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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国道同志逝世
海口市政协原主席、离休干部符国道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24日6时
50分在海口逝世，享年95岁。

符国道同志，男，汉族，海南海口人，
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
工作。历任琼山县委委员、咸道乡联总支书
记、东北区地委建团工作队副队长、海口市青
委委员、琼山县委副书记、海南区党委组织部
副部长、海口市委副书记、海口市政协主席等
职。1994年11月离休（正厅级），享受按省
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符国道同志送别活动定于2021年3月
28日上午9点在海口市殡仪馆南海厅举行。

联系电话：
廖先生 13876038996（家属电话）
梁先生 13876830960（单位电话）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21年3月25日

海南省国兴中学2021年
第一期“青马工程”开班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文欣）3月25日，海南省国兴中学2021年第一期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以下简称“青马工
程”）正式开班。

该校“青马工程”培养对象主要是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具有强烈学习兴趣和意愿、思想活跃
的学生，在学校团委、学生会、社团、青协等学生组
织中表现积极、发挥良好带领作用的学生干部，以
及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年轻教师。

根据方案，国兴中学将通过专家学者专题讲
座、学员集中自学、网络学习、观影教育、红色基地
学习、志愿服务、撰写思想汇报和学习心得等多种
教育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全方位的培养。

该校“青马工程”每一期集中培养周期原则上为
一年，结业考核内容主要为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两大
部分。考核合格者可获得“青马班”结业证书，参加学
习的入党积极分子同时还可获得党校结业证书。

文笔峰旅游区
对外展示窗口闻香阁启用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昂颖）日前，海
南闻香阁旅游文化展示交流基地在海口骑楼老街
正式启用。

在启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展示传统制香工
艺，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展厅内，游客既可以体
验海南香文化，又能现场感受香道与茶道的融合。

闻香阁作为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对外
展示的重要窗口，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分为产
品文化展示区、接待区和特色民宿区。其中既有展
示沉香系列产品、金蟾文化、养生系列农副产品及
康养产品的区域，也有满足旅客品鉴需求的养生膳
食、香茗等体验式文化消费区域。同时，作为文笔
峰盘古文化旅游区民宿海口体验店，闻香阁民宿的
客房设计融入了海南少数民族藤编元素、百年骑楼
文化元素等，使民宿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

据介绍，位于侨乡文化地标海口骑楼老街的闻
香阁，将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探索文旅融合新路
径，发展具有海南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游新业态。

琼台师范学院入选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宣传单位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姚磊 周含）3月24日上午，由全国高校思政网、
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组织，有关高校共同参与
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宣传系列专栏”工作推进
会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琼台师范学院作为海南
省唯一列入该项目的成员单位参加会议。

会上，琼台师范学院介绍了该校建设宣传系
列专栏的实施方案，特别是琼崖革命精神相关材
料搜集、整理情况，表示将用活用好学校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探索创新，以高质量的专
栏建设和显著的育人效果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建设“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宣传系列专栏”，
是全国高校思政网、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在线、有关
高校共同迎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
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高校宣传教育、加强大
学生“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根据工作进
度，5月首批共建专栏将全部上线。琼台师范学
院作为海南省唯一列入该项目的成员单位，将对
琼崖革命精神进行系统梳理和宣传展示。

今年夏秋航季
海口美兰机场计划执飞
客运航班10.23万余架次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 林杉）3月25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
悉，3月 28日起该机场将开始执行
2021年夏秋季航班计划。今年夏秋
航季，32家航空公司计划在美兰机场
执行共10.23万余架次国内及地区客
运航班，日均计划执行471架次，比
2020年夏秋航季的日均计划执行架
次增长3.32%。

据了解，2021年夏秋航季合计
217天（3月28日至10月30日），该航
季美兰机场计划执飞国内及地区航线
150条，通航城市99个，与去年实际
执行情况相比，计划新增或恢复海口
至大同、唐山、东营、海拉尔等13个航
点航线，以增强海口至二三线城市、中
小城市的通达性，为广大旅客提供更
为便捷的出行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夏秋航季期
间，有4家航空公司计划执飞海口至
深圳、马尼拉、莫斯科、仰光等国内国
际货运航线。

美兰机场提醒广大旅客，航班
换季后部分航线可能会出现航班时
刻调整等情况，请有出行计划的旅
客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可拨打航空
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其官方网站进
行确认。

■ 本报记者 赵优

3月 24日至 25日，中国电影视
觉艺术高峰论坛在琼举办，影视行业
领军人物及美术、置景、道具、视效等
领域专家和阿里影业、爱奇艺等平台
的高层代表齐聚椰城共襄中国影业
盛举，围绕产业发展、艺术创作、技术
与创新等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
探讨。

在中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
国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把中国
名片传递给世界？拥有生态和政策
优势的海南自贸港如何为中国影视
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在为期两天的
论坛中，业内大咖与专家学者各抒己
见，为海南打造中国电影行业新地标
献计献策。

海南影视产业未来可期

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再
到今天3DIMAX等技术的应用……
电影产业的发展势头可谓迅猛。近年
来，中国电影的质量稳步提升，优秀的

影视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兼具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的国产电影获得口碑、
票房双丰收。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浪
潮中，中国电影市场出现新变化。“目
前，中国拥有7万块银幕，电影产业正
在进入内生性增长的发展阶段，正在
迈入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发展黄
金时代。”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
演协会副会长尹力表示。

与此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蓬勃展开，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契机。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以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为重要抓手，发挥生态、政策
等方面优势，探索具有海南特色的电
影产业发展模式。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建设
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展好
电影产业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
部分，海南自贸港将成为中国与世界
联结的纽带，影视产业在海南的发展
将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尹力说。

海南对于影视产业发展的重视，
令许多嘉宾印象深刻。“海南出台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各方人才，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海南将成为中国影视行
业的一条优美风景线。”中国电影美术
协会会长霍廷霄表示。

汇聚人才推动影业突围

去年以来，许多影视公司在海南
落户。“这么多人都来了，那我也得
来！”著名导演管虎在论坛现场笑称。
由管虎执导的战争题材电影《东极岛》
正在海南取景拍摄。他说，除了海南
的自然环境，大家也看中海南出台的
优惠政策。

对业内人士来说，海南的政策优
势十分明显，为影视创作提供了良好
条件。海南要抓住中国影视产业发展
带来的机遇，还需有科学的认识。

最近，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中国
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会长尤小刚带队
在海南考察了10多天。“我们非常关
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国电视剧制作
产业协会共组织22人前来考察，就是
希望凝聚合力，推动50家到300家制
作机构总部或者海南总部在琼落户，

进行全产业链开发。”尤小刚表示，相
关机构和学校的建立将助推产学研一
体化，推动产业人才聚集，这或许是海
南影视产业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当人
才汇集于此，海南就能成为大型影视
剧制作的总部基地、短视频内容的孵
化生产基地。”尤小刚充满期待地说。

在论坛上，尹力也强调了“人”的作
用。“电影具备很强的工业属性，除了创
作人才，还需要大量的蓝领人员，比如
道具、照明、后期制作等方面的工作人
员。海南打造影视全产业链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需要建设更多的影院，吸引
更多本地人才加入这个行业。”尹力说。

本土企业“取经”寻合作

在本次论坛的外景地推介环节，
拥有诸多景区、影视基地以及丰富配
套的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向与
会嘉宾发出诚挚邀请，寻求合作机会。

“目前，已有108家影视公司落户
海口观澜湖旅游产业园区，冯小刚电
影公社除了芳华景区、南洋景区、老北
京景区，还建成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

摄影棚、一个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
两个3000平方米的摄影棚，配套动力
车间、制景车间、道具车间、影人酒店
等服务设施。”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
公社影视基地总监尹长顺介绍说，日
前，《理想照耀中国之远方不远》《燃野
少年的天空》等多部影视剧在园区拍
摄，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我们还成立
了海口市椰城影视产业服务中心，提
供公司注册、人才落户等基础服务。”
尹长顺透露。

业内大咖云集的本次论坛吸引
了不少海南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前来

“充电”。
“我们接触到了影视前沿技术，更

加明晰了影视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并
结识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视界同
仁，这次论坛对于海南的影视行业从
业者来说，是一场精神盛宴。”海南神
话文化传媒负责人李斌表示。

“我们相信，只要秉承初心、认真
对待每一部作品，就一定可以伴随着
海南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腾飞。”对
于海南影视产业的发展前景，李斌信
心满满。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中国电影视觉艺术高峰论坛在琼举办，业内人士为海南影视产业发展献策——

汇聚关键要素 打造影业标杆

3月24日，俯瞰位于万宁市北大镇的大唐万宁燃气发电厂项目。目前，该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
1号机组已进入安装阶段，预计今年6月下旬将进入试运行阶段。

据了解，大唐万宁燃气发电厂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将发挥电力和天然气“双调峰”作用，助力我
省解决绿色用能问题，为海南“南北两极”中心城市及博鳌等地提供电力保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大唐万宁燃气发电厂：

1号机组进入安装阶段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李
艳玫）3月 25日晚，“时尚蜜爱盛典
暨 2021 三亚蜜爱旅游推广启动仪
式”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海岛
礁石边，数十位明星艺人、百余位婚
尚大咖汇聚，共同见证这场融合婚
尚和文旅的甜蜜盛宴。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旅游推广
局和三亚旅文集团联合全媒体平
台《时尚新娘》共同打造，结合三亚
市旅游推广局发布的全新推广主题

“三亚新青年奇趣岛”的5种拟人化
动物形象，分为“美食购物+蜜爱旅

行”“极致运动+蜜爱旅行”“旅拍
留影+蜜爱旅行”“慵懒享受+蜜爱
旅行”“人文探索+蜜爱旅行”5 个
篇章。

歌手黄霄雲带来开场歌曲《星
辰大海》，点燃现场氛围。歌手平
安演唱个人单曲《Marry Me》，传
递出对爱情的承诺和对婚后生活的
憧憬。当天，最受瞩目环节当属“年
度幸福偶像”“年度蜜爱女神”“年
度温暖男神”等荣誉的揭晓。最
终，张伦硕、钟丽缇夫妇，袁成杰、
陈芊芊夫妇，宁桓宇、周安琴夫妇

获得“年度幸福偶像”荣誉称号。
“年度蜜爱女神”称号被李菲儿摘
得，著名演员经超斩获“年度温暖
男神”称号。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三亚不
断深挖“甜蜜金矿”，做大“幸福产
业”，成为海南婚庆产业发展的“前沿
地”。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会长
许伟介绍，目前三亚婚庆产业主要由
婚纱摄影、婚礼服务、蜜月度假和免
税购物四大板块组成，“目的地婚礼”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近年来，三亚不仅举办“中国婚

礼行业高峰论坛”“中国天涯海角国
际婚庆节”“三亚目的地婚礼博览
会”“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等婚
庆活动，同时练好“内功”，通过打
造婚拍基地、丰富产品供给、加强从
业人员培训等方式，为前来鹿城的
客人提供优质服务。

“2021时尚蜜爱盛典的成功举
办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三亚，这
不仅提升了三亚时尚化、国际化的
城市形象，也将掀起新一轮三亚蜜
爱旅游热潮。”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
要负责人表示。

2021三亚蜜爱旅游推广启动仪式举行

聚焦四大板块 做大“幸福产业”

首个使用乐城真实世界数据
辅助评价的创新药获批上市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苏
庆明 袁宇）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和中国食
品药品网获悉，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附条件批
准美国蓝图医药公司（Blueprint
Medicines Corporation）申报的 1
类创新药普拉替尼胶囊（商品名“普吉
华”）上市，这是首个使用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真实世界数
据辅助评价的创新药获批。

RET融合是新近发现的肺癌驱
动基因。普拉替尼胶囊为受体酪氨
酸激酶RET抑制剂，用于既往接受
过含铂化疗的转染重排（RET）基因
融合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
细胞肺癌成人患者的治疗。其是
海南药品临床真实世界数据试点
首批试点品种之一，在乐城获得的
真实世界研究数据为其在我国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人群中的疗效评
价和安全性评估提供了辅助。该
药品获批也标志着我国第一个选择
性RET抑制剂的获批上市。

海南临床真实世界数据试点工
作的开展，可有效缩短国际先进药
械在中国上市的周期并降低成本，
让更多中国患者受益于国际创新药
品与医疗器械。此前，已有艾尔建
青光眼引流管、强生全视Catalys飞
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两款医疗器械
利用乐城真实世界数据获批在国内
上市。

去年 12 月底，乐城一次性发
布了第二批 14 个药械临床真实世
界数据试点品种，其中就包含普
拉替尼。

省贸促会举办自贸港政策宣讲会

面向外资推介海南自贸港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

吴巧珍 实习生范平昕）3月25日，海南省贸促会
和上海美国商会联合举办海南自贸港政策线上宣
讲会，向一批美资企业推介海南自贸港投资机遇。

本次线上政策宣讲会是海南省贸促会应在华
外资企业需求，为我省重点园区、企业搭建的招商活
动平台之一，旨在促进更多外资企业来海南投资。
会上，海南省深改办（自贸办）、贸促会有关负责人，
产业园区代表及专家学者，深入解读海南自贸港政
策，分析自贸港产业发展趋势，海口国家高新区、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代表对园区的产业定位、招商项目
和政策优势等进行了推介。

苹果、宝洁等58家美资企业参加宣讲会。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吴泽慧）近日，平安银行
海口分行成功落地海南首笔本地企
业跨省收购上市公司的并购贷款业
务。该业务是平安银行海口分行成
功落地的首笔复杂投融业务，也是海
南首笔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的并购
金融业务。

海南某旅游集团公司是一家大
型综合性旅游集团，业务范围涵盖海
岛景区运营、水上运动、酒店管理

等。该企业是海南旅游龙头企业，运
营海南某5A级景区，旗下景区及水
上娱乐项目拥有充裕的现金流。企
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具备较强的资
金和管理能力。为实现公司实力整
体升级，该企业拟对某标的上市公司
实施战略收购。

平安银行海口分行在接触中了
解到，该企业诉求是通过合理的价
格收购标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取得控
制权，同时不希望占用较多现金，难

度较大。在三亚市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支持下，根据企业的需求，平安银
行海口分行提出并购服务金融解决
方案。企业先通过股权受让+原股
东放弃投票权获得上市公司控制
权，而后客户通过全额认购定向增
发+原股东向第三方转让部分股份，
进一步巩固其控制权。经分步交
易，锁定上市公司控制权，化解资金
支付压力。

该企业借助平安银行融资方案

及资金支持，在未占用较多现金流的
情况下取得标的上市公司控制权，未
来可推动上市公司双主业发展，进而
将股东原有产业逐步注入上市公司，
实现战略升级。该笔并购贷款业务
从上报到放款不足30天，高效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企业的认可。

据介绍，该笔跨省并购上市公司
金融业务成功落地，对海南自贸港经
济建设中的优质项目资金融通具有
积极示范作用。

海南首笔跨省并购上市公司金融业务落地

三亚现有400多家婚纱影楼

50多家婚礼公司及100多家婚庆旅游酒店
统计
数据显示

由此产生及衍生的婚庆旅游消费超过100亿元

每年接待婚纱摄影新人30多万对

举行目的地婚礼2500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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