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中与 7 家
机构和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

仓储
物流

推动琼中基金小镇、黎母山旅游综合体、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智慧园区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涉及领域包括：

制定出台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制度
建立2小时问题上报解决工作机制和“审批代办”制

制
图/

杨
薇

■■■■■ ■■■■■ ■■■■■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在海南省博物馆一层展厅内的
文物修复实验室，长17米、宽约7米
的水池里一片“赤红”，打捞上来的

“华光礁I号”船木正在此进行脱硫处
理。按计划，“华光礁I号”出水船木
需经过三阶段保护——第一阶段进
行脱盐脱硫；第二阶段将高分子材料
填充进船板的空隙内进行支撑，再进
行干燥和定型，第三阶段则是沉船的
复原。眼下，这些船木已进入脱硫步
骤的尾声。

近日，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
部副主任包春磊博士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本计划在今年举办的“华光礁 I
号”出水文物第二期阶段研讨会，因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不得不推迟，但文物
保护工作不能停。这两天，省博物馆

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们正在对“华光礁I
号”出水的部分陶瓷器进行保护修复
处理。

“华光礁I号”出水文物是海南文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对海南
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更体现了海南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
要地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中明确提到要推动旅游与文化体
育深度融合等诸多具体举措。我相
信，这都将为海南文博事业的发展带
来更广阔的空间，而文博事业的进步
也会为海南旅游业注入更多文化动
能。”包春磊说。

工科博士“误打误撞”做文保

2002年，包春磊从河南来到当时

的“两院”——华南热作学院、华南热
带农科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他又前往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专业深
造。割舍不下对海南的依恋，2009
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包春磊决定
返回海南。恰好省博物馆因“华光礁I
号”出水文物急需专业人才，包春磊这
个“工科男”便“误打误撞”进入了文化
单位。

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省博物馆在
文物修复方面力量薄弱，基础研究条
件匮乏。然而，当时，包春磊的同学们
都进入了高校或科研院所。这些单位
科研条件成熟，待遇优厚，对比之下，
包春磊有些失落。

“当时感觉前途渺茫，但当‘逃兵’
也不是我的性格。后来我想，海南文
物保护既然在当时尚属空白，那说明
将来需要做的东西很多。”包春磊说。
作为当时团队里年纪最大的成员，也
是技术负责人，包春磊带领其他同事，
着手建设省博的文保队伍。

这些年来，包春磊全身心投入“华
光礁I号”出水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保
护修复工作。“华光礁I号”出水陶瓷
器文物近万件，包春磊和同事们一丝
不苟地对其分类、登记造册及拍照。
据悉，截至目前，已完成了9525件瓷
器的档案整理、脱盐和部分表面凝结
物的清洗去除工作；修复残缺陶瓷器
碗、执壶、粉盒、瓶共计1486件。

获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2年包
春磊申请到了省博物馆第一个省级自
然科学基金课题，此后又连续主持了
三个省级课题。2013年，他和同事们
筹建了海南第一个出水文物保护实验
室，申请到了海南第一个文物保护与
修复资质。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实
验室拥有便携式X荧光光谱仪等文物
保护修复仪器设备，是我省第一家设
备齐全、人员齐备的文物保护修复实

验室，除了服务馆内文物，也为省内各
市县博物馆文物保护提供有力帮助。

出水文物是海南文物的一大特
色。值得一提的是，凭借主持的省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西沙珊瑚岛一号沉
船出水石雕文物的保护研究》的科研
成果，2019年，包春磊成功获得两项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这也是我省文博
领域首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包
春磊直言，海南文保事业的稳步发展
为自己带来更多机遇，2019年7月，
他荣获第一批“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南海名家”青年项目称号。
投身海南文博事业十余年，包春

磊对这份事业有了思考和憧憬。考虑
到海南的文物总量不高，现阶段文保
从业人员有限，他期待在政府的支持
下，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通过类似

“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机构服务全省文
保修复需求，为自贸港文化建设贡献
力量。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

才涌海之南 奋楫自贸港

文保修复工作者包春磊：

以文物之美添彩自贸港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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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文旅国际峰会
暨世界酒店论坛三亚开幕

本报三亚6月18日电（记者林诗婷）6月18
日，2020文旅国际峰会暨世界酒店论坛首场活动

“三亚湾财富对话”在三亚开幕，来自该市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以及世界酒店联盟等行业组织150
余名代表出席活动，共话文旅行业经济恢复。

2020文旅国际峰会暨世界酒店论坛为期2
天，涵盖开幕式、中国文旅项目投融资对接及市场
推广发布会、“世界酒店联盟2020主席团会议”、
三亚市城市宣传和重点企业集团推广会、“五洲钻
石奖”颁奖盛典等。会议期间，国内文旅和酒店旅
游业专家，以及跨界的代表计划围绕中国文旅产
业振兴发展等主题各抒己见，为海南推进文旅产
业复工复产提供科学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五洲钻石奖”颁奖典礼是文
旅和酒店旅游行业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11年。
活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挖掘国内文
旅和酒店行业优质企业、行业精英，多年来逐渐树
立起品牌口碑。

此次活动得到三亚市政府、世界酒店联盟、联
合国经社部国际旅游与酒店联合总会、文旅部中
国旅游出版社等单位特别支持，由泛旅文化集团、
海南卫视、泛旅通讯社共同主办。

定安为贫困劳动力
举办4场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黄荣海）日前，
5名贫困劳动力在定安县人社局的组织下，通过

“点对点”包车的形式到海口的企业务工。这5名
贫困劳动力，均是近日在定安县务工专项行动系
列专场招聘会上找到意向岗位的人员。

为促进农村劳动者就地就近就业，6月3日至6
月11日，定安县人社局、定安县扶贫办、海口市秀英
区联合定安10个乡镇，举办了4场贫困劳动力务工
专项行动系列专场招聘会。4场招聘会期间，共有
115家企业入场招聘，提供2335个岗位。所设岗位
充分考虑了农村劳动力低学历、少经验等特点，以低
门槛、低风险、地点离家近的普工和服务类岗位为
主。共有1239人入场求职，其中贫困人员751人。
现场达成就业意向人数277人，其中贫困户195人。

“海胶大讲堂”海口开讲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

敏）6月17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橡胶）在海口举行今年首场“海胶大
讲堂”之海南自贸港税收政策解读专题培训活动。

海南橡胶特邀我省税务领域一线专家作为主
讲人，解读自贸港税收相关政策，提升广大员工对
政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在活动现场，主讲人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税收政策解读
和税收风险分析”为题进行分享，从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出口退税以及税收风险等多个层面
分析，为现场人员带来一场深入浅出的主题课程。

据了解，今年，海南橡胶将围绕《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开展广泛学习培训，把“海胶
大讲堂”作为狠抓人才培养和员工能力素质提升
的重要平台，邀请多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围绕海
南自贸港政策，进行授课分享活动，引导广大员工
抓学习，强本领，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营根6月18日电（记者李梦
瑶 特约记者秦海灵 通讯员林学健）6
月18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与7家机构和企业分别签署合
作协议，推动琼中基金小镇、黎母山旅
游综合体、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智
慧园区等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涵盖绿
色金融、文化旅游、仓储物流等多个领
域，进一步助力琼中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协议，上海夏鼎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将携手琼中打造海南自贸港休
闲生态型基金小镇，吸引一批天使基
金、创业基金、股权基金、并购基金、产
业母基金及其基金管理机构落户琼
中；和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引入高
端医疗资源优化提升当地医院和康复
养老中心的载体功能，打造全国呼吸
道疾病理疗和康养基地；德勤咨询（海
南）有限公司将选取具有发展潜力且
适合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发

展的核心产业集群，打造具有海南自
由贸易港特色的绿色经济产业结构。

此外，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研究院将协助推进琼中基础设施、生
态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安居型
商住房、重点产业等项目建设，在项目
的规划咨询、工程设计、造价、监理等
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整合海南本地农
产品资源，建设终端农产品加工及分

拣包装中心；海南医学院将为琼中定
向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和帮助琼中县中
医院打造实习基地；海南陆侨集团有
限公司计划建设海南中部国际海产品
和干果贸易的加工、仓储、物流产业园
区及交易平台，增加进出口贸易，助力
琼中经济发展。

琼中县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琼中制定出台了县级领导联系
重点企业制度，建立2小时问题上报

解决工作机制和“审批代办”制等优化
营商环境政策，最大限度给予企业和
企业家便利、高效的服务。下一步，琼
中将以此次签约活动为契机，尽职尽
责为项目建设搞好协调服务、真心实
意为企业排忧解难，以更大的决心、更
大的力度落实好各项优惠政策，着力
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投资环境，让琼
中成为广大客商投资放心、发展安心、
生活舒心的地方。

白沙培训人才服务
“一站式”平台窗口人员

本报牙叉6月18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熊文汇）为完善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建设，不断
优化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6月17日，白沙黎族自
治县举办首期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窗口人员培
训班。

据悉，此轮培训从6月17日开始，采取“一周
一讲”形式，由每个窗口坐班人员轮流准备并讲
授，确保参培人员对窗口办理事项做到全面掌握、
清楚阐释，不断提高平台整体服务水平。

同时，为及时向人才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系统
化的“一站式”服务，白沙已在该县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大厅设立了白沙县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安排
专人受理服务项目申请材料，实行“一站式受理、一
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

海大获批“丝绸之路”
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周洪涛）近日，教
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公布了2020-2021学年度
中国政府奖学金——“丝绸之路”奖学金项目名单。
海南大学申报的《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作物学国
际研究生培养项目》顺利入选。这是海南大学首次
获得该类型专项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的招生资格。

据悉，“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是为
了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一
带一路”教育合作倡议和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
而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多年来，海南大学高度重视国际学生教育培
养工作，积极探索新时代区域战略发展背景下优
势学科和重点学科的国际人才培养。该校相关负
责人认为，此次获批“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
生招生资格，体现了教育部对海南大学国际学生
培养工作的肯定。

琼中与7家机构和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打造基金小镇 建设康养基地

近日，在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海南西部家庭服务中心，学员们正在进行美容职业技能培训，该培训为那大镇农村转移就业工作内容之一，部分学员为贫困户。
据介绍，海南西部家庭服务中心是经儋州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大型民生项目工程，目前已投入试运营，进驻家政服务企业60家，每年可培训家庭服务类技

能人才3000多人次，转移就业2000多人次。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西部家庭服务中心：

学好技能促就业

本报嘉积6月18日电（记者赵
优）伴着潭门渔民民族乐团的悠扬乐
声，6月18日晚，以“全域旅游 乡约
琼海”为主题的2020年（第八届）海南
乡村旅游文化节琼海乡村旅游推介会
在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举办。

作为海南极具知名度的经典乡
村旅游节庆品牌，海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已举办了7届，打响了地方乡村品
牌，促进了海南乡村经济的发展。本

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以文化为
魂，以旅游带农产，通过十大主题活
动推广海南乡村旅游新产品、新线
路，增加民众参与度，共同推动海南
农旅融合发展。

与往届乡村旅游推介会不同，除
以主题VCR推介琼海乡村风情、琼海
特色歌舞表演外，今年推介会现场设
置了琼海文创市集、海南厨房之琼海
美食等项目，还邀请博鳌“海的故事”

负责人蒋翔和北仍村“阿香咖啡”负责
人王秋香到场，分别分享他们和琼海
美丽乡村建设共奋斗的故事。

嘉宾们还背靠蔡家宅享受琼海
“公道”宴，和《万泉河水清又清》乡
村快闪进行互动，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现场嘉宾更加直观地体验海南本
土美食，聆听本地人投身共建美丽
乡村的琼海故事，感受海南独特的
人文风情。

作为本次推介会举办地的博鳌
镇留客村，正是琼海市近期引进社会
资本，着力新打造的一批精品美丽乡
村之一，它以传统村落为载体，以侨
乡文化、历史文化、万泉河文化等为
内核，“海南侨乡第一宅”蔡家宅就位
于此处。

在全域旅游建设背景下，琼海市
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极具民
俗特色的人文风情，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打造了北仍村、沙美村、南强
村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乡村
旅游已成为琼海旅游发展的新热点。

本届乡村旅游推介会的举办，是
是省旅文厅和琼海市政府贯彻落实
《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振
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2020-
2021年）》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在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助推文旅市场
重振，拉动乡村旅游消费升级。

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琼海乡村旅游推介会举行

文创市集增活力 创业故事唤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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