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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12月12日，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中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联合主办的第
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在
海口开幕，集中展示投资项目近100
个，据不完全统计，本次大会达成意向
投资额超40亿元。

据了解，本次大会得到了笔克集
团大力支持，将持续至12月 15日。
期间，主办方将通过文旅资源对接大
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产业发展峰会、
闭门论辩会、海南文旅资源展、文旅项
目考察等多种形式，推介全国文旅资
源，搭建投资方和资源方的沟通合作
平台，促进全国文旅产业进一步发展。

在会议现场，海口市、三亚市、五
指山市和昌江黎族自治县等市县轮番
向与会嘉宾推介本地文旅资源、产品、
线路和招商项目。

“这个会议为资源方和投资方打
造了直接沟通的平台，打破了以往双
方信息不对称的局限。”会议结束后，
海南智慧全域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与
心仪的合作伙伴来到自由洽谈区，进
行面对面沟通，初步确定了合作意向。

12日当天，除了会议外，主办方
还在海口名门广场设置了海南文旅资
源展，展示海口、三亚、五指山、昌江等
市县的旅游资源、产品、线路、招商项
目、农特产品以及地方特色文化等;专

门设置了特色美食街，设35个标准展
位让广大市民游客一站式尝遍“舌尖
上的中国”。

该大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从多角度、多维度
解码文旅大时代的机遇与趋势，抓住

海南当下最热发展契机，整合海南优
质文旅项目与投资机会，整合全产业
链投资与相关配套资源，助推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

据悉，2019年1月至10月，海南

共接待游客6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接待入境游客达到 111 万人
次，同比增长13.9%，实现旅游总收入
830亿元，同比增长10.4%。“站在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海南已经迎来
旅游文体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旅游

文体产业大有可为、商机无限，投资海
南正当其时。”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表示，海南真
诚期待与国内外各界深化合作、共谋
发展，把海南的文旅资源“好食材”烹
制成“好菜肴”。

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海口开幕，达成意向投资额超40亿元

把文旅“好食材”烹成“好菜肴”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春江水暖鸭先知。地方产业的
发展前景如何，企业用“脚”投票。在
12月12日于海口开幕的第五届中国
（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上，来自全
国50余个城市的260余家企业齐聚，
共享信息，对接资源，共谋发展。

“此行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对海南
非常有信心。”从香港远道而来的豪德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利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自己曾在许多年前来海南
考察过，当时并未心动，这一次却有了
强烈的投资热情。“现在的海南既有政
策红利，又有政府支持，我认为投资海
南的大好时机到了。”王长利说。

往年只是来海南度假的杭州正雅
文旅董事长瞿江鸥今年也以企业家的

身份再赴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
设，让海南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来自上海的陆道股份董事长刘敏
经常到海南打高尔夫球。今年，她通
过一件小事，敏锐地察觉到海南的今
非昔比：“有一次我在海口美兰机场打
车，当时已是半夜，却仍然有许多乘客
源源不断从机场走出来。”这让刘敏意
识到：海南如今的人气太旺了，“人人
都向往来这里，人人都争着来这里”。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
展。瞿江鸥说：“发展文旅产业，吸引
全世界的游客来海南度假，游客通过
度假对海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
了海南的‘钱景’，从而进行投资、置
业、定居，渐渐地，海南就会越来越热
闹，其他产业的投资者就会跟进。”他
计划在海南开展文旅项目的设计、投
资和运营业务，投身海南文旅产业发
展热潮。

正在全国各地大力开发智能运动
项目的陆道股份则看中了海南优美的
环境，“对于智能运动而言，海南是一
块风水宝地。”刘敏认为在国家倡导全
民健身的背景下，于海南开发智能运
动项目恰逢其时。

而已在全国17个省市成功开发了
商贸城项目的豪德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与
笔克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在海南发
展休闲康养产业、红色文化旅游和知青

文化旅游。
身为香港知青联合会会长，王长利

独辟蹊径，挖掘到了海南丰富的知青文
化资源：“海南的知青文化非常丰富而且
有别于内地，很有开发空间。”王长利期
待能够打响海南知青品牌，利用海南的
知青文化将全国知青连接起来，共同传
播知青年代的正能量，“产业发展要靠
政、企和公众共同努力，希望大家都能
多宣传、多参与、多支持。”

50余城260余家企业齐聚椰城，看好海南文旅产业发展

从赏美景到谋“钱”景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习
霁鸿）“消费者喜欢海南，投资者关注海
南，我们中国文旅资源对接大会今后每
一年都将在海南举办。”作为第五届中
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的主办方
之一，中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创始人、
笔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符奕斌
在接受采访时,充满激情地说。

在文旅产业深耕多年，符奕斌深刻
地体会到，无论是行业内部，抑或是政
企之间，都缺乏通畅的沟通渠道和直接
的交流平台。于是，符奕斌2014年创
立了中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以下简称
中旅联盟），2015年，中国文旅资源对
接大会开办。目前大会已成功举办5
届，据不完全统计，经大会“牵线”已落

地的项目资金达400多亿元。
身为一名致力于文旅产业发展的

企业家，符奕斌对海南抱有极大的信
心：“30多年来，海南已经从一个边陲
海岛逐步发展为改革开放的示范窗口
和投资的新风口，资源丰富、政策利好
迭出、气候宜人，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
和投资者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符奕斌表示，在推进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背景下，海南政府坚持把最好的资
源交给最好的投资者，把好“布料”交
给好“裁缝”的政策理念，推动旅游产
业提质升级，这为广大投资者鼓了劲，
同时也吸引了大会最终落户海南。

大会年年有，次次有创新。海南
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会议结束后，许
多企业、政府都聚集在自由洽谈区的
方桌前，直接交流合作意向。“这样的
形式非常好，打破了以前难以面对面

交流、只能另约见面的局限性。”海南
智慧全域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表示。

符奕斌告诉记者，这就是本次大
会有别于往届大会的一个亮点，“以往
与会嘉宾即使有意向，也只能会后另
行对接。”为突破这一点，大会特地设
置了自由洽谈区，让互相心仪的企业、
政府部门都能够直接、顺畅地交流。

“不光是为产业搭建平台，笔克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企业也来到了海南进

行投资建设。”符奕斌介绍，2018年3
月，笔克集团有限公司就已在海南设
立了分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前
公司已有3个项目进入了征地、规划、
设计阶段。

符奕斌建议海南将全省各种优
势资源归拢，组成资源推介团，在全
国做巡回展览和推介，推动“资源走
出去”，同时通过大会等平台，把全国
企业“请进来”。

中国旅游资源整合联盟创始人、笔克集团董事局主席符奕斌：

构筑合作平台 共享发展机遇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12月12
日，第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
会上，5名文旅行业专家学者代表发表了
主题演讲，赢得阵阵掌声。

“每次到三亚大家都会想到阳光、
沙滩、椰林，这让海南的旅游有冬季的

‘热’和夏季的‘淡’。为了破题，我们
致力于把在海边和酒店里的旅游人群
引入山里、村里，引入到全域旅游中
去。”华侨城海南集团党委常委、助理总
经理赵传建在演讲中表示，华侨城在
海南岛的布局和开发完全遵循了国家

战略，并且确立了全旅游产业链和多
层次休闲度假体验的产品主线。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发表后，我们的文化旅游业打开了不
一样的天地。未来，我们有信心能够
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更多精彩。”

赵传建说。
台湾亚太智库执行长郑敏庆则从

打造IP品牌的角度分享了构建文旅
产业的新思路。

郑敏庆说：“我认为文旅IP的创
建是从0到1、再从1到100。0到1

就是无中生有，你必须有不同的思维
想法，1到100就是让它可持续能够
盈利，所以我认为，文旅IP创建需要

‘文化+创意’，还要植入休闲产业。”
除了主题演讲外，大会现场还开

展了《“房住不炒”“全域限购”，海南文

旅地产怎么破局？》和《游客流量接近
天花板，景区转型路在何方？》两场“巅
峰对话”。在活动中，海南农垦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负责人，德商汇创始
人、总会长王锡钧等12名嘉宾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柳莺）

与会专家学者代表发表主旨演讲

碰撞思想火花 共话行业未来

关注第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

12月12日，第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在海口开幕。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潭牛文昌鸡冬交会上受热捧，日销3000余只

味美品质优 市民囤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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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2019年“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在冬交会上，由海
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潭牛文昌鸡公司）生产的潭牛文昌鸡产品
以品质佳、味道好吸引众多市民争相购买，
仅冬交会首日，潭牛文昌鸡便销售出3000
余只，销售额达15万元。

“老板，我再买两只鸡。”当天9时30分，
冬交会刚刚开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
罗牛山展位前，排队购买潭牛文昌鸡的市民
游客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海口的陈其
阿姨现场买了两只鸡，在朋友圈“晒”出9张
图片后，激起不少亲戚朋友的购买兴趣，要
求其帮忙购买。

据了解，冬交会开幕当天，仅仅用了10

多分钟，500只潭牛文昌鸡就被抢购一空。
虽然对销量充满信心，但是场面如此火爆，
也让潭牛文昌鸡公司副总经理张庆有些意
想不到。张庆介绍，为了回馈新老客户，同
时借力展会的优势平台，让潭牛文昌鸡“飞”
上千万百姓的餐桌，针对此次展会，公司共
准备了2万只文昌鸡参展，包括冰鲜文昌
鸡、冰冻文昌鸡、盐焗文昌鸡和文昌鸡鸡蛋
四款畅销产品。其中，原价68元一只的冰
鲜文昌鸡，展会价只要50元。

美味的潭牛文昌鸡不仅得到了百姓的
青睐，也吸引了众多商家的目光。当天下

午，上海盒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就与潭牛
文昌鸡公司签订了为期2年的合同。

据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昌鸡
产业是该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
一，2018年，全市文昌鸡饲养量达到6825
万只，出栏5105万只，同比增长6.1％；产值
21亿元，同比增长0.94％，占全市牧业总产
值的60％。

近年来，文昌市委、市政府始终把文昌
鸡产业作为该市的特色农业，力促文昌鸡产
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品牌化。通
过主动招商，文昌市政府目前已成功和罗牛

山集团“牵手”，罗牛山集团旗下的潭牛文昌
鸡公司将科研、种业（选种、育种、扩繁）、养
殖、饲料、加工、冷链、包装、学校、文昌鸡文
化园等纳入文昌鸡全产业链发展布局，助力
海南文昌鸡实现种苗、技术、品牌的远距离、
大范围输出，“飞”向世界。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昌将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地方标准，同时
发挥政府引导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打破传
统养殖方式的局限性，深挖文昌鸡产品附加
值，多措并举推进文昌鸡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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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张期望）海南日
报记者12月12日从相关部门获悉，今年1月至11
月，海口加大力度打击医疗欺诈骗保行为，核实违规
扣款10.1132万人次，查处违规基金465.94万元。

今年以来，海口采取委托第三方机构、智能审
核系统筛查、随机抽样、医院现场调查相关病例资
料相结合的做法，对辖区397家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全覆盖检查。截至11月24日，检查欺诈骗保
定点医疗机构397家。

记者还了解到，为加强医疗服务日常卫生监
督，海口市、区卫生监督执法机构今年以来共出动
执法人员9271人次，共监督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2219户次、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和计划生育
服务机构56家次。全市共立案查处医疗服务各类
违法案件174宗，警告90家，罚款107家，吊销执
业许可证1家，暂停执业活动5人，没收违法器械
271件，没收违法药品91件，共罚款51.19万元。

海口打击欺诈骗保行为
查处医保违规扣款465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
员邹铭）海南日报记者12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
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东方市委原副书
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邓敏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邓敏违反政治纪律，对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落实不到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违反组织
纪律，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违反规
定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工作纪律，变相保留违规设
立的专项工作经费，多次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利用职
务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医疗设备采
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邓敏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毫无
纪法意识，私欲膨胀，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插手工程项
目，边退边收，意图逃避审查调查，家风不正，对家属
失管失教，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
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邓敏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
公职处分；终止其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
缴并继续追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东方市委原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邓敏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徐慧玲）近日，2020年第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亚沙会）吉祥物“亚
亚”发布活动集锦视频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
屏”滚动播出，向国际推介“亚亚”形象与三亚魅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视频总长15秒，集中
展示了亚沙会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暨吉祥物发
布会的精彩镜头，一经播出便引来众多游客和当地
市民驻足观看。“亚亚”此次亮相的美国纽约时报广
场“中国屏”，是常年播放中国国家宣传片的重要窗
口。而纽约时报广场素有“世界的十字路口”之称，
每天有近50万人次在此经过，人流量很大。

亚沙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对外宣
传由亚沙委融媒体中心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共
同策划，将有力促进亚沙会海外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提升。希望通过亚沙元素的国际化传播，带动更多
游客了解亚沙会、了解海南。

亚沙会吉祥物
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海口龙华区组团“取经”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12月12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委组团到省
深改办和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就融入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和服务地方金融业发展等开展
学习、寻求指导、掌握政策。

省深改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
人从多个方面结合龙华区的发展实际，给予了系
统性分析和指导，为龙华区加快建立开放型生态
型服务型产业体系提供了许多符合实际、可操作
落实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龙华区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区将充分学习
借鉴省深改办、省金融办的具体指导意见，以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服务意识等措施为主要抓手，
继续在深化行政审批服务、企业登记注册、人才落
户等方面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全力服务
好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