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薇 检校：王振文 王赛A12 综合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2020年（第21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儋州分会场活动内容丰富，
亮点纷呈，精彩的体育赛事、文旅节庆
活动，吸引省内外游客、全国的参赛选
手。作为欢乐节儋州分会场的重要活
动之一，第8届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的系列活动11月27日至12月31日
先后举行，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增色添彩。

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品
牌体育赛事近年来渐渐成为儋州的金
字招牌，12月是儋州举办高水平体育

赛事的密集期。12月 3日上午，以
“海南自贸港、智慧兴儋州”为主题的
中国海南儋州第11届国际象棋特级
大师超霸战在该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开幕。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国际
棋联副主席、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点
赞：“儋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已
成为国内外著名品牌赛事，在其带动
下，国际象棋得到了很好的普及。”

12月5日至6日，2020年海南省
国际象棋大师精英赛在儋州开赛，全
省各地100多名优秀棋手齐聚一堂，
以棋会友；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将
于 12 月 20 日鸣枪，报名人数已达

1.826万人，吸引省内外参赛选手。儋
州市副市长刘冲表示：“举办的体育品
牌赛事能大幅提升儋州的城市知名度
和美誉度，有力促进儋州旅游、文化、
体育融合发展，为儋州打造海南西部
文体中心，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注入
强大动力。”

第8届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期间
丰富的活动也将给市民游客带来不一
样的文旅体验。“以雪茄文化为主线，
融入欧洲婚庆、哈雷机车、欧美乡村音
乐等世界文化元素，与儋州的旅游资
源融合，串联儋州乡村旅游景区景点，
促进旅游消费。”儋州市旅文局局长李
春良说，儋州正以丰富节庆活动助力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同时加快海
南西部消费中心建设步伐。

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则将于12
月12日在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开幕，现
场将有儋州调声表演、旅游推介、启动
仪式、特色路演、雪茄产品展示等。其
中，儋州有“茄”·哈雷出行活动将邀请
全国爱好雪茄文化、喜欢机车旅游的
骑手在儋州巡游，从儋州滨海大道出
发，经白马井三路、315省道、洋浦开
源大道、北部湾大道等，最终抵达光村
雪茄风情小镇，全程78公里，骑行约
2小时。当晚还将举办雪茄之夜音乐
会，融合传统民俗、摇滚乐队、现代舞
曲等多种表演风格，为观众送上视听
盛宴。

世界雪茄文化与本土美食文化
相遇，将为市民游客送上既饱口福
也饱眼福的体验。12 月 8 日至 13

日，在儋州市文化广场举办的海南
西部美食嘉年华，将展销儋州本土
的特色美食小吃、各地土特产、文创
产品等，同时举办网红电音以及舞
蹈表演活动，在音乐中品味美食。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将举办雪茄文
化研讨、持灰比赛、雪茄卷制观摩、
雪茄品鉴大师课、雪茄沙龙等系列
活动。省内外游客来到儋州即可品
味异域雪茄文化，也可品尝儋州本
土美食，丰富旅游体验。

2020第8届海南（儋州）雪茄文
化旅游节由儋州市人民政府主办，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指导，儋
州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等
承办。 （本报那大12月10日电）

欢乐节儋州分会场活动丰富亮点纷呈

体育赛事精彩 文旅大餐丰盛
关注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 本报记者 良子

“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这份荣誉
属于海南全体民警。”近日参加完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海
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蔡新文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他是我们经侦铁军的杰出代
表。”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陈志伟如
此评价。作为我省公安系统唯一的

“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位从警16年来
一直奋战在打击经济犯罪一线的经
侦警察，以善打硬仗恶仗闻名。

近年来，蔡新文亲自参与或指挥侦
破的各类大要案件100余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600余名，打掉各类犯罪团伙50
余个，追缴、挽回经济损失20亿余元。

勇于创新 面对大案精准打击

“5·18”利用黄金交易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高达400多亿
元，是公安部督办案件。“案子一定要
破，绝不能让国家税收流失！”办案过程
中，蔡新文创新侦办工作机制，联合税
务、海关部门成立联合小组，从资金查
控和税务稽查入手，先后转战上海、广
州、汕头、深圳等地，行程数万公里，调

取了200余个涉案公司的工商资料、
5000余银行账户、分析梳理近百万条
银行流水数据，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及调
查取证工作，最终在汕头、海口、洋浦等
地一举抓获钟某成等9名犯罪嫌疑人，
此案是我省建省以来破获的最大的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5·18”专案组被
公安部记集体一等功。

蔡新文统筹落实经侦部门参与牵
头的工作任务，积极运用数据化实战
研判思维，建设信息化查控研判平台、
海南省打击经济犯罪情报研判系统等
项目，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了对重点
经济犯罪活动的自动监测预警，提高了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质量和效率。

此外，蔡新文带领经侦部门民警
采取专案侦办模式，精确打击，继破获

“5·18”特大利用黄金交易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案等一批在全国、全省影
响较大的经济类大要案件，还高效完
成省纪委监委交办的专案任务。

善打硬仗 强力扫黑攻坚积案

2019年1月6日夜，省公安厅从
全省抽调警力1210余人，分两批对黄
鸿发黑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统一收网
行动，蔡新文作为专案组副指挥长，带
领专案组民警连续奋战多个通宵，抓
获犯罪嫌疑人279名。

“业务能力强，办案有冲劲，还有
着股不要命的劲头。”与蔡新文同在专
案组的民警介绍，抓捕结束后，蔡新文
又立即带着办案民警负责清理、归纳、
分类登记赃物。

今年4月，按照省公安厅部署，蔡
新文随工作组进驻乐东县公安局，主
抓扫黑除恶、命案积案等方面工作。
仅用半年时间，实现该县打击涉黑团
伙“零”的突破，侦办黑恶犯罪团伙6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33人，查扣资产
约2100万元，极大地扭转了乐东扫黑
除恶工作的被动局面；此外还带领当

地民警全力攻坚，破获积压命案17起。
蔡新文在侦破大案要案的过程

中，因为总是冲在最前面，也让他留下
了不少令人难忘的精彩“瞬间”。在侦
办一起制售假发票案件过程中，面对
身材魁梧的嫌犯，蔡新文一个擒拿就
将其死死压在了地上，甚至扯断了自
己的皮带。自此，“总队欠你一条皮
带”成了经侦总队里广泛流传的故事。

刻苦钻研 锋利尖刀名副其实

当年全国数额最大的“1·29”非法
经营地下钱庄案件、全国首例“9·8”特
大诈骗案、全国首例利用电信网络漏
洞复制手机卡“11·16”盗刷社保卡案
件……将这些大案要案一一破获的蔡
新文，是经侦战线有名的“锋利尖刀”。

“这些案件的侦破没有经验可以借
鉴，很多犯罪手法根本就没见过，实现
很多个全国首例。”省公安厅经侦总队
四级高级警长刘亮说，蔡新文能破大案

靠的就是刻苦钻研的“工匠精神”。
在办理“1·29”非法经营地下钱庄

案中，警方发现多个个人银行账户疑
似被用于洗钱，用传统侦查方式干了3
个月毫无进展。为此，蔡新文专程到
银行监管机构“取经”，从海量银行账
户中梳理出重要账户，进而查明了整
个地下钱庄犯罪团伙网络的组织架构
和人员身份，最终成功破获了案件，蔡
新文荣立个人二等功。

“破案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减
少老百姓的损失。”在侦办三亚一起涉
及8个省份、1.6万名投资人的非法集资
案时，蔡新文带领民警用三个月时间成
功抓获嫌犯，并追回赃款5.6亿余元。

因成绩突出，蔡新文先后荣立个
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
次，2019年11月荣获“海南省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今年11月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全国先进工作者”、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蔡新文——

善打硬仗恶仗的经侦老兵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刘操）12月10日
上午，海口市2020年退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服务
专场招聘会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场招聘
共邀请招聘单位112家，提供3126个就业岗位。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吸引了大批退役军人、
随军家属求职。据统计，历年退役军人、随军家属
及退役军人家属约500多人到场求职。招聘会岗
位种类数量442个，相关用人企业分别提供安保
经理、物业经理、商务代表、行政主管、党务工作人
员、军事化教官、技术员、销售员等职位。

海口退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服务
专场招聘会举行

提供3126个就业岗位

第三届攀爬椰子树
全国邀请赛拉开帷幕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刘操）12月10
日，2020年第三届攀爬椰子树全国邀请赛暨裁判
员教练员培训班活动在三亚市拉开帷幕。

本届攀爬椰子树全国邀请赛暨裁判员教练员
培训班得到了国家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及各有关
兄弟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共有来自上海、江苏及
我省有关市县的14个队伍参加男子个人、女子个
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4个竞赛项目。

据了解，攀爬椰子树是一项集趣味、娱乐、竞
技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已被列入海南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三月三”传统体育比
赛项目。

iEnglish全国ETP大赛
海南赛区复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近日，首届iEnglish
全国ETP大赛复赛海南赛区比赛在海口市举
行。此阶段比赛共在北京、山东、海南、四川、新疆
等省区市的十余个城市拉开战幕。3000名小选
手共1000个队伍在近25万人参赛的线上海选中
突出重围，进行复赛。总决赛将于元旦期间在北
京举行，届时颁奖典礼将同步进行。

海南区比赛现场穿插了多个英语秀节目，展
现了iEnglish用户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及才艺能
力。在海选中成绩并不靠前的ETPxyz战队依靠
复赛阶段的强势发挥获得海口站冠军,并成为第一
支晋级总决赛的队伍。本届赛事由iEnglish类母
语英语学习训练系统发起、托普朗宁（北京）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主办。ETP全称English Through
Pictures，是一种通过图片学习英语的模式。

倾力“鱼水”对接 为青年创业项目发展“铺路”BB
创业与资源，往往如同鱼与水。
为了让参赛的青年创业项目展

示在更广阔的舞台，被更多的平台
所赏识，从而获得资源，共青团海
南省委将对接工作贯穿于大赛的
始终。

早在报名期间，大赛组委会积极沟
通对接，使大赛获得了15家创投机构、
创业园区、孵化器的支持。

这其中包含海口国家高新区孵
化器、海口罗牛山电子商务产业园、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江
东电子商务产业园、海南数据谷、海
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三亚
互联网双创中心、京东众创授权三
亚旅游生态产业基地、海口滨海国
际电子商务产业园、海口滨海国际
金融服务产业园、海口滨海国际众
创空间、STATA 三亚加速、启迪之
星（三亚）孵化基地、启迪之星 (儋
州)孵化基地、海口市跨境电商创新
创业示范园。

作为大赛合作单位，他们参与到赛
事的项目评审工作，全面深入了解具有
潜力的创业项目信息。因为有了这15
家创投机构、创业园区、孵化器的全程
参与，大赛为选手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和
渠道。

其中，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市
跨境电商创新创业示范园、江东电
子 商 务 产 业 园、京 东 众 创 三 亚 基
地、海南“互联网+”众创空间、海
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园
区向参赛选手们发出了 138 份入驻
园区邀请。

大赛中的优秀项目倍受创投机构
青睐。天涯区台楼村六罗火龙果“一
村一品”扶贫基地、保良古村等 17个
参赛项目共收到来自启迪之星（儋州）
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三创集团、
海南联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海南云侠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
客投资（海南）有限公司的 19份投资
意向。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使已经
开始在创业的路上摸爬滚打，但学习的
心不能丢。青年一代只有不断学习才能
实现进步，创业青年更是如此。

考虑到这一点，今年海南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非常注重学习辅导。赛事期
间，邀请省内知名导师，开展“线上+线
下”双线学习辅导。

其中，线上开展“青年创业大讲堂”
免费辅导活动，共开设《参赛技巧与项目
计划书的撰写》《团队成员要具备的能力
和素养》《创业者心态》《创业大赛项目路
演和答辩技巧》等8期线上创业课程，切
实加大对返乡创业大学生的引导和支持
力度，为全省青年创客提供免费的线上
学习机会。

线下，大赛组委会走进海口、三亚、
儋州、屯昌、临高、陵水等6市县，以及三
亚市慧创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京东众

创授权三亚旅游生态产业基地、海南互
联网+文旅创业中心、启迪之星（儋州）
孵化基地、海南西部互联网产业园、海南
互联网+众创中心、江东电子商务产业
园、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口
滨海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等11个园区、
孵化器，开展了9场创业宣讲，做好学习
辅导，提升返乡创业青年创新创业水
平。同时，向社会征集、组建了来自创
投、金融、互联网及农业技术、管理和财
务等领域及相关创业园区、孵化器的72
名大赛专家导师库。

专家导师的任务不仅服务于本次
大赛，共青团海南省委积极鼓励导师
提供线上志愿结对辅导服务，促进更
多优质师资力量下沉市县，特别是加
大对五指山、保亭、临高、琼中、白沙
等地区的支持力度，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传播创业故事 掀起琼岛青年创业热潮CC

线上线下“学而时习”提升青年创新创业水平AA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卓斌 美编：杨薇

共青团海南省委：

以大赛汇聚创客力量 谱自贸港建设青春华章
青年，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

光；青年，是最勇敢最积极的新生
力量。

如今的海南迎来自贸港建设
这一历史发展新机遇，新时代的青
年有幸成为新一轮发展的“弄潮
儿”。为深度挖掘海南青年创业潜
力与热情，共青团海南省委顺势而
为，践行责任，鼓励海南青年积极
投身创新创业实践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火热实践。

2020 年 6月 19日，以“青春
创未来·建功自贸港”为口号的
2020年海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海口启动。报

名发动、初审、初赛、决赛和总结大
会、成果转化……6个月时间，来
自省内外共计419个青年创业项
目进入大赛海南赛区的角逐中。
最终，18个优秀项目共获42万元
创新创业大奖，选拔出31个项目
参加国赛，共荣获1个铜奖和6个
优秀奖。

一连串大赛成果的数字，见证
了共青团海南省委背后的努力和
付出。在启动仪式上，共青团海南
省委党组书记、书记陈屿表示：“共
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汇聚青
年创客力量，引导他们致力创新创
业，是海南各级共青团组织义不容
辞的责任。”

讲好创业故事，传承创业精神。为
更好地宣传创业者及创业项目，挖掘更
多鲜为人知的创业故事，今年的大赛特
别推出13期《青创海南》栏目。演播室
里，青年创客现身说法，讲述创业故事。

与此同时，南海网充分发挥媒体优
势，聚焦全赛程报道，深入挖掘参赛项
目背后的创业故事，重点报道返乡创业
大学生扎根农村创新创业的事迹。

为了让创业故事传播更远，大赛期
间共发布原创报道70篇，新海南客户
端、南海网客户端及PC端、微信、微博
等各平台共计推送198篇，联动中新网、
新浪网、凤凰网、中国青年报、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等多家国内权威媒体的
宣传报道超117篇，覆盖人群近百万次。

大力度的宣传报道，使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本次大赛。据统计，现场图片直
播超50万人次参与互动。其中，启动仪
式超9.5万人次参与互动，初赛、决赛及
总结大会超41万人次参与互动。

据悉，2016年至2020年，海南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5年。5年
间，1200余个青年创业团队走上大赛的
舞台，在评委面前讲述创业故事，在创业
的大潮中努力搏击、勇往直前；也是这5
年间，共有110余个青年创业项目摘得
大奖，共发放奖金250余万元，一批批青
年创业团队逐渐成为创业大军的主力。

大赛圆满结束，青年创业的活动并
未停下脚步。共青团海南省委还举办
了青年农产品品牌打造活动、青年创业
主题论坛、青年农产品展销等传统优势
服务活动，以项目为依托，继续做好青
年创新创业服务工作。

同时，共青团海南省委还将结合海
南自贸港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合作，研究制定扶持大学生返乡
创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吸引更多在外
学子返回家乡，并欢迎五湖四海的青年
创客来到海南、扎根海南、创在海南，让
世界各地的青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生动实践中谱写亮丽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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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020年海南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暨“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海口启动，18个优秀项目共获42万元创新
创业大奖。图①为参赛项目：黎兰记山兰酒酿制，图②为参赛项目：保良
古村，图③为参赛项目：海殿堂——精品海产品的殿堂，图④为参赛项目：
天涯区台楼村六罗火龙果“一村一品”扶贫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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