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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博鳌，山青海碧，日暖风轻。
在博鳌留客村漫步，清新美景自然呈
现。“自从博鳌亚洲论坛落户后，我们的
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民们说。

依托博鳌亚洲论坛，博鳌小镇实
现了从“名不见经传”到“声名鹊起”的
完美蝶变。

从“帐篷论坛”到比肩“达沃斯”的
国际交流平台，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1年来，
博鳌亚洲论坛与海南总是相互支持、
配合发展、共同进步。

一方面，我省积极利用论坛世界
500强企业云集的契机，大力开展招商
引资工作。这些招商活动，涉及旅游、种
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医疗健
康、金融、海洋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动
能，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引进优质项目和合作伙
伴，切实推动我省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我省创新外事招商引
资模式，于2019年打造“美丽乡村会
客厅”。这一模式为省领导外事会见、
招商茶叙、田园漫步提供了颇具田园
风光以及非正式会议氛围的活动场
所，成为讲好乡村振兴故事的新载体，
为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增添新

亮点，并促成各类项目合作，展现了
“博鳌田园外事”风范。

在双赢的道路上并肩前行，博鳌
亚洲论坛名扬天下，海南也声名鹊起。

着眼未来，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浪潮中，博鳌亚洲论坛必将与时代同
频共振，让海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写下新的注脚。

（本报博鳌4月19日电）

“向海而兴——15~19世纪
世界航海文物展”开展

本报嘉积4月19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婧瑜）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在即，4月
19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与上海中国航海博
物馆共同举办的“向海而兴——15~19世纪世界
航海文物展”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正式开展。

展览以两馆馆藏文物为主，展出200余件/套
世界航海文物，分为“航海家与探险者”“科技推动
航行”“海上战争与扩张”“海上贸易与文化”四个单
元。该展将持续展出3个月，观众朋友可通过南海
博物馆官网及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到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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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障和利用并举，海南谱写与博鳌亚洲论坛互动新篇章

并肩前行 同频共振

在海边，如何一秒快速“穿越”到
海南的热带雨林？

“在我们展区的听苑，可以听到热
带雨林的‘心跳’，这里有海南长臂猿
的猿啼，有蛙声如雨；在看苑，可以看
到雨林生态缸，还可以近距离接触动
植物王国奇妙生命现象……”在雨林
文化展现场，讲解员李永泉十分期待
向观展嘉宾讲述这些雨林故事。

4月19日，行走在博鳌亚洲论坛
主题公园展区内，海南日报记者看到，
所有展位已搭建完毕，现场工作人员、
表演演员等准备就绪，现场宣传文案
及解说将以中文、英文双语方式呈现。

当雨林“遇上”博鳌，精彩值得期

待。据了解，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
间，雨林文化展共推出全景荟萃深度
体验线、雨林心跳视听盛宴沉浸式体
验线、黎苗之韵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
传承体验线，每条线路都提供详细讲
解，参会嘉宾可选择相应的线路参观。

“海南捕鸟蛛、敬钊缨毛蛛、霸王
岭睑虎、海南睑虎、周氏睑虎……这些
雨林中的‘神奇动物’总会给人带来惊
喜，像这只霸王岭睑虎，就在两天前刚
产卵升级为‘睑虎妈妈’。”吕宝蕊是一
名负责雨林文化展英文讲解的志愿
者，这些天来，她天天“泡”在展馆中，
仔细地收集和准备解说素材。

静待开幕的，还有陈秀兴。这位

海南苗族盘皇舞省级传承人，穿上表
演服饰，挎上皮鼓、铜锣，早早地就在
展区候场，“我们从4月16日开始实
地彩排，现在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期
待能把来自雨林的远古之舞、把热带
雨林文化展现给更多人。”陈秀兴说。

从万物共生雨林长廊到黎苗歌舞
表演，从一幅幅雨林摄影绘画到光影
体验，从听苑、看苑到饰苑、锦苑……
一路看，一路亮点频现、精彩不断。此
次雨林文化展，将雨林生态、黎苗文
化、乡村振兴等内容有机、巧妙地融入
主题公园的9个院落、21个房间里，
打造沉浸式的雨林文化体验。

在这里，雨林的生机勃勃，不仅能

看到、听到，还能“品尝”到。
在展览现场，海南山栏酒庄有限

公司总经理曾凡华说，此次该公司带
来了用海南山区旱作稻物山兰米酿制
的山兰酒，希望借助博鳌亚洲论坛宣
传海南的山兰酒，展现海南的特色农
产品，也把雨林味道带给大家。

“我们带来了五指山的黎族纺染织
绣技艺、黎族竹木器乐、苗族盘皇舞等
非遗项目，还有山兰酒、山柚油、五指山
雪茄等农产品，欢迎大家来参观、品尝、
下单购买。”五指山市委书记朱宏凌希
望借助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雨林，让
参展嘉宾感受五指山的生态和谐、乡
村振兴。 （本报博鳌4月19日电）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春媚）4月20日至4月22日，“寻觅雨
林·万物共生”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雨林文
化展（以下简称雨林文化展）将在博鳌亚洲论坛主
题公园展出。4月19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联合五指山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创意海
报及中英文双语H5，带你花式“云”观展。

创意海报《360度 属于
海南的感官盛宴》，通过视觉、
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五个维
度，以小见大呈现海南热带雨
林魅力。中英双语H5相册
《寻觅雨林·万物共生》，以“图
文+音频”结合的方式，展示
雨林文化展的亮点。

看点

海报集团推出系列融媒产品

以小见大
呈现热带雨林魅力

扫码了解更多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周晨光）4月16日起，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海南国际传播网推出“海南故事 博鳌讲述——博
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特别报道”，推出《博鳌时
刻丨世界青年说》等系列节目。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带来的诸多不稳
定因素，青年应该怎么做？在同心战疫历程中，
他们体现了怎样的担当与
责任？他们对博鳌亚洲论
坛在促进世界交流与合作
方面有什么建议？他们对
中国及海南自贸港有哪些
期待？《博鳌时刻丨世界青
年说》系列节目将与你分享
各国青年的答案。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在同心战疫历程中
分享世界青年答案

扫码看视频

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雨林文化展开展

寻觅雨林 万物共生

广告·热线：66810888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绚烂的春季，博鳌注
定成为亚洲的中心舞台。

4月20日，博鳌亚
洲论坛2022年年会将
在海南博鳌召开。来
自世界各地的政、商、
学、媒精英代表齐聚于
此，与前沿思想交锋，
和高端智慧对话，通过
论坛，窥探亚洲经济的
风向，触摸世界潮流的
脉动。

作为论坛永久会址
所在地的海南，近年来
通过更加主动地策划和
积极作为，成功实现了
由服务保障论坛，到服
务和利用论坛并举的角
色转型。一个日益开
放、活跃的海南正通过
论坛，被世界更多的地
方认知。

今年来博鳌亚洲论坛与会的嘉宾
有个共同感受：随处可见的“绿色元
素”，为博鳌底蕴添彩。这绿色，不仅
是博鳌小镇街头成荫的绿树和用于接
待的新能源汽车，也是年会中多个与
绿色发展相关的议题。

“‘绿色办会’是我省今年论坛年会
服务保障工作的一大亮点。”省委外办
主任戴贞介绍，今年我省在绿色交通、

绿色会务、绿色住宿、绿色循环、绿色搭
建、绿色倡议等方面全力推进论坛年会
绿色办会，不仅首次搭建绿色电力交易
系统，还推进电子化和无纸化办公，使
用海南本地零碳食材等，通过一系列措
施为论坛年会增添绿色元素。

为提升工作效率和嘉宾参会体
验，今年省委外办首次上线运行海
南省外事一体化在线管理与服务平

台，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管理系
统实现部分数据对接，通过可视化
指挥中心实现“一块大屏掌控全
局”，可以跨部门、跨处室智能化、高
效化协同办公。

据统计，20余年来，海南持续为
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投入近200亿
元，用于高速公路、高铁、机场、博鳌通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每年一线投入接

待和服务保障人员1000余人，累计接
待中外嘉宾7万多人次出席论坛年会
相关活动。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表
示，海南为博鳌亚洲论坛默默奉献，将
论坛工作作为全省的头等大事来抓。
每年春天，海南全省动员全力服务保
障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给历届年会的
中外嘉宾留下了美好印象。

从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轨迹来
看，随着海南服务保障工作的日益成
熟，近年来海南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
融入论坛，以不同的方式为论坛注入

“海南元素”，提升海南国际影响力。
每年的论坛年会上，海南主题活

动都备受关注。据了解，今年年会我
省将重点打造两场精品主题分论坛活

动，分别是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
和“对话海南”分论坛。

戴贞介绍，在我省加快构建海南
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的背景下，
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论坛主题聚焦

“以制度型开放与世界分享机遇”，以
期在开放合作、交流互鉴中共享发展
机遇。“对话海南”分论坛则聚焦“国家

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省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深化生
态国际交流合作的一项务实举措。

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博鳌亚洲论坛，
是宣传展示海南发展成就和机遇的重
要平台，也是海南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
推动力。这些年，海南以日益积极主动
的姿态融入论坛。“博鳌+海南”早已融

为一体，成为海南闪亮的金字招牌。
从内容上看，最初，我省在代表下榻

的酒店举办海南图片展、发放画册等纪
念品，用举办欢迎晚宴、酒会等形式推
介海南，在论坛上发出海南的声音。
近年来，我省策划和实施了上百场系列
海南主题活动。如今，这些措施已经机
制化，成为每年论坛年会的一部分。

全力做好论坛服务保障工作

积极在论坛中融入海南元素

充分利用论坛服务海南发展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孙慧

4月20日至4月22日，
“寻觅雨林·万物共生”2022
年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雨林文
化展（以下简称雨林文化展）
将在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
展出，通过“视觉”“听觉”“味
觉”“嗅觉”“触觉”的感官体
验，让人们感受沉浸式的雨林
文化深度体验。

将热带雨林微景观“搬
进”博鳌，一段山与海的对
话，即将开启。

在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媒体记者探访雨林文化展。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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