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江去年12月3日启动“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总涉及事项272项

共分为三批划转

截至目前

该县行政审批局共受理办件1395件
办结1368件
办结率98%

办结提速67.7%

审批更优化

全县接待游客人数比2019年同期增长129.8%
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期增长60.4%

昌江共接待游客8.46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3073.55万元

“五一”期间
本版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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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扩大昌江玉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4月13日，昌江借助举办2021年海南黎
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主会场活动之机，
举办“首届昌江玉石博览会暨中国玉雕艺术
经典作品展”，不仅展出丰富多彩的昌江玉，
同时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玉雕大师的精美玉雕作品。

包括宋世义、张铁成、杨根连、周金甫、于雪
涛、范同生等在内的4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雕大师应邀参加展会，
联袂展出的作品涵盖和田玉、翡翠、昌江玉等全
国各地22种玉种，包括备受瞩目的《宝岛之春》

《甜蜜蜜》、北京奥运徽宝、奥运
奖牌等110件玉雕精品，以及近
500件可销售的各类手把件、挂件。

“举办首届昌江玉石博览会，将帮助全国玉
雕大师和国内广大的玉石收藏爱好者进一步认
识、熟悉并喜爱昌江玉。”中国收藏协会副会长、
国家博物馆鉴定中心原主任岳峰对昌江玉在短
短几年时间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杨根连带来三件作品
参展，他认为，通过努力，未来玉石文化一定
会在昌江扎根，并在昌江开出更加灿烂的中
国玉文化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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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5月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海南日报记者5月8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获悉，为扎实推进“一枚印章管审批”
改革工作，按照“分批划转”计划，近日，昌江正式实
施第二批15个部门71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划转。

据介绍，第二批政务服务事项划转的部门包
括昌江县委宣传部、统战部，财政、住建、发改、交
通、教育、林业、旅文、农业农村、人社、生态环境、
市监、资规和消防等。

据悉，昌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对衔接事项实
行统一受理、集中办理、限时办结、统一出件工作
模式，使用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行政审批专用
章”，具有法律效力，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对办理结
果依法承担审批法律责任。未完成划转衔接手续
的事项及原审批部门已经受理未办结的事项，由
原审批部门继续审批办理。

据了解，昌江去年12月3日启动“一枚印章管审
批”，改革总涉及事项272项，共分为三批划转。其中，
第一批划转事项86项，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实现全部
事项划转。截至目前，县行政审批局共受理办件1395
件，办结1368件，办结率98%，办结提速67.7%。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黄兆雪

5月6日早上8时，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昌江玉艺
术馆里，随着上课铃响起，昌江职业教育中心周金甫玉石雕
刻培训班（以下简称玉雕班）的学员们纷纷到工作台落座，
开始一天的学习。

泥塑、打磨……海南日报记者在玉雕班看到，学员
们专心致志，各自忙着手上的练习。

“学员们从绘画、玉石理论与鉴赏等基础阶段学习，
进阶到泥塑、雕刻，非常不容易。作为班主任，看着他们
从零基础起步，到可以雕刻出玉石成品，我感到很骄
傲。”2019级玉雕班班主任邱其飞介绍，学员们的年龄
阶段普遍在15岁到18岁之间，“县里面提供的这个学
习平台非常好，希望他们将来都能学有所成。”

据了解，为培养昌江玉本土玉雕人才，创作更多具
有昌江特色的玉雕作品，推动昌江玉石产业产业化、规
模化、市场化发展，2016年2月，昌江周金甫大师玉石
雕刻创新工作室挂牌成立。同年11月，工作室举办了

第一期培训班，聘请国家级玉雕大师负责具体培训，玉
雕班依托县职业教育中心，紧密结合县委、县政府“八免
一补”优惠政策，面向全县招生，并对广大困难家庭学
生、少数民族、残疾人群体进行倾向性招生。截至目前，
该工作室已培养出了200多名昌江本地玉雕人才。

“授课的老师们都很专业，我通过3年的学习现在
能雕小摆件了。玉石雕刻是一门艺术，未来我还要继续
学习，争取能向大师靠拢。”来自昌江十月田镇的学员麦
志凯今年18岁，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努力提高自
己，他每天除课堂学习时间外，还会多练习2个小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周金甫说，除了教好学生，他希望有
更多优秀的玉雕师来到昌江，共同带动昌江玉产业的发展。

4月13日上午，昌江玉石文化一条街正式开业。
古色古香的店铺设计，昌江玉、黄花梨、沉香等琳琅满目
的“宝贝”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古玩商家、收藏家来此交易

“淘宝”，包括周金甫师徒艺术馆昌江分馆在内的多家工
作室也坐落于此。这不仅填补了昌江玉石产业发展的
空白，也为玉雕学员就业提供了新出路。

（本报石碌5月9日电）

昌江积极培养本土玉雕人才

人才“美玉”精琢成器

本报石碌5月9日电（记者刘婧
姝 林书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在刚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里，昌江黎族自治
县游人如织，原生态山海景观，灿烂浓
郁的黎乡风情让各地游客们流连忘
返，称赞连连。

据了解，“五一”期间，昌江全县共
接待游客 8.4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73.55万元，全县接待游客人数比
2019年同期增长129.8%，实现旅游
总收入同期增长60.4%。

初夏时节，藏于霸王岭下的王
下乡，绿意葱茏，其独特的黎乡文化
和自然风光，已成为昌江旅游的“金
字招牌”。近年来，王下乡通过“黎
花里”文旅小镇打造，把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今年，恰值“黎花里”
文旅小镇开放一周年，吸引不少游
客慕名前来。

“从东方一路骑行过来，进入霸王
岭后，放眼望去一片绿，空气清新，山
路弯道也很适合骑行，让我身心放
松。”5月2日上午，在王下乡三派村二
队，来自东方的骑行爱好者钟鑫说。

踏浪棋子湾，尽赏海上落日。在
这个“五一”假期里，昌江棋子湾向天
南地北的游客展示它的旖旎风光。据
悉，棋子湾开元度假村的客房从5月1
日至5月5日均满房。

文化惠民举措多。“五一”期间，
在昌江宣传文化中心，省文联副主
席、省美协副主席阮江华等10位知

名书画家受邀来到昌江，现场挥毫
泼墨，给大家书写作画。与此同时，
首届昌江玉石博览会暨中国玉雕艺
术经典作品展也吸引了众多人前来
观展。“县里面的文化惠民活动办得
特别好，更是陶冶性情的好机会，也
让我们‘五一’假期有了好去处。”市
民何兴秋高兴地说。

“五一”期间昌江旅游市场火热，文旅融合拼体验

山海黎乡风景好 纯美昌江引客来

昌江推进
“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实施71项政务服务事项划转

助力“安全校园”建设

昌江本月将完成
19所学校AED安装

本报石碌5月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淑嘉）5月8日上午，首都师范
大学昌江木棉实验学校组织开展AED自动除颤
仪使用培训活动，进一步提高师生自救互救能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月昌江将完成19所
初中阶段学校安装AED自动除颤仪项目，目前已
完成17所学校AED自动除颤仪的采购、安装工
作，首都师范大学昌江木棉实验学校是该县率先
完成安装AED自动除颤仪项目的学校之一。

“这样的培训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能够懂得
更多的急救知识，能够在校园内为我们师生的生
命去赢取时间。”首都师范大学昌江木棉实验学校
副校长郝建良说。

据悉，此次培训活动以理论+实操的形式进
行，授课老师向参训师生们讲解了如何正确使用
AED自动除颤仪，以及心肺复苏术、海姆立克急
救法等急救知识，并进行现场模拟演练教学。大
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积极参与模拟练习，进一
步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

“如果身边有突发情况，我可以不用再当一
个旁观者，我也可以用自己学到的胸部按压和人
工呼吸去帮助他，做一个基本的急救。”学生张
舒琪说。

“通过培训，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急救技能，我
也相信在以后的体育课教学过程中，能够从容地
处理一些突发情况。”教师黄海昌表示。

据了解，AED自动除颤仪是一种非专业人群
也可以使用的便携式除颤设备，可在最佳抢救时
间的“黄金4分钟”内，对患者进行除颤等院前急
救，从而降低患者因心脏骤停的死亡率，减轻患者
的伤残程度。此次AED自动除颤仪在校园内落
地，将进一步助力“安全校园”建设，保障学生人身
安全。

安全再发力

昌江汽车站搬迁项目加快建设

力争7月完成
一期工程主体验收

本报讯（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位于
昌江石碌镇昌江大道西侧的昌江汽车站搬迁项目正
在抓紧施工，力争今年7月完成一期工程主体验收。

据了解，该项目共为三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
规划用地38.25亩，总建筑面积14521.55平方米，
建筑1栋三层客运大楼及配套服务9836.95平方
米，1栋3层配套服务及配套餐饮2796.60平方米，
1栋二层汽车检测维修站及维修办公室和司乘公
寓1888平方米。

“项目建设周期为540天，目前已经完成了项
目一期工程主体建设，占总工程进度的55%，预计
在今年7月份完成一期工程主体验收。”昌江汽车
站搬迁项目建设总监王建国说，接下来项目将进
行一期工程建筑的室内装饰，安装电梯及铝合金
门窗。目前，项目已经进行到最紧张的施工阶段，
将增加人员及机械设备，在保证安全施工的前提
下，加紧施工，确保早日交付使用。

据悉，该项目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六
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于去年7月开工建设，项目建
成后，对完善该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交
通运输服务水平，加快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行更便利

消博会上展出的未经雕琢的昌江玉。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消博会展出的昌江玉，雕刻作品为《烟
雨昌江情》。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消博会昌江玉展区。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5月9日讯（记者林书喜 刘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
讯员钟玉莹）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
消博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68件精品
昌江玉与世界各地的知名珠宝展品同台展出，受到了珠宝界的关注。
借助消博会这个全球展示交易平台，昌江玉的知名度得到了进一步的
提升，昌江玉石文化传播力进一步扩大，为昌江玉走向国际化、市场化
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昌江紧紧围绕“琢玉兴县、以玉富民”战略，通过注册昌
江玉品牌、建设玉石文化馆等，有效带动提升昌江玉品牌知名度，稳
步推进玉石产业向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让玉石成为昌江新
的文化名片，助力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建设。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号馆珠宝钻石展区
里，经过精挑细选的68件昌江玉摆放在T03展
位上，其中16件摆件、17件手把件、原石及带花
草原石共35件。尽管周边是世界各地的知名珠
宝，昌江玉仍凭借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中外客商
的目光。尤其是备受瞩目的《花好月圆》《成就大
业》《秋实》等玉雕展品，令客商交口称赞。

据消博会昌江玉精品展相关负责人介绍，
昌江玉在整个珠宝钻石展区里比较有海南特
色，玉石雕刻的花纹图案，带有黎族风情，这样
的话可以让全球各地的玉石爱好者及收藏家，
能够通过昌江玉了解海南少数民族文化。

“昌江玉透明度比较高，结晶颗粒比较细腻，

有温润感，硬度高的有玻璃光泽，颜色比较丰富，
不管是用来观赏，还是作为雕刻材料都很不错。”
陕西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同彦庄说。

中国玉石雕刻大师马洪伟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自己从事玉雕行业28年了，看到昌江
玉觉得很有亲切感，“昌江玉具有地域优势，
玉石的品质好。”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顺劲表
示，今年“三月三”期间，昌江成功举办了首届昌
江玉石博览会暨中国玉雕艺术经典作品展，规
模之大、作品之美获得了各行各业代表的高度
肯定，此次昌江玉亮相消博会，借此世界舞台，让
昌江玉以崭新的姿态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近年来新兴玉种之一的昌江玉，因
产自于海南昌江而得名。目前在昌江已发现
的矿种就有26种之多，玉矿藏资源在昌江境
内分布广泛，河流、山谷、坡地等处均有发现。

2015年7月，昌江县委、县政府聘请中
南大学地球科学院副院长吴湘滨携国内知名
地质和矿物学专家到昌江开展昌江玉资源考
察，进行专业检测，并出具权威检测报告，从
专业层面证明了昌江玉的优良品质。

2016年6月，委托中南大学地球科学院
编制了昌江珠宝玉石产业发展规划，起草完
成《昌江玉省级地方标准》专家意见稿，为推
动昌江玉走向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提供了
重要依据。同年10月，昌江县委、县政府主
导成立“昌江玉艺术馆”，聘请了国家级工艺

美术大师周金甫入驻创办“昌江周金甫大师
玉石雕刻工作室”，传授玉石雕刻技艺，为提
升昌江玉品牌价值提供人才支撑。截至目
前，已培养出了200多名昌江本地玉雕人才。

2017年，省质监局出台了《昌江玉省级地
方标准》，昌江成功注册“昌江玉”商标。由此，昌
江玉获得了走向广阔天地的“身份证”。

在多位全国工艺美术大
师、玉石雕刻大师的雕琢
下，昌江玉的玉雕作品曾
斩获“汉风杯”“良渚
杯”“玉龙奖”“神工
奖”、中国工艺美术协
会“百花奖”等多项金
奖……

全新展示 昌江玉亮相消博会

优良品质 海南美玉出昌江

以玉为媒 打造特色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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