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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届海天盛筵

“白沙良食”品牌研讨会
将于18日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蔡佳倩）品牌
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深入探讨“白沙良食”区
域品牌发展战略，分享品牌强县、品牌强农的新思
想、新经验，进一步强化“白沙良食”品牌顶层设
计，战略领航 品牌强县——2019年区域公用品
牌战略发展论坛暨“白沙良食”品牌研讨会将于
12月18日在海口市举行。

会议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业内具备
成功经验的嘉宾代表，围绕新时代人工智能与数
字农业、农产品质量提升、产品供应链发展、品
牌创建等方面，通过主旨演讲分享、圆桌会议和
闭门会议等方式，对“白沙良食”的品牌发展战
略、品牌定位分析、规划与管理以及产业链条发
展等进行深度探讨，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产业链发
展思路，推动白沙优质农产品上行，强化区域性品
牌形象和价值。

此次活动由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主办，海南
爱心扶贫网、南海网共同承办。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记者
李艳玫）作为“海天盛筵——2019第
十届游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
的重要活动之一，琼港澳游艇自由行
目的地合作论坛于12月14日上午
举行，国内外相关行业专家学者共同
探讨琼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背景下
如何促进游艇旅游消费、游艇产业投
资等话题。

“海岛具有广阔的旅游发展前
景，它是人们旅游度假的重要目的
地，在全球11.8亿国际旅游人次中超
过2亿人次选择海岛旅游。”中国旅
游研究院研究员余超说，中国海岛旅
游发展成绩同样亮眼，《2018年中国

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指出2018年我
国滨海旅游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全
年实现增加值16078亿元，比上年增
长8.3%。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海岛旅游，也
意味着对海岛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
务配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
着生活水平提高，游客追求更加丰富
的感知和体验。在此推动下，海岛旅
游正在需求化发展，产品不断丰富，
出现游艇旅游、商务度假等新的旅游
业态。”余超说。

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政策
扶持等优势，海南游艇旅游产业正呈
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据统计，

今年6月至11月，全省新增游艇俱
乐部6家，同比增长50%；注册登记
游艇95艘，同比增长33%。以三亚
为例，今年十一国庆黄金周游艇出海
游玩人数达1.6871万人次，同比增
长71.8%。

“海岛旅游在繁荣发展中也显现
同质化的问题。海岛旅游产品的研
发要打造个性化标签，海天盛筵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展会扩大了城
市影响力，成为了三亚一张代表性的
城市名片。”余超说，此外可借助大数
据加强旅游精细化管理、引进人才、
坚持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推动海岛旅
游目的地建设。

日前，海南省政府发布了《关于
境外游艇临时进出海南省东营等8
个非开放水域期限的批复》及《海南
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试行）》，游艇
产业发展再次吸引大众的关注。

“海南众多的海湾和海岛是游艇
旅游观光的绝佳之地，我很看好海南
游艇产业的发展前景。一系列政策
的出台，将吸引更多境外游艇来海南
游玩。我们不仅要游艇来，而且要带
着项目、资金来，形成长期合作互惠
的关系。”南光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
司运营总监张凤娜说。该公司曾多
次承办了中国（澳门）国际游艇进出
口博览会。

目前，三亚正围绕打造“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全面
实施琼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探索创
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籍游艇在出入
境管理、监管查验、航行规划等方面
的政策，形成便于操作、规范清晰的
游艇出入境政策体系，提高三亚游艇
产业国际化水平，着力把三亚打造成

“国际游艇旅游消费胜地”。
论坛期间，三亚市游艇服务有限

公司分别与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海
上管家（香港）有限公司就琼港澳游
艇自由行达成合作共识，以框架协议
形式落实多方合作的战略愿望，为未
来项目合作奠定基础。

琼港澳游艇自由行目的地合作论坛举行

海南游艇产业前景令人看好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23日开始报名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
记者高春燕）2020年上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以
下简称PETS）将于3月21日至22日举行。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考试局获悉，我省此次考试开考科目
为PETS一级、二级、三级笔试、口试，考点设在海
南大学（海口市海甸岛人民大道58号）。考试报
名时间为12月23日9时至12月26日16时。

据介绍，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是面向社会全体
公民的全国性标准化英语证书考试，报考者不受
年龄、职业及所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考生可根据
本人现有的英语应用能力和水平报名参加PETS
一级、二级、三级中任何一个级别的考试。

考生在报名过程中遇到注册、登录、修改个人
信息、缴费等问题，可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咨询
电话（010-62979166-4）进行咨询。具体报名、
考试信息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

海口世纪大桥
主塔外立面完成修复

本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刘修治 郭超 王
良瑞）12月13日，海口市城建集团桥管公司完成
对世纪大桥为期两个多月的涂装养护施工，目前
临时防护棚、限高架等设施已全部拆除，钻石型主
塔焕然一新。

据了解，海口市世纪大桥建于2003年，其标
志性构筑物为主桥段的2座钻石型主塔，主塔高
度为106.9米。为配合海口湾环境整治，进一步
提升海口市世纪大桥结构安全及景观形象，海口
市城建集团桥管公司于10月9日起，着手修复桥
面老旧油漆开裂脱落问题，这也是世纪大桥主塔
外立面首次全面修复。

世纪大桥是海口市重要交通枢纽桥梁，每
天数万辆车辆往返通行，为确保抗风能力及下
穿车辆安全，世纪大桥施工安全防护棚所采用
材料均为高规格工字钢、槽型钢、角钢，取代普
通的钢管支撑架，约1000平方米的防护棚，用
钢量超过120吨，在整个涂装施工周期，最大限
度减少了对桥面车辆通行的影响，保障了市民
的安全通行。

此次世纪大桥主塔的养护施工，是我省首次
对已投入使用的斜拉桥进行不中断交通的外立面
翻新改造。

三亚市中医院入选首批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本报讯（记者罗霞）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认定三亚市中医院等17家机构为首批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是以中医药相关医疗
保健、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和文化等领域服务
出口为特色的中医药企事业机构。商务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开展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认
定工作。

据了解，三亚市中医院积极推进中医药健康
疗养游、中医药产品研发和中医药人才引进及培
育，大力拓展对外中医疗养游，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宣传推广中医药产品及服务，在发展
中医药服务贸易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海口12月14日讯（记者刘
梦晓）12月14日晚，在琼海市委宣传
部指导下，由琼海市文化馆琼剧研究
展演团打造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剧目——现代琼剧《县长王大
鹏》在海口市海南戏院上演。

《县长王大鹏》讲述的是琼东县
（今琼海市）第一任民选县长王大鹏在
任期间，在社会治安、教育等方面为百
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但其革新工作
伤及了一些土豪劣绅和奸商的利益，
被冠上罪名遭到撤职。王大鹏更加坚
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顶住压力不
向旧势力低头，为我党做了很多工作，
造福一方百姓的故事。

演出现场，精美的舞台布置，紧凑
的剧情设计，王大鹏的事迹在琼剧优
美唱腔的演绎下，淋漓尽致地将王大
鹏这位老一辈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精
神表现出来。

今年80岁的退休共产党员黄循建
在观看完琼剧后表示，老一辈共产党人
的故事十分感人，以此剧作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目恰到好处。黄
循建注意到，演出现场除了热爱琼剧的
老戏迷，还来了不少年轻人，“这既说明
年轻人对琼剧的热爱与日俱增，也说明
他们对王大鹏的事迹很感兴趣，想进一
步深入了解。”

琼海市文联办公室主任王青扬则

说，他从小就喜欢听王大鹏为一方百
姓修路造桥的故事。作为新时代的一
名共产党员，王青扬认为每名共产党
员都应该认真学习王大鹏一心为民的
高尚情操，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据悉，《县长王大鹏》自9月25日
在琼海首次上映便受到广大观众的热
烈欢迎，受邀在琼海市13个镇（区）进
行巡演，倍受赞赏、反响强烈。本次在
海口市海南戏院演出的是经创作团队
重新修改、完善的全新版本。

红色现代琼剧《县长王大鹏》海口上演
讲述琼海革命先烈王大鹏造福百姓的故事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记者
梁君穷 徐慧玲 实习生符巧飞）12
月 14日晚，三亚港海风习习，本届
海天盛筵的创新节目——海上船吧
音乐活动迎来了第二场，本场音乐
活动以“经典”为主题。通过经典钢
琴曲目的演奏，让嘉宾与游客在美
妙的音乐声中感受海上“夜三亚”的
美丽风采。

20时许，众多游艇静静泊三亚
港的水面上，游艇码头外，一个灯光

绚丽、形式新颖的舞台已搭建好在港
湾中，舞台四周散落分布水上发光
球，展现出海洋的美妙景色。随着主
持人宣布活动开始，伴随着富有节奏
感的音乐，舞台背后的水面上，多位

“水上飞人”在短时间内完成鲤鱼腾
跃式地出水、旋转上升，又急剧下降、
转体360度钻水等各种高难度动作。

相比于往年的夜间派对活动只
针对特定邀约嘉宾，本次海上船吧
音乐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开放，市民

游客可购票参与。夜景、帆船、音
乐、美食、美酒，还有精彩的水上表
演和婚纱秀，让游客与嘉宾在三亚
港上度过了一段轻松舒适的夜间时
光。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除
了热爱音乐与时尚的年轻人，还有
一些市民带着孩子一起来享受周末
的亲子时光。

21时许，特色的游艇婚纱秀表
演开始，6对婚纱模特缓步登场。女
模特身着纯白主题婚纱，或淡雅娇

柔，或性感妩媚，或轻盈飘逸，在海风
轻拂、灯光闪耀的夜色下吸引了在场
嘉宾游客的目光。

“我们此次以‘沉浸式体验+餐
饮休闲’作为聚客元素，用高水平设
计帆船吧的歌舞、灯光演出项目，是
为给游客打造多维度的场景体验。”
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介绍，接下来，
鸿洲集团将进一步深入挖掘河岸经
济夜间消费新动能，推进游艇、帆船
消费业态的升级。

WAGC中国名人
高尔夫球赛举行

本报三亚 12 月 14 日电 （记
者徐慧玲）12月 14日，2019海天
盛筵 WAGC 中国名人高尔夫球
赛举行。此次高尔夫球赛设立个
人净杆和个人总杆两大奖项，嘉
宾们齐聚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
会的山海美景中开杆，纵享挥杆
乐趣。

据悉，海天盛筵及中国WAGC
举办此次比赛，目的是为嘉宾提供
一个展示球技和轻松交流的机会，
并推动中国高尚生活方式的延续与
传承。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
举行图书捐赠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12月13
日上午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中心小学举办了“乡
村振兴 教育先行——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图书
捐赠仪式”，向石山中心小学和琼中大平新华希望
小学等海南省乡村学校捐赠优质教育图书。

在捐赠仪式上，秀英区石山中心小学、琼中大
平新华希望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接受了捐赠，
学生代表为捐赠代表佩戴了红领巾，教师代表向
捐赠代表回赠了捐赠证书。

此次捐赠活动有助于推动海南省乡村基础
教育事业发展，有助培养当地青少年的阅读习
惯，推广和活化全民阅读，从而将乡村振兴战略
落到实处。

海天盛筵推出夜间嘉年华，公众欢享光影奇幻之旅

游艇派对“开”进寻常百姓家

12月 14日晚，2019第十届海天
盛筵举行夜间水上飞龙表演及帆船奇
妙夜等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12月14日晚，红色现代琼剧《县
长王大鹏》在海口市海南戏院上演。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别样风情“夜三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