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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黄莹莹的“破浪之旅”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粟蕾）在

12月11日举行的2021海南亲水运动季闭幕式
上，很多观众的焦点都落在
了黄莹莹身上。她是第十四
届全运会冲浪比赛女子短板
冠军得主。一个普通的万宁
渔村女孩，是如何学会驾驭
风与浪，扭转命运的闸门，

“冲”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地？一起打开条漫，走进这
个女孩的“破浪之旅”。

扫码查看黄莹
莹的“破浪之旅”。

2021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
海南行活动收官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李梦楠）12月
10日，“欢乐新海南 奋进自贸港”2021全国重点
网络媒体海南行活动在三亚结束。在一周的时间
里，来自全国50家重点新闻网站的编辑、记者及
海外传播官们，先后走进保亭、陵水、三亚等地，见
证海南的新动态、新变化。

12月10日晚7点，媒体采访团成员齐聚餐厅
举行欢送晚宴“话离别”，现场一片欢乐的气氛。采
访团成员品特色美食、赏黎族音乐，热闹不已。

从景区到乡村，从蓝海到山色，从田野到密
林，从3.0版的旅游综合体到高精尖的科技领域，
采访团成员去城市、去乡村、去园区、去工地，触摸
老百姓的幸福感，了解“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在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承担的新期望，取得的新进展、新
成就。

据了解，此次活动推出了系列优秀报道。截
至10日下午6点，“海南网媒行”百度搜索结果已
超过2300万，50家全国重点网媒发出稿件和各
类融媒体产品超过1000篇，让更多人了解海南的
人文美景和海南自贸港的朝气。

本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新海南
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承办。

海南洞穴的直播图鉴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林明洋）

洞穴是人类最早的栖身之所，是孕育文明的地
方。海南有特殊的地质地理、气候、水文等条
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市县有大大小小百余
个洞穴，特色十足，散发着海南地理人文的独特
魅力。通过网络直播间的形式包装，赋予九大知
名洞穴更活跃的生命力，让网友领略到它们的特
色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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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抓项目促有效投资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12月7日上午，在位于昌江黎族自
治县石碌镇海南（昌江）清洁能源高新
技术产业园太坡园区的昌江南繁产业
科技示范园项目一期1号厂房，一条毛
豆加工流水线设备已安装到位，多名工
人正忙着铺设供电线路、安装配电箱
等，为生产线12月底投产做准备。现
场还有工人对地面切缝、打胶，进行地

面装饰，做工程的最后收尾工作。
项目施工单位海南鑫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方亿介绍，项目一
期计划上马2条毛豆加工流水线和一
条地瓜自动分拣线，并配套建设高标准
的农产品保鲜冷库，“昌江毛豆集中收
获期为每年1月到4月。争取本月底先
完成毛豆流水线投产，助力昌江毛豆产
业，带动加工、冷链物流和贸易。”

昌江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占

地61.62亩，总投资3.2亿元，分两期
建设，一期主要建设1.6万平方米的
农产品加工和集散中心，以及6800平
方米的冷链物流库；二期主要建设两
栋各7层的互联网产业大楼和一栋生
物科技研发大楼。自2020年6月开
工以来，业主单位和施工单位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采取多点施工方式，于今
年5月完成项目一期的全部主体工程
施工。同时项目二期于2020年10月
开工，现已完成一栋互联网产业大楼
的封顶作业。

支模板、绑扎钢筋……在项目二

期施工现场，80多名工人在各自岗位
忙碌着。2号互联网产业大楼已经封
顶，工人正对1号互联网产业大楼第3
层进行施工以及对生物科技研发大楼
开展地下基础施工。

“比学赶超、互促共进。我们采取
多点施工方式，确保整个项目在2022
年底全面竣工。”方亿说，为确保进度，
项目全部作业面已经铺开，同时适当
增加工人，并根据工程节点相应增加
机械设备，安排模板、方木等周转材料
提前进场、及时供应。

“我们将持续加快项目建设，让项

目早日发挥作用，助力海南西部发展
南繁科研、智慧农业和现代冷链物流
业等。”项目业主单位昌江广凌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志勇介绍，该项
目拟建设一个以南繁育制种与热带农
产品加工为基础，集农业科研、生产、
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等为一体的
现代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建成
后不仅能助推昌江及周边市县的毛
豆、地瓜、芒果、凤梨等农产品加工和
贸易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还
能增加海南西部的农业科研、南繁科
研力量。 （本报石碌12月11日电）

昌江南繁产业科技示范园项目一期预计本月底投产

多点施工干劲足 全力推进建设忙

省内外专家学者探讨海南酒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琼岛酒业如何飘香?

12月11日，2021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在海口开幕。 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高
懿）12月10日，“澄迈福礼”旅游文创
商品区域公用品牌在2021年（第六
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上正式
发布。

此次由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主导创建的“澄迈福礼”旅游
文创商品区域公用品牌，以“畅游福
地，乐享福礼”为品牌概念，通过多元
业态体现富硒福地的创新文化和历
史内涵，推出代表澄迈特色人文和优
良品质的文创手礼，引导澄迈旅游商
品品牌自主创新，拓宽澄迈旅游商品
市场渠道，推动澄迈旅游文创产业高
质量发展。

据介绍，本次“澄迈福礼”旅游文
创商品共创计划围绕地区文化文脉IP
属性，提出“福礼”概念，通过共创+旅
游商品的形式联合发力。在征集的一
个月的时间里，对澄迈优质本土产品
进行筛选、调研、设计，最终选出“凤梨

部落”“福山咖啡”“椰仙”三家入选品
牌商，并设计成“澄迈福礼”专属文创
包装，以及1套澄迈旅游文创周边。该
套文创周边包含笔记本、明信片、帆布
包三款产品。笔记本分为软抄和硬抄
材质，新颖实用；而明信片由澄迈的人
文、美食、景点等多个精美插画构成，
充满心意；帆布包则设计新潮，深受年
轻人的喜爱。

“在本次‘澄迈福礼’旅游文创商
品区域公用品牌上，我们借力澄迈

‘福’文化，打造澄迈专属的旅游商品
文创 IP，让澄迈‘福’文化与旅游融
合，让游客感受到澄迈的‘福气’，享受
到澄迈这片土地上的‘福礼’。”澄迈县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推广澄迈“福地”文化，让地区
旅游文创商品发展迎来新的机遇，让
澄迈的旅游商品变散为聚，以强带弱
的方式，构建出澄迈具有特色的旅游
文化商品品牌。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娟娟）12月11日，由省旅文厅、陕西省文物局主办
的“长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在海南省博物
馆正式开幕。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
等陕西6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唐代文物精品
齐聚海南，再现唐代长安的繁盛气象和非凡魅力，
为我省市民游客呈上一场唐代文化盛宴。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周秦汉唐等
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恰逢2021年（第二
十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举办，本次展
览受到陕西省文物局以及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
博物院、乾陵博物馆、西安市长安博物馆、宝鸡市凤
翔区博物馆、昭陵博物馆等6家博物馆的大力支
持，精选出包括瓷器、陶俑、唐三彩、金银器等在内
的116件（套）唐代文物精品。其中，来自昭陵博物
馆的“白陶舞马”通体细腻如象牙一般，形体矫健，
姿态优美，是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彩绘

釉陶骑马女俑”正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
照，展现出当时社会开放包容的博大气度。

本次展览通过“东方之都”“长乐长安”“交
通万国”三个单元，讲述长安人饮食起居、娱乐

活动、服饰和装饰艺术以及
长安城对外交往等，从不同
角度为观众勾勒出一幅
多姿多彩的盛世画卷。

当琼岛

盛唐长安

本报海口 12月 11日讯 （记者
郭萃 实习生张楠楠）12 月 11 日，
2021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全体会议
在海口举行，来自省内外高校、政府
部门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相聚椰
城，为海南自贸港酒类产业发展建言
献策。

“过去几十年，创新与投资就是酒
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展望酒业‘十四
五’乃至中长期的发展，它仍然是核心
动能。”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
介绍，此次大会正是以投资和创新为
关键词，汇聚全球智慧，站在海南自贸
港这一新时期改革开放前沿，为酒业
的未来探路。

论坛现场，与会专家纷纷认为酒
业的下一个发展“高地”是海南。“数据
显示，2021年海南酒类制造企业117
家，其中有105家，都是2020元旦至
今新注册，越来越多的酒企，看到了发
展的机遇，正在海南积极布局。”江南
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岩认
为，海南或将成为酒业的新一轮投资
高地。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酒业是国民经济和消费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海南酒业制
造并不发达，以少数特色酒类产品
为代表，但海南自贸港贸易投资的

“开放度”对酒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利
好性。他建议，酒业企业应当高度
关注自贸港总部经济、包装设计、跨
境电商、特色制造、平台和资本运营
等五类投资方向，海南也将为产业
落户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做好更强
保障。

“一提到好酒，大家就会想到贵

州、四川等省份，如何使大家提到
酒也能想到海南？酒业创新与投
资大会的举办，为海南酒业带来发
展机遇，为海南酒业赋能，撬动海
南深度融入这个万亿产业。”中国
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姚望表示，
希望通过这场酒业有史以来最高
规格的大会，能为海南的酒业注入
发展力量。

此外，当天下午，11位酒类产、
学、研、创、投各个领域行业大咖以
创新和投资的视角，分享酒企在高
质量、高水平发展方面的路径探索，
并表示，此次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
就是打造产业创新闭环的创新举
措，不仅举办投融资论坛，提供创新
与资本对接的机会，还另外设立营
销与创意论坛、产品与技术论坛等
分会场，为产、学、研创造更好的环
境，进一步高度赋能酒类产业高质
量发展。

对于此次酒业创新与投资大会的
举办，海口市商务局局长蔡俏表示，会
展是一个平台与纽带，借助海南自贸
港优惠政策特别是免税政策和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的建设，把海口打造成为
国际酒类进出口贸易的中转站，让中
国酒业通过海口走向世界，也让世界
酒业走向海口，并通过海口走向内地
和全国市场。

记者另悉，本次大会期间，还有
多场品牌之夜，呈现不同的酒类产
品创新与文化创新；酒业女性企业
家的高端圈层平台芳樽荟，以女性
的角度洞察新消费趋势和新发展机
遇；100多位酒业专家、企业家现场
闭门交流等。

省医保局公布今年第十期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查处案件

6家医院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被查处曝光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吉秋平）海南日报记者12月11日从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近日该局曝光今年第十期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查处案件，琼海健平医院、三亚市广慈医院等
6家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被查处。

琼海健平医院存在超标准收费、串换项目、超
医保限制用药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琼海市
医疗保障局已约谈该医院负责人，责令对违规问
题进行整改，并向全市通报违规问题，追回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31.3万元。

三亚市广慈医院、三亚市华侨医院存在住院
诊查费收费次数超过住院天数、不合理多收费、部
分设备耗材违规收费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已约谈这两家医院负责人，责
令对违规问题进行整改，分别追回违规使用医保
基金6.9万元、5.9万元。

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存在重复收费、护理费
收费天数超过住院天数、违规申报医保项目等违
规行为。五指山市中医医院存在护理费收费天数
超过住院天数、不合理多收费、串换项目收费、自
立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等违规行为。海南省平山医
院存在超规定标准收费报销、违规申报医保资金、
虚计多计医用耗材费用等违规行为。五指山市医
疗保障局已约谈这三家医院负责人，责令对违规
问题进行整改，并分别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74.5万元、2.59万元、3.59万元。

“澄迈福礼”旅游文创商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民在参观“长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览”。

“长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览”展出文物。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邱肖帅 摄

“长乐未央—大唐长
安文物展览”展出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