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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融媒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磊：

聚焦高新产业 实现多点开花
本报八所10月16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者方宇

杰）“很甜！”10月16日，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暨
自贸港考察采风行走进东方市，在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
限公司内，山东大众日报融媒传播公司副总经理胡磊品尝
了当地新鲜的火龙果后赞不绝口。

“我来过海南6次，愈发觉得海南是一个充满发展潜
力、拥有美好未来的地方，那作为本地的企业，更要抓住这
一机遇。”参观之后，胡磊提出，对于东方而言，做大做强本
地企业是实现经济运转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胡磊说，东方市如果能用好自贸港政策，拓宽思路，实
现产业链的升级，则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东方
市亦可在智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相关产业上下功夫，
通过集中攻克和发展一两项重点高新产业，让东方这座既
有自然美景，又有工业氛围的城市，在产业方面多点开花，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泰州日报编委、微泰州负责人汤丽：

用好独特优势 走向全国市场
本报八所10月16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者方宇

杰）“东方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是一个可以打造知名品牌的
地方。”10月16日，泰州日报编委、微泰州负责人汤丽随着
中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暨自贸港考察采风活动一行，
来到东方市。

汤丽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平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新
媒体运营方面，线上销售是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微泰州”的
强项。她在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参观之后，当即萌生了
为东方火龙果带货的想法。汤丽说，该公司的产品品质有保
障，现在需要的是向全国拓宽市场，通过更多平台拓宽这一
产品在泰州乃至多地的销售量和美誉度。

在千人织黎锦活动现场，汤丽对这一盛大场面赞叹不
已。她说，东方市有意识地保护这一非遗文化，有助于黎锦
的传承。“如果能走出岛外，让更多人认识和熟悉黎锦，会更
有利于它的发展。”汤丽说。

鹰潭日报社推广运营中心副总监廖艺玲：

擦亮农业招牌 加大营销推广
本报八所10月16日电（记者邱江华 特约记者方宇

杰）10月16日，在东方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来自江西
的鹰潭日报社推广运营中心副总监现场观看了新鲜火龙果
汁的加工过程，经过一番询问和品尝，对果汁的品质有了更
深的了解。

“酒香也怕巷子深。”廖艺玲表示，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背
景下，东方传统特色农产品也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内外需市
场。她建议，东方要加大完善农业品牌扶持政策，提升农业品
牌知名度、美誉度和产销核心竞争力，让传统农业品牌扬名省
内外，擦亮城市农业招牌的同时，助力自贸港建设。

廖艺玲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她说，一方面可以对这些传
统特色农产品进行IP形象设计和包装设计，加大品牌营销推
广力度；另一方面还可以定期组织开展水果采摘节、品牌发布
会，参与国内甚至国际知名博览会等，加强向省内外宣传推介
力度，让东方传统特色农产品真正的“出圈”。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千位黎族群众成排成列，席
地而坐，手脚并用，技法娴熟，一
幅幅精美绝伦的黎锦在巧手下
生成……这是10月16日上午，
东方千人织黎锦活动中别开生
面的一幕。

此次千人织黎锦活动是中
国（海南）媒体融合发展论坛东
方推介会的特色活动之一，来自
全国40余家媒体近百名媒体人
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黎族传统
技艺的独特魅力。

“看到千人织锦的场面觉得
非常震撼，黎锦作品很漂亮，这
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独一无二。”大江传媒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艳表示，希
望当地政府在保护和传承的同
时做好传播，让更多人认识到非
遗文化的价值。

据了解，海南共有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300多项，省级以
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82
项，其中国家级代表性项目 32
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进一步加强保护和传承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培育新
一代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东方市
还通过培训新手织娘和黎锦进
校园活动，以及制作民族特色的
小商品、服饰，通过市场化的合
作方式来获得订单，带动织娘的

积极性和收入，为非遗保护和传
承发挥传承人“传帮带”的作
用。目前，东方拥有黎锦技艺国
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4
人、市级传承人36人，掌握黎锦
技艺的妇女超过3000人。

东方还特地和江南大学、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合作，设立东方
黎族传统工艺工作站，主要开展
黎族文化研培、黎锦服饰产品设
计、黎族传统手工艺文创产品研
发等活动。目前已开发黎锦文
创产品200余件。

“现场的织锦表演非常壮观，
而且还有年仅7岁的织娘，让我非
常震惊，东方不仅将非遗文化展
示得好，还传承得好。”商丘日报
报业集团广告中心主任彭浩说。

在文化广场展示厅内，一件
件黎锦成品集中展示，它们以围
巾、耳饰等形式出现，精美绝伦
的图案、独特巧妙的设计，让媒
体嘉宾们爱不释手。

“今天的黎锦，不再是落伍
的代名词，在潮流时尚元素的加
持下，黎锦的美变得民族化、国
际化，其变化多端的魅力，深受
游客的喜爱，随着黎锦传承的不
断深入，古老灿烂的海南黎锦，
将在未来继续焕发新的生命
力。”河南日报旅游工作室主任
张莉娜对黎锦产品十分看好，她
认为，黎锦是当地生活风貌、文
化习俗及艺术积累的一个生动
体现，再加上纺染织绣的纯手工
工艺让黎锦独具艺术魅力。

（本报八所10月16日电）

“果实饱满、色泽鲜艳、口味清香，
这里的火龙果非常不错。来这里不仅
吃到了我人生中吃过的最甜火龙果，
还喝到了美味的火龙果汁。”10月16
日，在位于东方市的海南北纬十八度
果业有限公司，吉林日报报业集团广
告专刊部主任王英说。

当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40多家
媒体近百名媒体人组成的采风团来到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考察
分拣区域、深加工厂区、办公区域以及
原浆存放仓库等地，品尝了产自东方
的红心火龙果和火龙果饮品。

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于
2015年11月成立，目前已在东方建成7
个火龙果种植基地，生产基地达2万多
亩，拟发展规模超7万亩。东方拥有丰
足的阳光和透气性良好的沙质土壤，是
热带水果——红心火龙果的黄金产地。

据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
将打造一个以热带水果为基础，集种
植、销售、深加工、生物有机肥生产、观
光休闲农业为一体的绿色节能国家级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生态产业园。

“之前没来过东方，对这个地方不
了解。通过这次采风考察，对东方生
产的优质红心火龙果和火龙果深加
工，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目前来看，
该品牌打造仍有提升空间，内地很多
城市都不知道这里生产的火龙果产
品。”重庆日报融媒体编辑部主编卢志
民认为，东方今后应更多打造特色农
产品品牌，让东方特色农产品走向全
国乃至全球。

近年来，东方依托百万亩感恩平
原和众多水库等优势条件，大力发展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有火龙果5.8万
亩、芒果21万亩、哈密瓜10万亩、甜玉
米22万亩，是省内外著名的“菜篮子”

“果盘子”生产与供应基地。该市还分
布着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容益（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
龙头企业以及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
培育壮大休闲农业、冷链仓储等新业
态，高标准规划建设海洋牧场示范区，
加快推进东方万通农产品批发交易市
场、东方宏鑫广场农产品集散中心等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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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东方
已由一个滨海小镇变成了宜
居宜业宜游之城。

从解放之初粮食不能够自给，到建
成全省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甜玉米种植
基地和绿萝种植基地；从新中国成立后仅以
制盐为主，到东方临港产业园建设如火如
荼；从基础设施极其落后到辖区内西环高
铁、环岛高速、粤海铁路、225国道、深水港
口八所港、通用机场互联互通……东方着力
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热带高效农
业，工业总产值逐年增长不断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东方市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的要求，把临港产业园、
八所港、东方机场作为东方推进自贸港建
设的“三大重点任务”。围绕这“三大重点任
务”，东方抢抓历史机遇，蹄疾步稳推进自由
贸易港建设。围绕做大做强临港产业园，把石化
新材料、海洋装备制造、清洁能源作为园区主导产业，努力
打造自由贸易港建设先行区和科技创新城市。

秀东方
全国近百名媒体人近距离感

受黎族传统技艺独特魅力

“项目一期于2018年 12月正式
开工建设，2020年底机械竣工，已经
完成工程扫尾和设备调试，项目公用
工程和主装置单机试车及联动试车全
部完成，即将进行投料试车。”10月16

日，在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的海南
华盛2×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

碳酸酯项目一期现场，海南
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
理 肖 如 意

向媒体

采风团介绍了项目建设情况。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高新产业发

展，企业在当地扎根，前景广阔。在海
南自贸港大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将得到长远发展，走出国门，走向国
际市场。”在参观项目建设现场后，鹰
潭日报推广运营中心副总监廖艺玲表
示，第一次来到海南东方，感受到了高
新科技在东方蓬勃发展。

据了解，海南华盛2X26万吨/年
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核心设备和技
术均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引进，生
产过程绿色、清洁、环保。项目所生产
的聚碳酸酯产品是一种无色、无味、无
毒、高度透明、综合性能优异的热塑性
树脂，广泛应用于电子信息、汽车制
造、电器照明、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
国民经济各大领域，产品附加值高，可
替代性程度低。

肖如意介绍，公司内绿化面积高，
项目以绿色环保为发展基调，用先进
的技术和设备促进高质量发展。目前
项目正处于投料试车与产品生产的过
渡阶段。

“泰州的化工产业非常发达，经济
总量在江苏位居中游，东方市的产业
特点与我们相似，东方有天然区位
等优势。从江苏的发展路径看来，
有龙头公司带动上下游产业延伸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链的
运营模式能省去许多运输、沟通
等中间成本，这一点东方同样发
展得很好。”江苏泰州报业传媒集
团总编辑、经管委主任杨勇说。

近年来，东方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引导资本
聚焦高新技术产业，延长产业链、
完善供应链，积极推动油气化工
向精细化工和新材料方向延伸，
实现绿色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集
聚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将
临港产业园区打造成为海南自贸
港的重要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本报八所10月16日电）

做优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工业发展

媒体嘉宾参观位于东方的海南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0月16日，在千人织黎锦现场,媒体嘉宾拿起相机记录精彩瞬间。

媒体嘉宾
点赞用东方新
鲜火龙果汁。

➡ 10月16日
上午在东方文化广
场举行的千人织黎
锦活动现场。

看东方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