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澄迈县大丰荔枝观光园里，林
间的土路变成T台，绿树林和红果实
变成走秀的背景。5月10日，在这片
荔枝林里上演了一场以荔枝品牌为
主题的网络直播变装秀，通过新奇有
趣又接地气的穿搭，将大丰荔枝的元
素融入时装走秀，吸引了13万人次
网友观看，同时在线观看人数最高时
达到5000人。

“不管别人说这是噱头也好，模

仿也罢，但我真正把农人的荔枝卖
出去了。”正如主播“龙龙不时尚”
所言，直播间里，网友不仅关注这一

“新潮”的宣传方式，更关注所宣传
的产品。

“荔枝什么时候卖？”“可以通过
什么渠道购买？”一系列咨询和订单
接踵而来，让试水“潮玩”荔枝的网络
主播信心倍增。

新潮的玩法还有很多。5月27

日开始，海口火山荔枝1号快闪店
“登陆”北京、海口两地核心商圈的高
端商超，“荔志叔”“火山荔枝萌宝IP
造型”等文创产品在现场悉数亮相，
以全新形式快速“出圈”，吸引众多消
费者青睐。

紧紧围绕“潮”字，今年，海口、
澄迈、文昌等海南荔枝主产区，围绕

“电商助农+主播带货+达人团购+
抖音大丰荔枝品牌秀”等新媒体营

销矩阵联动方式，使得荔枝销售更
具“云”特色。

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所举办的“海口火山荔枝王 谁
与争锋”网络直播PK赛、“火山荔枝·
玩转餐桌”季节限定线上美食创意大
赛等系列线上节庆“潮玩”活动，进一
步提升了海口火山荔枝的品牌知名
度和影响力，让海口火山荔枝的果香
飘遍大街小巷。

多样“潮玩”把握“云”上风格

卖完了农庄的80万斤海口火山荔
枝，三门坡镇荔海共享农庄总经理陈国
文还留了一手——在350亩荔枝园里，
专门划出10亩作为采摘体验区，尝试
以此吸引游客。没想到，第一次试水采
摘，竟然就广受欢迎。

“第一次采摘开园，一上午就来
了700多人，还带动了周边酒店和客
房的爆满。”火爆的场面让陈国文大

受鼓舞，心里也有了主意，“明年就把
采摘区面积翻一番。”

如果说采摘是一种有着丰富体
验感的营销，那么寓教于乐就是荔枝
能够带来的另一层益处。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的荔枝研学
活动已经接连开展了3年。果味飘香
的荔枝林，是学生探索自然的好去处，
也是亲子科普、周末体验的好选择。

“通过研学课程，我们想让孩子们
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博士王健
华说，要把和荔枝有关的研学课程系列
化，教给各个学校和研学机构，让大家
主动参与保护这块特殊的生态系统。

如今，海南的荔枝不仅卖得更远
了，还得到了国际友人的持续关注。

“酒香也怕巷子深，要强化品牌

打造和形象宣传，让世界更多消费者
知道海南、海口的特色物产。”在海口
市外事办公室带动下举办的独具魅

“荔”椰城国际沙龙活动中，来自加拿
大的投资人杰伊就建议，可以利用荔
枝上市时机举办有影响力的国际化
推广活动，带动旅游消费，并形成差
异化发展策略。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延伸场景探索更多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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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龙华区法院发出海南首份《信用修复证明》

探索信用修复机制
激励企业诚信履约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熊桢）近日，海
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向一宗主动履行生效判决文
书确定全部款项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发出《自动
履行证明书》和《信用修复证明》，并对其执行信息
予以屏蔽。据悉，这也是全省法院发出的首份《信
用修复证明》。

据了解，申请执行人胡某与被执行人北京某
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吉某、韩某、董某、常某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未按生效判决履
行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遂向龙华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支付32万元及利息。案件
进入执行程序后，龙华区法院向被执行人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并积极延伸司法职能、
主动作为，耐心疏导被执行人的“失信担忧”。最
终被执行人北京某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履
行了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全部款项给付义务，案
件顺利妥善执结。案件执结后，龙华区法院经申
请向被执行人北京某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
了《自动履行证明书》和《信用修复证明》，以避免
后续对涉案公司在信贷、招投标等方面产生的不
利影响。

龙华区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案件的顺
利执结既保障了申请人的胜诉权益，亦通过信用
修复为被执行人纾困解难，取得了“一案双赢”的
积极效果，同时也为保障和服务营商环境优化升
级提供了新路径。

下一步，龙华区法院将借助信用修复机制，
切实帮助有积极履行义务意愿或能力的被执行
人渡过难关，实现被执行人企业“造血再生”，助
力营造公平公正、便捷高效、诚实守信的法治化
营商环境。

安徽商会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习霁鸿）近日，

省民政厅动员行业协会商会为会员企业纾困解
难。海南日报记者6月19日从第四届海南省徽
文化研究会、第三届海南省安徽商会换届大会上
获悉，下一步，该商会将开展会员互动日活动，走
访会员企业，为在琼徽商企业排忧解难。

近年来，为了服务好企业，海南省徽文化研究
会、海南省安徽商会在分期分批走访企业的同时，
还先后举办过36次银企对接、税法教育、省情与
形势讲座、投资讲座、资金安全讲座、专题培训、形
势报告会以及沙龙联谊、高端论坛、就业用工信息
交流等活动，会员单位免费参与和听课，取得了良
好效果。

海南省安徽商会负责人介绍，新一届商会将
着重为会员和会员企业办好20件实事，如定期组
织对会员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会员企业的困难和
需求，并努力帮助协调解决；举办会员互动日活
动，分期分批组织与会员进行互动交流；开设“自
贸港徽商讲堂”等。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8单位
获立法联络单位授牌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6月17日，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管理局举办基层立法联系点授牌仪式，
向基层立法联系点首批立法联络员、立法联络单
位和顾问专家正式授牌，旨在推动基层群众参与
立法的深度和广度，让立法服务于种业和海洋科
技新高地发展。

2021年，省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会先后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设立基层立法联
系点，进一步推动园区改革发展任务与民主立法
工作相融合。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唯一一个全国
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基层立
法联系点承担着将自贸港重点园区的改革发展任
务与民主立法工作相融合的重要使命。

在当天的授牌仪式上，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
司、舜丰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中船重工（海
南）工程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获得立法联络单位
授牌，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南京农业大学教
授刘裕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赖锦盛等16位专业
人士获得顾问专家授牌，谢孟博等15位科技城工
作人员获得立法联络员授牌。

据了解，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立法联系点成立
以来，围绕《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等7部
法律草案，共收集立法意见建议128条，上报90
余条，其中有8条意见建议被采纳，7条在法律中
有所反映或部分采纳。

海口美兰机场
获两项国际奖项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黎静文 夏锦
怡）6月17日，知名航司及机场服务质量评测机
构SKYTRAX在法国巴黎举行2022年全球机场
奖颁奖典礼，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蝉联“SKYTRAX
中国区最佳区域机场奖”，并荣膺“SKYTRAX中
国区最佳机场员工奖”。

据了解，近年来美兰机场聚焦旅客需求体验，
不断迭代升级硬件设施，重点围绕旅客全流程服
务体验，从多角度入手优化、完善旅客服务，推出
爱心贴、冬衣寄存、爱心柜台、志愿者帮扶等多项
便民服务举措，实现在问询、值机、安检、登机等不
同服务场景下的全流程联动。

据悉，SKYTRAX是一家创立于1989年的
国际权威航空服务评级机构，其每年通过不同国
籍、不同地区旅客填写的调查问卷及投票，评选出
全球综合及各单项服务最佳的机场及航空公司。

海南给 季

潮 荔枝新风尚

荔枝，既可怀古，又可玩出
新潮。

在这个夏天，荔枝又被赋予
了新“玩法”——穿着汉服的女
主播，隔着屏幕和网友来一场
“荔”香约会；果农拿出自己种植
的荔枝进行网络PK，一场“火荔
全开”的直播活动让人身临其
境；以“海口火山荔枝味儿”为主
题的线上露营，更让网友解锁了
更多的荔枝吃法：荔枝鱼、荔枝
虾球、荔枝排骨、荔枝粽子……

荔枝是水果，却又不仅仅是
水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源
远流长的荔枝文化出发，不断创
造出新的营销方式，极大拓展了
海南荔枝的销售场景和渠道，持
续引领热带农产品消费潮流。

“我很喜欢吃荔枝，愿意为它代
言。”刘慧是一名汉服爱好者，5月18
日，海口市在琼山区三门坡镇举办的海
口火山荔枝“云庆丰收”主题活动中，身
着汉服的刘慧成为一名荔枝代言人。

丝竹声声悦耳、钗环玉佩呤叮作
响……穿上汉服的刘慧婷婷袅袅，手
捧刚采摘下来的妃子笑荔枝笑意盈
盈，对现场来宾做起销售。

“荔枝是一种有文化基础的水

果，人们在购买时有文化消费心理作
为基础。”现场观看的旅游从业者唐
亭亭认为，荔枝的营销方式可以是多
样的，不仅是国潮走秀，还可以通过
讲故事的方式，围绕荔枝所承载的文
化内涵玩出更多花样。

提及和荔枝有关的文化，人们恐
怕最先想到的是苏轼那句耳熟能详
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
人”。千古名句，道出了荔枝的美味。

现代作家马伯庸的长篇小说《长
安的荔枝》，更是以“一骑红尘妃子
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为源泉，创作出
架空历史的虚拟故事，成为火爆网络
新的文化IP。

“这些富有文化内涵的故事，都
可以作为荔枝营销的基石，将其知名
度进一步扩大。”唐亭亭说。

这场国潮荔枝秀，既是怀古也是
创新。这不禁让现场观众蔡许生出

了许多遐想：“对古人而言，荔枝是个
奢侈品。或许千年以前的古人们，吃
荔枝就充满仪式感，有丝竹伴乐，也
有华丽舞蹈陪衬。”

“借助荔枝的文化基础，不少同行
也想出了丰富的营销手段。”本土带货
主播王雅丽举例，比如海南话吟诵和荔
枝有关的诗句带货，又比如用诗文抢答
送赠品的方式吸引流量，“就是要通过
人人都能参与的方式，保持其热度。”

文化内涵成为营销基石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昂
颖）6月18日，为期近3个月的“乡音
乡情线上琼剧教学坊”教学交流活动
结课。教学期间，来自马来西亚吉隆
坡、新山、森美兰等地区的20多名海
南籍华人“云端”学唱琼剧，咏唱出对
家乡海南的挚爱与思念。

这是今年以来琼马民间文艺交流
的一项重要活动，由省侨办、省旅文厅
和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共同主
办，旨在帮助马来西亚琼籍乡亲加深
对琼剧的认知，深入了解更多海南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海外传承发扬。

近3个月来，琼剧表演艺术家、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琼剧教师张霞
云和叶建宏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韵味
十足的范唱，指导学员们开腔亮嗓，
传授经典曲目《刁蛮公主》选段演唱
技巧，讲解戏曲演出时的抱袖、收袖
姿势，并与学员们“隔空”对歌互动，
引发马来西亚琼籍华人学员对琼剧
的浓厚兴趣。

“满天云，风吹散，从此玉马配金

鞍……”当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省
文化艺术学校的线上直播屏幕中看
到，伴随着悠扬的戏曲伴奏响起，华人
学员们沉醉在琼剧艺术中，唱念显功
夫，身段显灵气，从唱腔、情绪等方面
将饰演人物的性格表演得惟妙惟肖，
将经典琼剧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次线上教学让不少马来西亚
华裔青少年收获良多。我们希望孩子
们通过培训学习到更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继而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弘扬
者。”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

林秋雅表示，琼剧随着先辈下南洋的
足迹已在马来西亚流传上百年，然而
如今琼剧在马来西亚有着青黄不接的
传承困境。近年来，联合会发起筹募
留住乡音发展基金，积极尝试不同途
径传承琼剧，今年还将举办海南乡音
才艺比赛。

“唱出乡音，感受乡情，心里特别
感动。”马来西亚琼籍华人翁兰花表
示，琼剧的唱腔优美舒缓、悦耳动听。
通过此次与海南非遗琼剧艺术的沉浸
式接触，她感受到了乡音文化带来的

独特韵味，更拉近了琼籍华人华侨同
家乡人民心与心的距离。

“有着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积淀
的琼剧，联结了海南人之间亲密的血
缘、地缘关系，已日益成为海外琼籍
华侨华人联系亲情乡情的纽带。”省
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采用普通话和海南话进行“双语”线
上授课，编织起海内外联系纽带，促
进海南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国际化
传播，进一步增进海南与海外的民间
文化交流。

马来西亚琼籍华人相聚“云端”唱响琼剧

传播乡音 凝聚乡情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近日，177
桶196吨辣椒油树脂、辣椒红色素和
红辣素等加工成品原料，从海口海关
所属马村港海关通关放行，发往河北
省，这是海口综合保税区内的晨光生
物科技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晨光生物）申报的加工增值内销
品。据海关数据统计，该批货物货值
总计约4558万元。

据了解，自加工增值内销税收征

管政策正式扩大至海口综合保税区
后，海口综合保税区发挥政策叠加优
势，积极招商引资。目前，园区落地加
工增值项目7个，正在推进项目9个，
海南自贸港政策成效不断凸显。

今年初，海口综合保税区与晨光
生物签订产业协议，在区内投资3000
万元建设红辣素精加工生产基地，利
用进口原材料在园区内开展辣椒红色
素、辣椒油树脂的精深加工与销售相

关业务。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务主管花书杰介绍，在了解到企业
即将申请货物报关出区的需求后，海
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立即协同海关、
技术平台、关务公司等多个单位组建
工作专班，积极为企业梳理核对加工
增值货物公共服务平台操作流程，切
实解决企业在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共同推进和保障第一批成品顺

利申报出区。
不仅如此，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园

区开设绿色通道，积极协调各职能部
门，精简审批手续，帮助企业解决用地、
规划建设、海关政策方面的问题，让企
业没有后顾之忧，不到半年时间促成项
目厂房初步建成并投产。2022年晨光
生物项目总产值预计可达1.9亿元。

海口综合保税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联合区内企业不断推进

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成果转化和政策
深度的探索力度，继续推动包括进口
肉类加工、珠宝钻石加工、食品级玩具
加工制造、CT机加工制造等多个项目
完成项目建设和首单业务落地。并将
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系统，以及
完善区内产业配套，为项目落地提供
完善的要素保障，进一步释放加工增
值免关税政策的红利，吸引相关产业
企业向园区集聚。

成立工作专班助力企业加工增值内销产品申报出区

海口综保区已落地加工增值项目7个

一
线
直
击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习霁鸿
高 懿 计思佳

近日，由中建一局承建的儋州市中医医院建设项目有序推进，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粗装
修及幕墙安装施工，预计今年12月竣工。图①图②均为工人施工现场。 图/文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丽敏

儋州市中医医院建设项目预计年底竣工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