间，潭门镇、博鳌镇的餐
饮、住宿业经营情况良好，南海博物馆、
潭门休闲旅游项目的游客消费也较平
时更高。”吴恩泽说，较多自驾游客受节
庆活动影响在琼海开展两天一晚游，也
极大地带动了潭门镇各类消费，节庆活
动对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

旅游活动推动消费扶贫

本届赶海节期间，琼海在潭门海
边开展潭门鲜吃节活动，邀请24家美
食商家入驻的同时，还设立了13个镇
展区，推广、销售各镇优质特色农产
品，开展消费扶贫活动。据介绍，仅8
月17日当天就售出17万元的产品。

来自辽宁的游客付燕和朋友在集
市上一路走走停停，对很多产品都很
感兴趣，时不时还品尝一下。她说：

“我看到很多非常好的农产品，像诺丽
果等，我非常喜欢。听说买这些水果
还能帮助贫困户，一举两得。”

会山镇农旅康养体验馆店长李子
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借助赶海节的
高人气，不仅能拓宽这些农特产品的
销路，还能让更多人了解、认识到琼海
的农特产品，打响在市场上的口碑，

“能够更好地促进以后的发展。”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

当前正以打造“两区三地四中心”为契
机，在嘉积、博鳌、中原、潭门等地的大
型旅游景点设立扶贫商品一条街或销
售点，向游客推销具有琼海特色的农
产品、手工艺品。2019第五届潭门赶
海节凝聚大量人气，有力推动了旅游
消费扶贫。

下一步，琼海还将支持有实力的
旅游企业与各村和贫困户对接，帮助
挖掘旅游资源，策划旅游营销方案，实
现旅游扶贫与消费扶贫的高度融合，
多形式多渠道促进产业扶贫提质增
效，为加快建设海南东部中心城市打
好坚实基础。（本报嘉积8月23日电）

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

海航集团位列民营企业
服务业100强首位

本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亚龙）8月
22日，2019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在青海西
宁召开，全国工商联在会上发布2019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及分析报告，海航集团位列民营
企业500强榜单第二位、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
榜单第一位。

据介绍，过去一年，海航集团聚焦航空主业，
全力处置非主业资产，持续优化资产结构，逐步
化解流动性问题，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海口首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补充消防救援力量

146名政府专职
消防员入驻消防站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杨宇鑫）8月22日，海口市
政府专职消防员进驻仪式举行，146名
政府专职消防员正式入驻海口部分消
防站，参与灾害事故处置任务。

据了解，这是海口首次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补充消防救援力量。此
次入驻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均为通过消
防职业技能考核认证的专业消防员，将
与原有消防救援力量一同担负火灾扑
救、抢险救援、社会救助等任务。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白沙福妥村发展香米种植产业，助力农户增收

一碗香米 富了农家
本报牙叉8月23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熊文汇）“今年我家种
了5亩绿金香香米，都不愁销路，下
半年我还要多种些。”日前，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打安镇福妥村绿金香香
米销售款发放仪式上，贫困村民曾
造促领取了 5310元后笑得合不拢
嘴。当天该村43户村民共领到13.6
万元销售款，其中19户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村民们领到的这第一笔销售款
来自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白沙分公
司。在销售款发放仪式上，白沙电商
办与中国移动海南公司白沙分公司
签订了绿金香香米认购协议。根据
协议，白沙电商办将绿金香香米作为
爱心消费扶贫产品进行线上销售，中
国移动公司则予以批量认购，第一次
认购总额13.6万元，截至目前累计认
购金额已达30万元。

“以往，村民种植传统水稻的效
益并不乐观。”在白沙科协主席邢福
顺看来，福妥村位于南高岭脚下，毗
邻珠碧江，山泉资源丰富，十分适合
发展优质水稻产业。为此，今年初，
在白沙科协、福妥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的努力下，福妥村首次从省农科院引
进优质水稻品种“绿金香”，挨家挨户
动员村民尝试种植。在此期间，省农
科院、白沙科协经常进村为种植户提

供技术指导。
曾造促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

6月，刚把收割的稻谷晒干，白沙电商
办运营人员就来洽谈收购事宜，价格
几乎是以往传统稻谷的两三倍。

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引进更优质的水稻新
品种给村民种植，帮助村民尤其是贫
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助力白沙打赢
脱贫攻坚战与实现乡村振兴。

美食展销 包罗九大品牌 一次逛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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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两款新车
儋州发布

本报那大 8 月 23 日电 （马 妤
帆 记者周月光）8 月 23 日晚，在儋
州特色产品暨西部车展现场，北京
汽车举行隆重的新车发布仪式，推
出北京汽车智达 X3、BJ40 城市猎
人版两款新车。

专为青年量身打造的北京汽车智
达X3，一经问世，便受到广大青年的
关注和喜爱。其搭载全球首创“永不
抛锚”系统，可以实时监控车辆的行驶
状态，并通过车机将相关数据反馈给
驾驶者，令驾驶者可以提前排除车辆
可能存在的故障。

北京汽车BJ40 城市猎人版，定
位“城市驾享自由人”，专为在城市中
生活，但内心向往自由的“城市猎人”
们打造。以全域猎控、全心猎享、全
时猎玩等三大核心卖点，满足越野向
往者“横穿城市，竖爬荒野”的多元化
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北京汽车在儋
州车展发布两款新车上市，说明北
汽对本次车展的重视程度，也标志
着儋州正在成为海南西部汽车销售
中心。

2019儋州特色产品暨西部惠民车展首日人气火爆

引爆购车热情 逛吃儋州美食

“这种小艾团太好吃了！老板，再
来一份！”8月23日上午，在儋州特色农
产品展区，来自海口的市民刘伟一口气
吃了5份儋州特色小吃——小艾团。

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小艾
团用艾草捣碎制作而成，配上用当地
草药熬制出的糖水，辅以红枣、花生
碎，一杯下去，暖胃又祛湿。

除小艾团，艾草奶茶、艾草茶叶蛋
也受市民游客青睐，一上午就卖出上
百份。

儋州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条件优越。近年来，儋州

抓住全面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条主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实
施农产品品牌战略，重点打造儋州粽
子、儋州红鱼、光村沙虫、儋州黄皮、海
头地瓜、儋州蜜柚、儋州鸡、儋州跑海
鸭蛋、儋州绿壳鸡蛋等九大特色农业
品牌。如今，儋州特色农业品牌名声
在外，成为当地富民农业品牌。

此次活动，儋州市组织15家农业
企业、40多种农产品参展，儋州九大农
业品牌也纷纷亮相，扩大了产品的知
名度。记者在现场看到，儋州土糖、铁
皮石斛、原生态香米、儋州跑海鸭蛋等

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色香味俱全，展
位前都吸引很多市民游客品尝购买。

“我们的红米，平时五斤一袋的批
发价是60元，活动期间是48元一袋。
小袋两斤装的活动价是20元。开幕没
多久，已经有很多人过来品尝红米粥，
卖出好几袋了。”东坡红米展位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此次参展，他们主要给产
品做宣传推广，目前看来效果很好。

儋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林程表
示，今年以来，儋州市以入选全国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
和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重

点打造海头地瓜、大成黄皮等公用区域
品牌，近日又发布《儋州市扶持特色产
品和特色小吃专营店奖励暂行办法》
《儋州市特色产品营销奖励暂行办法》
《儋州市农业重点企业和“四上”企业扶
持奖励办法》等系列政策，扎实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活动期间，举办方还推出微信摇
红包、签到即有礼、幸运抽大奖、新车
来试驾等活动，聚积大量人气，儋州特
色产品暨西部惠民车展有望成为一个
全新的西部消费平台。

（本报那大8月23日电）

■ 李金波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太给力了！比平时在4S店便
宜了那么多，我一定要好好逛逛，争
取今天将新车开回家！”

“这么多儋州特色小吃和农产
品，我逛吃一圈下来都喝饱吃饱
了！也买了一堆好东西！”

8 月 23 日上午，为期 3 天的
2019儋州特色产品展暨西部惠民
车展活动在儋州市民文化广场隆重
开幕。本次展览邀请近40个汽车
品牌携150余款汽车参展，消费者
购买任一款汽车都享有特别优惠；
在儋州特色农产品展区，儋州土糖、
儋州跑海鸭蛋、儋州粽子、儋州蜜柚
等特色产品纷纷亮相，吸引大批市
民游客们边吃边逛，嗨翻全场。

“我一直很喜欢东风日产的发动
机性能，之前在4S店试驾过这款车。
今天到现场，发现优惠力度很大，毫不
犹豫就把它买下来了。”

活动开幕式结束不到半小时，全
场第一笔购车订单就产生了。儋州市
民林新学现场订购一台东风日产全新
天籁汽车。这款车在此次车展期间比

平时优惠1.8万元，同时赠送日产购
车大礼包。

“此次活动前期邀约工作非常
充分，这对车展成功举办非常关
键。”林新学告诉记者，他是在刷抖
音时看到了活动消息，看到报纸上
的宣传后加深了印象，便带着朋友
慕名而来。

据了解，本次展览邀请东风日
产、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红旗轿车、
长安马自达、奇瑞、比亚迪、北京现
代、法国DS、美国林肯等近40个汽
车品牌携150余款汽车参展。消费
者购买任一款汽车都享有特别优惠，
在优惠直降的基础上，对公务员和农
村户口居民还有适当的降价调整和

补贴，打造“全民购车、全民底价”真
正的购车实惠。

活动现场，一汽丰田除展销热销
车型外，还带来一款新能源车供市民
体验。由于前期宣传到位、优惠力度
空前，开幕当天就吸引数百名市民前
来试驾、下单。而广汽丰田不到3小
时就售出4辆汽车。

看车买车 150余款汽车参展 优惠力度空前

本次车展为消费者实惠购车提供了好机会。 车展现场人潮涌动。 儋州农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追捧。(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