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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该剧由著名李永志导演执导，全
剧音乐依据著名琼剧作曲家吴梅、中
国戏曲学会音乐协会会长谢振强等国
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多次修改，创作表
演团队为打磨艺术精品不遗余力。该
剧取材于大革命时期海南岛红军一支
传奇的女子连队，表现了历经压迫、备
受欺凌的苦难翻身奴隶成长为合格革
命战士的过程。

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由海南省
文化艺术学校师生同台出演，是海南
省文化艺术学校与中国戏曲学院建立
战略合作以来教学实践的又一成果，
来自中国戏曲学院的专家学者为剧目

的主创核心人员。此剧是双方整合艺
术资源，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创作
文艺精品以及琼剧传承等方面更深层
次的合作，以当代视野对英模真实事
迹题材作出的新思考、新呈现，是对海
南传统琼剧的继承和创新的探索，共
同推动戏曲传承创新。

担任该剧艺术顾问的是中国戏曲
学院艺术实践处处长张尧，出品人和
剧本执行审稿为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
校长张艳。

该剧主要演员为：国家二级演员
李丹叶、优秀青年教师叶建宏、吴崇
阳、吴巧音、姚彩虹、吴宏等。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与中国戏曲学院联合打造教学实践精品剧目

将于10月15、16日在海南省歌舞剧院荣誉上演

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指出

发挥联席会议作用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李磊）为贯彻
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10月11
日下午，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第一次会
议在海口召开。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海南市场主体达85
万余家，其中90%以上是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省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
要力量。今年5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建立省级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包括省直27
个单位、各市县政府负责人。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省委、省政府也制定了
具体举措，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民营
经济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件件、一项项抓好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努力
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企业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创
新能力不足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建立健全
民营企业服务诉求“直通车”等制度，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各成员单位要
发挥自身在联席会议的职能作用，共同形成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20名湄公河国家人员
来琼接受培训
学习热带作物产品加工与包装技术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由科
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海南大学-柬埔寨皇家农
业大学汉语中心承办的2019年度发展中国家技
术培训班项目——湄公河国家热带作物产品加工
与包装技术培训班，10月 11日上午在海口开
班。来自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等湄公河国
家的20名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接受培训。

海南日报记者从开班仪式上获悉，湄公河国
家拥有丰富的热带农业资源、优越的农业生产气
候、品种丰富和数量巨大的热带农产品，但其农业
产业链不够成熟，农产品加工环节相对薄弱，农产
品的巨大附加值还未被充分挖掘。根据《澜沧江－
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我国将在
3年内向湄公河国家提供5000个来华培训名额。

本次研修班就是根据湄公河国家的技术需
求，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以热带农产品加工和包
装技术为主，对湄公河国家的相关科研人员、技术
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培训期间，学员
们将通过课堂学习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加深对中
国热带农产品装备、加工工艺及包装技术等的认
识和了解。

项目承办方相关负责人认为，本次培训班举
办是海南大学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助
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具体行动，有利于中国和澜沧江—湄公河国
家（以下简称澜湄国家）的热带农业科技和产业合
作；有利于促进海南与澜湄国家民心相通，为开展
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境外华文媒体
海南行圆满结束

本报海口 10月 11日讯 （记者
邓海宁）10月11日，来自俄罗斯、罗
马尼亚、奥地利、日本等 19个国家
和地区的 34 位华文媒体高层人士
在三亚结束最后一站考察，为2019
年“行走中国·境外华文媒体海南
行”为期 5天的考察采访活动画上
圆满句号。

在5天的采访考察时间中，境外
华文媒体高层人士一行先后走进海
口、文昌、琼海、万宁、三亚等市县，了
解海南取得的重大成就，领略海岛人
文风光，感受自贸区、自贸港发展脉
动，通过手中的笔和镜头，向海外华人
华侨介绍海南的发展变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新闻社、海南省
委宣传部、海南省委统战部（海南省侨
务办公室）共同举办。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万洋高速公路
年底将全线开通
目前已进入工程扫尾阶段

本报万城 10 月 11 日电 （记
者袁宇 通讯员许振望）海南日报
记者10月10日从有关部门获悉，
万洋高速全线各标段路面施工均
已进入尾声，并陆续进入后期的
交通安全和机电工程安装阶段。
据介绍，万洋高速公路将在今年
底全线开通。

10月 10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万洋高速万宁后安枢纽连接线施工
现场看到，匝道口沥青路面已全部
完工，高速公路途经村庄和人畜容
易误闯入的地方，都已安装上钢质
防护栏。

万洋高速公路起点位于万宁
后安镇，途经琼海、琼中、屯昌、儋
州，终点在洋浦经济开发区，项目
全长 163.42 公里，项目建成后万
宁至儋州车程将由原来的4个多
小时缩短至约一个半小时。万洋
高速公路是全国绿色公路建设首
批典型示范工程项目，涵盖了观
景平台、房车营地、运动场地等多
种元素。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陈蔚林

韩国企业柱玲（海南自贸区）贸
易有限公司于近日正式签约入驻海
口全球贸易之窗大厦，参与海南新一
轮建设发展。

“通过海南省外事办公室的引资
宣介，我们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情况有
所了解，也了解了海口全球贸易之窗
项目的发展规划。”10月11日，引荐
该企业进驻海口的韩国锦弘株式会
社董事长金秀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对外资的重视程度让他们感受
到了海南的开放。在省外办的牵线
搭桥下，许多外资企业都陆续与海南
相关单位进行了对接。

此次同柱玲（海南自贸区）贸易
有限公司一同签约入驻全球贸易之
窗的，共有27家韩国企业，涉及贸
易、医疗美容、健康等领域，他们将包
租全球贸易之窗大厦两层，约3600
平方米。韩国中小企业进出口协会
副会长崔今姬表示，韩国企业十分看
好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发展前景，
到海南寻求合作的意愿比较强烈，大
家愿意以此次入驻全球贸易之窗为
契机，共享海南发展机遇。

记者了解到，全球贸易之窗大厦
位于海口市大英山CBD核心区，是
我省“百国千企”计划的首个载体，主
要引入外商投资、外国（地区）企业及
外国（地区）企业在华常驻代表机构，
通过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和商机对接，

促进境外各类贸易型企业集聚发展。
“27家韩国企业入驻全球贸易

之窗，是省外办利用外事资源招商引
资的一项成果。”省外办主任王胜介
绍，省外办引荐的香港“十里洋仓（海
南自贸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是第一个入驻全球贸易之窗的境外
企业。

海南越来越开放，外事活动也越
来越频繁，如何让频繁的外事活动为
经济服务，是省外办一直思考和探索
的。“发挥海南外事资源优势，我们积
极把‘外事+商务’的模式贯穿全省
对外交往活动中，并借省领导出访之
机广泛宣传全球贸易之窗项目，使我
省外事交往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
王胜介绍。

记者了解到，为服务全省招商引
资工作，省外办在海南机构改革中新
设置了国际经济合作处，并成立省外
办引进外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利用外事资源、渠道和平台，为外企
投资海南提供服务，为海南打造国际
一流的营商环境服务，助力提升我省
经济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

令金秀珉印象深刻的是，在入驻
海口全球贸易之窗的过程中，当企业
在工商登记注册及担保金方面遇到
问题时，省外办都积极协调相关单位
和部门现场办公，共同商讨简化外资
企业来琼注册登记的手续问题，想方
设法为外企排忧解难。

一年来，为了让更多外企了解海
南新机遇、新发展，省外办引进外资

工作领导小组主动上门，到北京专门
拜访英中贸易协会、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中国美国商会、日本贸促会北
京事务所、日本东海贸易中心北京事
务所、日中经贸中心北京事务所、中
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等各国商协会
和机构，与外资企业代表广泛深入座
谈，引荐有投资意向的外企与我省相
关部门取得联系。

此外，省外办接待外国团组时，
也尽量把全球贸易之窗项目列入其
参访活动。目前，省外办已邀请来自
美国、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
泰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
等地区的10多批代表团参访全球贸
易之窗，宣介我省“百国千企”计划。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省外办发挥外事资源招商引资，助力提升海南国际化水平

借外事活动提升经济外向度

◀上接A01版
发现此类昆虫同已发现的海蝽科
昆虫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主要
表现在前足、后胸腹板上，是海蝽
科昆虫新种。此次发现，意味着
世界海蝽科昆虫种类从 12种增加
至13种。

对于为何以羚羊礁的名称为新
物种命名，谢强解释说，他第二次登
上西沙群岛时，在永乐环礁进行了广
泛的考察，但在羚羊礁之外的岛礁上
都没有发现这种昆虫成种群规模的
分布，因此可基本认定羚羊礁是它们
的主要分布地。同时，这是中国科学

家首次以南海单一岛礁的名称为动
物新物种命名，对于维护国家南海权
益具有特殊意义。

此外，考察活动中，中山大学科
考队成员、昆虫学博士后陈华燕还拍
摄到了羚羊礁海蝽捕食海宽肩蝽的
照片，首次为海蝽科昆虫的食性提供

了影像记录。
谢强认为，海生昆虫对于海洋

环境具有特殊的适应机制，羚羊
礁海蝽的发现为中国在未来开展
相关的海洋生物学、进化生物学、
行为学等方面的研究开辟了广阔
空间。

◀上接A01版
启动实施“千人专项”引才计划，对10
个省级示范候鸟人才工作站进行授
牌。省委组织部主要领导带队深入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系列人才工作调
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
落实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围绕着力打造农村基层党组织
坚强战斗堡垒，省委组织部积极开

展农村“两委”干部资格联审工作，
对摸排出的扫黑除恶重点难点村
（社区）进行挂牌督办，全面筛查受
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
恶涉邪教问题的农村（社区）干部。
9月27日，组织召开全省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问题专项整治推进会，
部署推进对包括农村在内的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通过建立问题清单、出台整治措施，
认真开展摸排。进一步管好用好乡
村振兴工作队，通过建立完善工作
例会、责任落实等推进机制，组织乡
村振兴工作队员积极参加农村“厕
所革命”半年攻坚战和人居环境整
治等工作，推动“十抓十好”任务和

“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努力提
升脱贫攻坚质效。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省委组织部将通过制定“两个
确保”百日大行动专项考核方案，进
一步细化引才政策和引才工程的具
体措施，以及督促市县建立科学、有
效、覆盖所有乡村振兴工作队员的教
育培训机制等措施，为全省“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取得更好实效发挥好
各级组织部门的作用。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海南发现世界海生昆虫新物种

10月9日，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东侧的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工地，施工场面热火朝
天。该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网球馆。项目总工期32个月，
今年5月18日开工建设，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体育馆地下室施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加速推进

◀上接A01版
印中两国现在都已经成为重要新兴经济体，加强
交流合作，对于两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促进
全球进步繁荣。印中文明古老深刻，其蕴含的智慧
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启示。

习近平在莫迪陪同下观看了代表印度古老文
明的婆罗多舞等印度古典舞蹈。

在深邃星空下的海岸神庙，面对着浩瀚无际
的印度洋，习近平和莫迪畅谈中印各自国内发展，
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一致认为，中印要相互尊重、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
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
印度总理莫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