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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涌海之南 奋楫自贸港

■ 本报记者 李磊

龙、凤、麒麟、吉祥鸟、鲤鱼以及仙
草等图案栩栩如生，墨蓝色的底色厚重
又绚丽……6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采访黎族传统纺染织
绣技艺传承人王瑞妹时，通过照片看到
这套由三幅彩锦连缀而成（三联）的黎
族龙被，它由王瑞妹等5人制作完成。

今年58岁的王瑞妹与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打了几十年交道。今年年
初，她凭借着这项技艺，入选我省“南海
系列”育才计划“南海工匠”序列。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海南黎
族妇女创造的一种纺织技艺，它集纺、
染、织、绣于一体，用棉线、麻线和其他
纤维等材料制作衣服和其他日常用品。

2009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龙被

是集黎族传统纺染织绣四大工艺于一
身的精品，是黎锦中文化品位最高、技
术最高超的织锦工艺美术品，但其制
作技艺因后继无人，已失传多年。

2019年，王瑞妹和其他4位黎族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人开始着手复
原龙被。他们从纺线开始，一步步摸
索龙被的制作技艺。

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原料问题。
“线是我们自己找到材料纺的，染料是
进山找了各种植物回来制作的，图案
也是看着过去的龙被图案，一边学习，
一边复原……”王瑞妹说，制作龙被用

的棉花，过去被叫作“吉贝”，黎族人民
常用它来纺线织布。染料也大多取自
大自然，他们挨个从山上把原料采回
来，一遍遍试，试图找到最容易上色，
同时也最接近过去龙被用色的配方。

为了复原龙被的图案，王瑞妹和
其他4位传承人参考了从白沙多个乡
镇收藏得来的数张传统黎族龙被，对
照着图案一点一点地复原。他们一起
努力了近10个月，用黎族传统方式制
作出一张三联幅的龙被。

王瑞妹入选“南海系列”育才计划
“南海工匠”序列后，十分欣慰。她说，

“南海系列”育才计划，不仅是对她个人
技艺的肯定，更代表着我省对黎族纺染
织绣技艺这一传统技艺愈加重视。

“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步伐加
快，开放的海南与世界各地的交流越来
越频繁，也为本土文化大放异彩，走出
海南，走向世界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
王瑞妹说，她将以此次入选“南海工匠”
为契机，培养更多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
传承人，让黎族纺染织绣技艺这一优秀
的海南本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用五彩
斑斓的黎锦为自贸港文化事业添彩。

（本报牙叉6月29日电）

南海工匠王瑞妹：

以缤纷黎锦添彩自贸港文化事业

省邮轮游艇协会与交通运输部
水运科学研究院合作

促进邮轮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魏燕）海南省邮

轮游艇协会与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经济政
策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6月28日签订邮轮游艇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原则，在邮轮游艇科研创新、信息互
通、活动举办、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探索海
南邮轮游艇产业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及技术创
新，共同申请海南邮轮游艇领域相关科研项目。同
时还将加强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领域相关政府、
市场、企业信息的交流与互通，策划开展海南省邮
轮游艇产业发展论坛、游艇展及形式多样的人员交
流活动，共同促进海南邮轮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自由贸易港建设。

据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6年，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水路交通
运输科研机构；该研究院经济政策与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水运经济运行规律、管理理念
方法和政策趋势动向的研究，为水运行政管理、公
共服务和商业组织的决策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重点园区

本报洋浦6月29日电（记者林书
喜 张文君 特约记者郝少波）6月29日
上午，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
项目开工仪式在小铲滩码头举行。该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小铲滩码头集装
箱年通过能力将由65万标准箱提升至
180万标准箱，为洋浦港进一步打造国
际集装箱枢纽夯实基础。

据介绍，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
能力提升项目为省重点项目，是在起
步工程现有设施的基础上，保留原有
的3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以及782
米岸线长度，通过改造堆场和增加24
台场桥、4台岸桥设备以及32套远控
设备，实现高效远程控制，将集装箱年
通过能力由65万标准箱提升至180万

标准箱。项目还将建设相应的宿舍
楼、观景平台及喷泉广场等辅建和附
属设施，总投资概算为7.81亿元。

据了解，洋浦港小铲滩码头起步
工程能力提升项目除了进行基础设施
建设外，还包括增加场桥、岸桥等港机
设备的投入。目前，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已跟上海振华重工等企业签订
了价值4.7亿元的港机设备合同。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建春介绍，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部
分将在今年底完工，设备则到明年6
月全部安装完毕后，即可投入使用。
项目将有助于加快洋浦港集装箱码
头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口岸服务环
境，完善我省港口集装箱运输系统，

适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新趋势，全
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集装箱
枢纽港口，成为东盟外贸进出口的重
要集散地，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
不仅仅是把整个洋浦港的集装箱吞
吐能力增加将近两倍，关键在于工程
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对提
升洋浦港集装箱的智能化和绿色化
水平有重要作用。”洋浦交通运输和
海洋局局长黄澎说，在提升能力改造
工程实施以后，洋浦还要对小铲滩码
头进行大规模扩建，预计在“十四五”
期间，洋浦港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到
700万标准箱，届时洋浦港作为西部

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作用将
更加凸显。

“根据合同要求，我们力争用
140天高标准完成预留堆场新建、空
箱堆场和危险货物集装箱应急处理
场等项目主体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单位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汪涛表示，将充分发挥中交
三航局港口建设经验、技术、管理和
企业文化的优势，以全力以赴参与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伟大事业为目
标，把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
升项目作为打造高品质项目的标杆，
按时保质完成施工任务。

据悉，洋浦港集装箱业务发展势
头强劲，今年1月至5月，洋浦港口已

完成28.672万标箱的吞吐量，同比
增长 16.63%；其中外贸集装箱为
6.964万标箱，同比增长181.88%。

洋浦工委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下半年，洋浦将积极落实自
贸港政策，推进航运枢纽建设，特别
是大力推进实施国际船舶注册登记
制度，吸引国际船舶尽早签约注册洋
浦。同时加密航线布局，加密北部湾
港口航线，进一步丰富南北内贸航
线，完善东南亚航线，布局开通至缅
甸-印尼航线。此外，洋浦将通过采
取超常规举措，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大
背景下，尽快研究制定出台交通物流
行业综合扶持政策，为建设洋浦区域
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夯实基础。

洋浦港小铲滩起步工程能力提升项目开工，将使码头集装箱年通过能力提升近两倍

优化口岸服务环境 打造国际枢纽港口

省委党校新校区1号楼
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晁梦洁 吴涛）伴随着
最后一块混凝土浇灌到位，位于海
口江东新区的省委党校新校区建设
项目1号楼于6月29日封顶。

1号楼主体结构提前完成封顶，
将为后续室内装修、室外配套等提供
有力保障，也为年底项目完成建设，
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省重点项目和江东新区开
发建设的标志性工程，省委党校新校
区项目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项目开工以
来，海南控股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推
进，特别是在疫情期间，项目不停工，
超常规配置人员设备，确保项目如期
推进。截至目前，该项目7栋楼主体
结构已实现封顶，剩余4栋楼也将在7
月15日前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再提速 追进度

6月29日，在位于洋浦经济
开发区新都社区的华金钢构二期
项目工地，长265米、宽120米的
钢结构厂房主体钢柱已安装完毕。

目前,项目施工方增加人手、
加班加点，多个工序同时施工，全
力以赴建设首条生产线，力争7
月建成投产。

据悉，华金钢构二期项目今年
4月动工建设，是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示范基地项目，投资约2亿元，
将建成3条国内先进的装配式预
制构件生产线，年产钢结构构件5
万吨，年产值约3亿元，年缴纳税
收约3000万元。该项目全面投
产后，可带动近200人就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图\文

海南智能电网实验室揭牌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莫娟 阙廖夫）6月29日，海南智能电网实验室在
海口揭牌，标志着海南省智能电网“75111”建设
目标中，以科技创新主体为支撑的“智慧大脑”建
设进入新阶段。

据介绍，中央宣布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迅速响应，提出了
2030年建成世界一流电网企业的奋斗目标，制定
了“75111”智能电网建设方案，即通过推进7项
省域系统工程项目、5个综合示范项目、1个数字
电网平台、1个智能电网实验室和1个智能电网论
坛，全面提升海南电网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强化
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电力支撑能力。

该实验室定位于服务海南全省域智能电网建
设，支撑海南自贸港战略实施，由“热带智能电网
实验室”“数字电网实验室”和“智能微网实验室”
三个子实验室构成，拥有研究人员65人，创新团
队8个，其中海南省拔尖人才2人，公司级技术专
家21人，投入项目资金约2亿元。

我省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2020”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根据国家版权局、工信
部、公安部和国家网信办对开展“剑网2020”专项
行动的要求，近日，省版权局、省通信管理局、省公
安厅、省网信办印发通知，正式启动海南省打击网
络侵权盗版“剑网2020”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计划集中开展
视听作品、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在线教育等领域
的版权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辖区内未经授权非法
传播视听作品行为，严厉打击网店销售盗版图书、
电子出版物、数据库及盗版网络链接和存储盗版
作品的网盘账号密码行为等。

据介绍，省版权局将联合各方力量查办辖区
内的互联网侵权盗版案件，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案
件的行政处罚力度，对人民群众意见反响强烈、社
会危害大的侵权盗版分子，一律从严查处，依法吊
销备案资格或相关行政许可资质。涉嫌构成犯罪
的，根据“两法衔接”机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广大公众可通过拨打全省举报投诉热线
12318、省版权局电话65396384，提供侵权盗版
案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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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关于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的工作部署，从
2020年6月1日起，海南银保监局积极
组织辖区银行保险机构开展以“守住钱
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月活动。今年的活动聚焦网络借
贷、私募基金、养老服务、虚拟货币、区块
链、电子商务等行业领域，通过网点阵
地、楼体、传统媒体、自媒体等载体进行
线上线下宣传，加大金融知识以及防范
非法集资相关知识的普及力度。同时，
加强银行保险机构员工法律政策和监管
制度培训，让从业人员始终保持“非法集
资不得碰”的思维底线。

活动期间，海南银保监局分管局领
导带队实地督导，随机走访了中国农业
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
行、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人保财险海南省
分公司、平安寿险海南省分公司等机构，
确保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海南银保监局儋州监管组组织银行机构
到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宣讲，分析

“校园贷”、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的恶性
典型案例以及常见形式，引导学生理性
消费、适度消费，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海
南银保监局乐东监管组联合人行乐东县

支行、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在人流量较大
的中国工商银行乐东支行营业部门口开
展现场宣传，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提醒

大家拒绝诱惑，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活动。
各家银行保险机构也积极响应，纷

纷采取“网点+街边+商户”宣传模式，通

过发放宣传折页、悬挂条幅、张贴海报、
电子屏滚动播放等方式加强对社会公
众的宣传，广泛提升广大金融消费者的

防范意识。同时，辖内部分银行机构主
动作为，采取具有特色的宣传方式，更
好地达到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效果。如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以处于交通
要道、人流量密集的省分行大楼楼体为
载体，通过建筑外墙的楼体灯光背景墙
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扩大宣传面和影响
力；结合金融扶贫工作，走进扶贫村开
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提高村民防
范意识和能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行稳
致远。中国工商银行三沙支行牵头全
体驻岛金融机构在工行三沙金融知识
普及教育示范基地举办“守住钱袋子”
专题金融知识讲座，为驻岛军、政、民提
供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助力海岛金融安
全。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借助独
有的“劳动者港湾”，持续做好防范非法
集资等金融知识普及及宣传活动，广大
户外劳动者和金融消费者在港湾歇脚
休息时可以学习基础金融知识，提升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海南银保监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是由处置非
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全国范围
内统一部署开展的，到今年已连续举办
了8年。今年的活动要落到实处，务求
取得实效，提高老百姓的防范意识，守住
老百姓的钱袋子，努力降低老百姓的财
产损失。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我省银行业保险业机构积极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教活动

我省银行业保险业机构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农行海南省分行员工为学生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