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虾塘变绿洲
招潮蟹来安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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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外籍教师在海南大学国际学者中心品尝中国茶道。
据悉，该校国际学者中心打造面向国际学者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让外籍

师生在海南大学有了自己的“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一站式”服务外籍师生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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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刘梦
晓）海南日报记者10月18日从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江东
新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围绕生态
循环农业、旅游和“美丽乡村”工程建设
目标，江东新区将于今年内开工建设美
兰区保留村庄（江东新区内）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一期）项目。

该项目服务范围包含江东新区内
灵山镇和演丰镇16个村委会121个自

然村，可处理8864户3.21万人的生活
污水，处理污水总量每天超过1926.25
立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污水收集管网、
污水处理站、提升泵站等。

据悉，该项目的建设，将改善江东新
区灵山镇和演丰镇16个村委会121个
自然村周边水环境现状，美化村民生活
环境，有效地保障和提高村民生活品质，
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海口江东新区保留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项目年内开工

本报讯 （记者黄媛艳）三亚近日
出台重点项目联席会商制度，结合城
市实际，通过分析判断招商项目落地
三亚的可行性、合理性及效益性，以集
体决策形式确定需重点推进的招商项
目，集中力量加快推进项目落地，旨在
加快提高项目落地开工率，合理有序
规划城市产业空间布局。

重点项目联席会商制度主要遵循“项
目洽谈、征求意见、项目申报、预审受理、联

席会商”的流程。主服务部门积极开展项
目洽谈，认真研究项目的可行性，并征求项
目涉及的各职能局和项目拟落地区政府意
见，联席办对项目主服务部门提交的申报
材料预核，符合要求的提交联席会议会商，
联席会议由联席办负责组织，以集体决策
的方式，确定项目是否作为三亚市招商引
资重点项目推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经联席会议会商确定的重点项目，
由主服务部门牵头，会同相关职能单位

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工作；重点项目涉及
意向选址，由所在区政府加快征地拆迁
相关工作。

三亚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三亚市
投资促进局，其主要负责联席会议的筹备
及保障等日常工作，联席办定期或不定期
对联席会议会商结果应用情况进行抽查
和复查，未按照联席会议要求推进或落地
不及时的，联席办可追究相关责任单位责
任，督办考核情况报市政府备案。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抓项目
促有效投资是三亚的重要工作，该市
坚持“项目为王”，切实增强责任感和
紧迫感，聚焦主责主业，根据全市产业
发展规划和园区产业发展定位，提前
谋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开展制
度创新，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面
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和在建项目建设，
依托大项目建设带动产业集群发展，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三亚出台重点项目联席会商制度
提高项目落地开工率，有效规划城市产业布局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近日，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重点项目现场服务行
动”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
该县菠萝蜜康养商业综合区项目现场
举行。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25个，
总投资约30亿元，是历次集中开工活
动中规模最大的、项目最多的一次。

据了解，保亭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
共有25个，包括菠萝蜜康养商业综合

区项目、北大新世纪保亭国际美食文化
城项目、农村公路窄路面拓宽和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项目、2021年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项目、县城污水收集管网配套工
程（二期）项目、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等多个项目，涵盖产业投资、基础
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25
个开工项目为保亭高质量发展注入动
力、增添了活力。

保亭25个项目集中开工
为历次集中开工活动中规模最大

本报海口10月 18日讯 （记者昂
颖）10月15日至17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1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在广西
桂林举办，海南旅文以“阳光海南，度假
天堂”为主题精彩亮相。

本次展会上，省旅文厅组织三亚市、
定安县、五指山市等市县旅文局，以及海
南沉香、动漫、茶叶等企业共同参展，并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旅游促销活

动。
展会现场通过多媒体播放海南旅游

宣传视频、十大旅游产品展示、发放宣传
手册等方式，让观众直观了解海南优越
的自然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的旅文产业、
最新旅游资讯，以及海南自贸港旅文产
业优惠的招商政策，生动地呈现自贸港
旅文发展新成果。

展会上，与观展者积极互动的海南
旅游动漫形象“波波椰”，手机摇一摇互

动小游戏、海南知识问答、幸运转盘抽奖
活动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节目，全方
位展现了海南的热情与活力。

展会期间，海南展馆共接待了2000
余名观众，发放宣传物料8000多份，受
到广大观展者的喜爱与好评，海南展台
还荣获组委会颁发的最佳创意奖。此
外，借势展会热点聚焦效应，海南积极为
将于11月19日举办的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活动宣传预热。

东盟国家是海南重要入境客源市
场，在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的
大背景下，海南通过该国际性展会大平
台，向国内外观众积极展现海南自贸港
的全新精神面貌和旅游形象，传递海南
旅游全面复苏的信号，有效提振海南旅
游企业开拓出入境业务的信心，加快构
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服务和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海南旅文亮相2021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本报万城10月18日电（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赵慧阳）“海南可可风味独特，
作为单一产地巧克力，根据不同烘焙工
艺，我们可以品尝出它具有草莓、树莓、
坚果的不同风味。”10月18日，在万宁
兴隆热带植物园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可可
文化节暨可可产业高峰论坛上，来自精
品原豆巧克力品牌珂珂琥的创始人马可
如此赞叹道。

第三届中国可可文化节暨可可产业
高峰论坛以“多元化可可，多元化生活”

为主题，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
料研究所兴隆热带植物园主办。现场邀
请了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的
可可行业专家等出席，就“用巧克力打造
属于‘中国制造’的自豪”“bean to bar
（从种子到吧台）的工厂化生产工艺与技
术”“自贸港建设浪潮下 海南本土可可
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等话题进行探讨。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陆续考

察收集可可种质资源500多份，并建立
了可可种质资源专类圃；利用系统选育
和人工杂交技术创制可可新种质，经评
价筛选出高产、高脂、耐寒等优良育种材
料21份。经过品比、区域和生产性试验，
中国热科院团队选育出了“热引4号”，成
为我国第一个具有知识产权的可可品
种，2015年通过海南省地方品种认定。

“近两年，海南可可的优良品质被
国际精品巧克力商发掘，可可豆单价
达5万元/吨，换算下来50元/公斤，越

来越多企业也和我们寻求合作。”海南
热带农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廖子
荣表示，接下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将做优做强海南可可原产地品牌，利
用国内国外市场，提升品牌的国际影
响力，推动海南可可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将
海南可可特色资源打造成精品品牌，将
特色资源和旅游融合发展，让“小精尖”
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

第三届中国可可文化节在万宁举行
做优做强海南可可原产地品牌

本报三亚10月18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林诗婷）为支持我国游艇设计
高端人才团队建设，推动海南游艇设计
制造产业快速发展，10月18日，首届海
南国际游艇设计大赛在三亚启动，搭建
游艇“设计+产品”资源对接平台，吸引
来自游艇、设计领域的百余名海内外企
业、院校代表，推动游艇产业全链条深层
次探讨与合作。

赛事以中国游艇市场实际需求为基
本导向，设置量产游艇设计、超级游艇设

计、海上文旅平台设计三大竞赛单元，特
邀国内外游艇设计师、游艇制造大厂主
理人、设计院校导师担任大赛评委，从内
饰、外饰、总布局三个板块对参赛作品进
行评选。三个竞赛单元各设金奖3名、
银奖3名、铜奖3名以及评委提名奖若
干，奖金总额40万元。

首届海南国际游艇设计大赛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后在
海南举办的首个交通载具类设计大赛，
旨在助力“海南国际设计岛”建设，打造

本土游艇设计品牌，为延伸上游产业、孵
化本土企业、培养设计人才做出有益探
索，通过设计创新推动中国游艇产业跨
越发展。

作为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
区，海南首艘零关税游艇进口、首艘
游艇入境免担保、首艘游艇多证合一
均在三亚率先落地；《海南省游艇租
赁管理办法（试行）》出台，点燃游艇
旅游消费，三亚游艇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游艇保有量已近千艘，成为全国

保有量领先的城市；游艇出海游客月
均超10万人，今年1月至 7月便超过
去年全年数据。

本次大赛，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亚市人民政府、
四川美术学院主办，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海南国际游艇交易有限公司承
办。主办方邀请全球设计师和游艇设计
爱好者参加，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2022年1月16日举办决赛答辩、颁奖典
礼暨作品展。

推动海南游艇设计制造产业快速发展

首届海南国际游艇设计大赛启动

近日，在儋州市儋州湾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现场，成群
结队的招潮蟹在红树林下安家觅食，昔日虾塘变绿洲，栽
种的红树林长势喜人。

近年来，海南把退塘还林、退塘还湿工作列为生态修
复的重要内容，清理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养殖塘，补种沿海
地区防护林带和恢复湿地保护，保护海岸生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本报牙叉10月18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刘杰）10月21日至22日，
2021年民体杯全国板鞋竞速、高脚竞
速、陀螺比赛将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
中心举行。据了解，本次赛事的高脚竞
速项目设置 7个小项，分别是：男子
100米、男子200米、男子2×200米接
力、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女子2×
200米接力、4×100米混合接力。全
国共有11个省区市代表队参赛。

此次赛事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高
脚竞速又叫“踩高脚马”，由运动员双手
各持一杆，同时脚踩杆上的脚踏蹬，以

在同等的距离内所用的时间多少决定
名次。按照赛制，当发令员发出“各就
位”口令时，运动员就要走上跑道将两
根高脚杆立于起跑线后，把脚蹬上高
脚杆。当发令员“鸣枪”时，运动员听
到枪声后起跑，且在比赛过程中应自
始至终在各自分道内跑进。如果出现
脚触地，须在落地处重新上踏镫继续
比赛。当到达终点时，以运动员身体
躯干的任何部位（不包括头、颈、臂、腿
和脚）抵达终点线后沿垂直面瞬间为
止，运动员的身体和高脚杆须全部过终
点线后才能分离。

全国高脚竞速比赛将在白沙开赛

11支队伍角逐7个小项桂冠

特色竞赛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郭
萃）10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上海光
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雨帆噜渴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三方合作协
议，计划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光明雨
帆高端饮品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5亿
元。光明乳业、雨帆公司将互惠互助、合
作共赢，共同合作开发海南本岛、国内和
东南亚市场，借助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
势充分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同时，项
目的落地将有效地推动沪琼双方高质量
合作，实现两地项目合作共赢共发展。

据了解，光明乳业是上海国资委控
股上市公司。主要以牧业、乳制品开

发、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公司拥有
“赏味酪乳”“畅优”“健能Jcan”“莫斯
利安”等品牌，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乳制
品生产、销售企业之一，全国鲜奶市场
份额位列第一。雨帆公司是光明乳业
战略合作伙伴，也是光明“噜渴”品牌的
全国唯一运营商，主要负责光明乳业噜
渴低温乳饮料的生产与销售，有遍布全
国的专业销售网络。据介绍，光明雨帆
高端饮品生产基地项目将从法国瑞典
进口设备和生产线，在海口国家高新区
建设年产12万吨高端低温乳品、雪糕、
配方奶粉、奶酪、热带果汁等产品产线，
产品出口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光明雨帆高端饮品生产基地项目
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

名企落地

本报牙叉10月18日电（记者曾
毓慧）“白沙龙江农场8队果园开始采
摘发货……”自10月中旬以来，白沙黎
族自治县部分红心橙种植户陆续通过
微信等渠道推介自家果园的红心橙，吸
引不少“回头客”频频下单订购。据白
沙农产品协会估测，今年白沙红心橙商
品果的产量总计约有350万斤。

据悉，白沙红心橙品质优良，果实饱

满，剥开后皮薄多汁、鲜甜可口，含糖量可
达14%至21%。自1998年白沙引进红
心橙种植以来，经过20余年种植及改良，
现今红心橙已成为白沙重要的农业特色
产业之一。经统计，白沙红心橙种植面积
至少有7500亩，主要分布在七坊、荣邦、
细水等乡镇，目前已有超过2000亩的果
园挂果，红心橙产业带动全县上千名农户
实现就业及增收的成效日益明显。

白沙红心橙产量高
今年商品果产量约有350万斤

农户增收

高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