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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在精彩纷呈的海口跨年狂欢季
活动中，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无疑是
最受瞩目的一场。12月 2日下午，
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新
闻发布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海南日
报记者从现场获悉，今年的跨年演唱
会确定于12月31日19时30分在海
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预计
当天将吸引3.7万余名观众齐聚椰
城，共享跨年狂欢。

当红明星聚集、经典组合聚首、
实力唱将加盟、灯光舞美梦幻……迄
今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14届的湖南
卫视跨年演唱会，因豪华的明星阵
容、极致的感观体验，俨然已成为众
多观众们跨年庆祝的“新时尚”。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湖南卫视首
度跨越琼州海峡，选址海口。届时，
演唱会现场不仅有湖南卫视的当家
主持天团联合坐镇，更汇集时下最具
热点与流量的当红艺人。毫无疑问，
这将成为搅热海南冬季文旅市场的
一股重要力量

“除了顶流，我们一无所有！”

“今年我们的跨年演唱会具有
最年轻的味道、最时尚的形势、最强

大的阵容、最嗨爆的时长、最优质的
效果！”在 2 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上，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朱皓峰
用5个“最”字，表明了他对今年跨
年演唱会的信心。

明星阵容历来是跨年晚会的最
大看点。“除了顶流，我们一无所
有！”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
会总导演陈歆宇表示，今年的嘉宾
阵容力求满足观众的所有期待。在
新闻发布会上，湖南卫视宣布王一
博、吴亦凡、黄子韬、刘涛、腾格尔、
张碧晨等将正式加盟，但这仅仅只
是“冰山一角”。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由曾经连续
四次创造湖南卫视跨年收视高峰的
陈歆宇团队操刀。陈歆宇介绍，今年
跨年演唱会有7大亮点，即惊喜艺人
阵容、超A舞美视觉、露天现场嗨唱、
上天入地的沉浸式互动、360全景式
舞台视觉，零点烟花倒计时以及王牌
团队的品质制作。

同时，3.7万名观众，3000名粉
丝、36个机位、3806个灯光、6939.9平
方米的舞台，其中多项数据都将创下
历年之最。“这表明了湖南卫视的实力
和诚意。”陈歆宇说，晚会现场还有5
首新歌首发，以及31首年度新歌以及
18首经典改编呈现给观众。

今年，跨年演唱会的舞美设计再

升级，创新启用360度全景舞台，把虚
拟现实、全息投影、AR现实增强技术、
实时跟踪等黑科技“同台共舞”。“我们
用电影节的调性打造一个极致的舞
台！”陈歆宇透露，今年的晚会一共包含
4个舞台，除了主舞台外，还有两个水
舞台和一个火舞台，“将在水、火之间，
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变幻和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跨年演唱会
将特邀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烟花汇
演原班团队，奉上新年顶级焰火大秀。

“‘海’加‘口’就是嗨”

“久久不见久久见”，我们相约海
口见。

悠扬的海南民歌，婆娑的椰子
树，桌上的椰子糖、椰子饼——当天
的发布会现场布置得别具匠心。这
些细节意在告诉前来的嘉宾，今年的
这场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将会极具
热带特色、体现海南风情。

诚然，椰风海韵的美景、温暖舒适
的环境、清新怡人的空气，加上一座刚
刚落成的容纳5万观众的专业露天体
育场馆，放眼全国，冬季的海口已成为
全国举办户外演唱会的绝佳城市。

“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主题是‘跨
年跨海一起嗨’。‘海’加‘口’就是嗨，
海口的这场跨年晚会肯定是历年中

最嗨的！”对于这场演唱会的呈现效
果，朱皓峰充满了期待。

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吕焕斌表
示，海口作为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建设的重要区域，具有独特的自然
资源和发展机遇，湖南广播电视台高
度重视此次合作。此次演出在海口
举办，主创团队将充分体现海南风情
元素，以创意取胜，为全国电视观众
带来极致视听体验。

“海口各相关部门将不遗余力配
合好跨年晚会筹备工作，借助湖南卫视
跨年演唱会的品牌和影响力，推介海口
城市形象。”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忠云表示，经过今年11月张韶涵、华
晨宇、陈慧娴等多场演唱会的演练，海
口对于大型演唱会在安保、消防、环卫、
医疗、通讯、供电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工
作已得到充分锻炼，有信心为全国观众
呈现一台高质量、高水准的跨年晚会。
同时，将在细节上精益求精，让全国各
地游客观众和明星艺人感受到海口这
座城市的用心、用情和温度。

“跨年到海口，来了不想走”

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丁晖表示，
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与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和海口跨年狂欢
季主题高度契合。作为东道主，海口

将集合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
势，全力以赴为跨年活动提供精准高
效的服务，共同打造跨年品牌。

因大咖云集，群星争艳，每年的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已成为超级大
IP，吸引五湖四海的“追星族”蜂拥而
至。海口将以此次演唱会为切入点，
以“跨年到海口，来了不想走”为主
题，为外来观众精心推出吃、购、娱等
一系列打折促销活动。让外地粉丝
在享受视听盛宴之余，前往体验海口
的美食、免税购物和特色景点，让演
唱会经济叠加效益持续释放。

此外，跨年狂欢季还推出了百项网
红产品，包括餐厅、民宿、景点、精品酒
店、休闲“好燃”去处等，让外地粉丝游客
能够深入认识和了解海口这座城市。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跨年狂欢季活动将持续至2020年
元宵节，共安排160余场系列文体活
动。继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会后，
郎朗钢琴演奏会、周杰伦个人演唱
会、2019抖音直播美好盛典、2020国
际中华小姐竞选、光景如诗·骑楼沉
浸式演出等精品演艺活动将陆续呈
现。海口各部门将紧紧抓住此次契
机，创新活动方式，提升服务质量，精
心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切实
扩大旅游消费。

（本报长沙12月2日电）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将于12月31日在海口举行，搅热冬季旅游市场

顶级流量“嗨”动椰城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在 11 月 24 日结束的 IEF2019
国际决赛中，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海体院）FAC战队获《王者
荣耀》冠军。这是海南高校战队首次
在该项比赛中问鼎。

在其背后，最近几年，海南电子
竞技运动逐渐升温，玩家从前几年的
5万人涨到20多万人。

今年6月 20日我省推出“建基
金、引人才、低税率、免签证、简审批、
建窗口”等六条电竞产业专项支持政
策（以下简称“海六条”）后，海南的电
竞产业迎来发展的全新机遇。

布新局：
出台“海六条”

力争3年形成产业链

海南省电竞协会会长李钦旭说，
电竞比赛的影响力和产业化一点都
不比世界杯足球赛差。

他的一个同事去年赴上海观看了
作为Dota2游戏最高级别赛事的TI9
比赛，该项赛事总奖金2亿元，3万多名

国内外电竞“粉丝”现场观看。一张门票
500元，被“黄牛党”炒到了5000元。李
钦旭说：“我的这名同事在上海呆了8
天，连吃带住买门票等共花了4万元。
电竞‘粉丝’和玩家大都是‘90后’‘00’
后，他们的电竞消费欲望很强。”

李钦旭的目标是未来能把TI9
的总决赛引进到海南。尽管很有难
度，但他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今年
6月20日，我省推出“海六条”，将逐
步完善推出“建基金、引人才、低税
率、免签证、简审批、建窗口”等政策
措施，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及政策优
势，为电竞产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旨在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将
海南打造成为中国电竞通向世界的
窗口。在资金支持方面，海南生态软
件园计划设立10亿元电竞产业专项
基金，支持电竞企业发展。在利好政
策支持下，一些电竞企业已经纷纷布
局海南。

海南云联区块链应用研究所相
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引入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电竞企业和国际组织，

用3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形成海南特
色的电竞产业链，使电竞成为海南
新兴支柱产业之一。

办大赛：
千人赛事频落户
规模层级上台阶

前几年，海南举办的电竞比赛档
次不高，都属于网吧级别的赛事。这
一状况看来得到较大改变，特别是省
政府颁布“海六条”后，多项千人以上
参赛规模的电竞比赛落户海南。“最
近两年海南举办的电竞比赛明显‘鸟
枪换炮’。”李钦旭说。

从去年开始，上档次和高规格的
省级和全国级电竞比赛、活动陆续在
海南举办。这些比赛形式和类别多
样，包括大众联赛、大学生联赛、城市
挑战赛、明星表演赛。

2018年，中国篮球俱乐部电竞联
赛海南全明星赛在海口观澜湖举行，这
项比赛由王者荣耀城市赛携手各大篮
球俱乐部共同举办。组委会邀请了各

大俱乐部知名球星担任荣誉队长并参
加表演赛，还开创性地邀请奥运冠军选
手莅临现场，探索“篮球+电竞”的新模
式。2019年，省电竞协会举办了海南

“爱力游杯”电竞争霸赛，近千人参赛。
RNG电子竞技俱乐部首席营销

官李杰明认为，“海六条”的每一条都
切实解决了当前电竞行业亟需解决
的问题，这对于电竞赛事落地、赛事
传播都非常有利。

海南举办的电子竞技赛事规模上
了台阶，海南电子竞技战队的成绩也
值得一提。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上，海南籍选手严君泽和领队黄承等
组成的中国国家队，拿下了亚运会英
雄联盟项目的首金。海口经济学院
（以下简称海经院）昆仑战队夺得
2018年Dota2全国高校联赛总冠军。

育人才：
高校设电竞专业

培养行业“生力军”

最近两三年，海南加快了电竞人

才布局，海经院和海体院两所大专院校
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课。
目前，有300多名电竞生在两校就读。

海经院2018年秋季第一次招收
了近百名电竞专业的学生。该院教
师张军认为，电竞人才是电竞产业链
上的重要一环。

近日，三亚电竞公园开业，需要
大量的专业电竞人才，园方负责人向
李钦旭“求救”。在李钦旭看来，三亚
电竞公园的人才需求一段时间后能
彻底解决。海体院和海经院电竞专
业的200多名学生将于2021年7月
毕业，届时，他们将是我省电竞行业
的“生力军”。

海南电竞行业的收入不低，一般
从业者月收入8000元至1万元，中高
层管理者月薪能达到2万元，顶尖职
业电竞选手的年收入可达百万元乃
至更高。海南目前还没有职业电竞
选手。不过，李钦旭表示，省电竞协
会力争用几年时间在海体院的学生
中，培养出一到两名职业电竞选手。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

完善政策支持 大赛接连举办 产业布局铺开

海南电竞“玩”出美好前景

感受“鲸”奇

12月2日，观众在位于
三亚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鲸豚标本
馆参观。

当天，中科院深海所鲸
豚标本馆举行开馆仪式，海
洋生态科普展同时开幕。鲸
豚标本馆目前展出了6个鲸
类物种共22副标本。馆内
由展板以及多媒体设备配合
标本，立体展现鲸类动物的
演化历程、各物种的生物学
特征等科普信息，让参观者
更直观了解鲸类动物及其研
究工作，提高民众对海洋珍
稀动物和海洋生态环境的保
护意识。

文/本报记者 梁君穷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上接A01版
要增强使命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高标准高质量推动相
关工作扎实开展；要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躬
身示范、率先垂范，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以
苦干实干带动群众愿干肯干；要敢于探索、勇于创
新，把握主攻方向、瞄准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大
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努力将制度
创新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经
济社会发展活力。

要增强狠抓贯彻落实的责任感。十九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
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一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从“逐步探索”到“加快探索”
再到“加快推进”，不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彰显了新
时代我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给海南带来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抢抓机遇，责无旁贷，只有乘势而上，才
能大有作为，不断闯出新路，不负厚望重托。要强化
责任意识，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
去，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责任；要增强主动意识，
主动学习、深入钻研，把全会精神学深悟透，主动谋
划、积极对接，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创造条件推动各
项要求部署落地见效；要积极“走出去”，瞄准世界、放
眼全球，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基
础上探索新路径、新模式。

要增强狠抓贯彻落实的紧迫感。海南加快推进
自由贸易港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始终保持等不
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才能保证各项部署要求
迅速落地生根，制度建设、制度创新工作持续深入开
展。要保持一种奔跑的姿态，紧锣密鼓、日夜兼程，按
下“快进键”，高速转起来，不断解决制约制度建设、制
度创新的“痛点”“难点”“堵点”；要发扬“钉钉子”精
神，环环相扣、压茬推进，一步紧似一步行，一锤接着
一锤敲，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步伐；要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心思用在事业上，身子沉到基
层，着力解决问题，注重实际效果，爬过一山再登一
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狠抓落实，当尽其责。
凝心聚力、奋力拼搏，我们就一定能通过加快建立自
由贸易港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下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得更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一天当三天用
狠抓贯彻落实

海报

◀上接A01版
在龙华区政务服务大厅，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与

以往各职能部门窗口分开不同，现在所有窗口都变成
“综合受理窗口”，同时还有个“吐槽专窗”供市民提意
见和建议。“前不久，我们政务服务正式推行‘一窗通
办’，将原来设置的16个‘专窗’全部优化整合为‘综
合一窗’，采用‘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模式，为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优质高效、标
准化、无差别的新型政务服务。”海口市龙华区行政审
批局局长曹献平说，该模式跨越了分类一窗改革的阶
段，直接推进到“全科受理大一窗”方式，成为全市首
个审批制度改革“大一窗”受理模式的服务中心。

通过“综合一窗”改革，截至目前，龙华区实现区
级154项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理”，占进驻大厅事
项的98.7%。

该区还设立了我省首个政务服务24小时自助
区，利用智能化自助设备，实现164项区级事项自助
申报、自助交件、自助取件的全流程服务，启动运行
至今共申办3311件，办结3245件。

除了审批方面，龙华区贴心的服务也让企业感
受到温暖。

在龙华区开办企业几个月以来，中安安华（海
南）企业总部管理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赵炜最大的
感触就是政府能时时刻刻想到企业前面，主动了解
企业诉求并积极帮忙解决。“龙华区服务意识很强，
审批效率很高，为我们企业提供了不少便利，节省了
大量时间和精力。”

为了更进一步提升便企利企服务，龙华区主要
领导走访了166家企业，收集了企业提出的问题
189个，建议98条，主要涉及政策咨询、城市管理、
政府服务等方面，解决了一批中小微企业约2.5亿
元的融资贷款等问题，还为一批农业小微企业争取
到了低息农业产业扶持贷款。“只有深入企业，才能
了解企业存在的各项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制约企
业发展的困难。”凌云说道。

龙华区还先后推出营商环境公共服务平台，并
设立了营商环境服务专员。群众和企业可通过服务
平台查询营商政策以及龙华区各大商圈、产业园区
楼宇信息等，咨询、投诉和营商环境相关的事项。

据了解，从去年4月以来，该区新增市场主体
4.4万余个。根据近期第三方评估单位对龙华区营
商环境满意度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的调查对
象认为龙华区营商环境明显改善，特别是政府审批
服务、政府执法检查及政务服务等。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和
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围绕‘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
求，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打造全省一流的营商环境，
在金融证券、楼宇经济、互联网产业等方面发力，当
好企业家的护航员，为省市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凌
云表示。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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