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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2日，建设中的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CBD玖龙总部项目。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020年4月22日，航拍平整地块中的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CBD。

⬆2022年5月30日，高空远眺建设中的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新貌。

江东之

海口江东新区目前发展势头良好。截至今年6月底，江东新区累计注册企
业21149家，总部经济区吸引重点企业46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35家。临空
经济聚焦航空运输、仓储物流、航空维修、跨境贸易等细分产业，签约落地重点
企业43家。同时，累计实现包括跨境电商“9810”业务落地等20类自贸港“首
单”业务突破，初步实现重点产业聚能成链，整体效益不断提升。

海报

7月4日，记者来到布黎布舍位于
五指山市区里的实体店，印有黎锦纹
样的各类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安徽游
客李丽和朋友一人买了一把印有黎锦
纹样的遮阳伞，“很有黎族特色，也非
常实用。”

从2014年起步，如今，陈孟丽设计
的黎族文创产品已超过100种，印有黎
锦纹样的遮阳伞、度假裙等，是其店里
的热销款。

来到省博物馆的海博堂，记者看
到，结束参观的游客们往往会来到这里
挑选几件文创产品留作纪念。同样，黎
锦文创产品成为不少人的首选。

“大件纯手工作品价格昂贵，选的

这个印有黎锦纹样的丝巾，价格划算，
平时也能用得上。”游客张伶俐一边说
着一边展示着自己挑选的丝巾。

一直以来，限制传统手工艺产品及
其文创产品销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价格。因为纯手工制作，产品往往价格
高，令普通人对其望而却步。

“开发大众非遗商品，就要让大众
买得起、买得到。同时，要按照市场的
需求，通过‘现代生活用品+非遗文化+
非遗技艺’的理念开发现代生活非遗商
品，让越来越多的非遗商品得到市场认
可。”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杨明哲说。

近年来，相关企业愈发认识到价

格、功能对于黎锦及其文创产品市场化
的影响。也正因为此，大家通过设计研
发纯手工黎锦、包含部分黎锦的产品以
及印有黎锦纹样的文创产品等不同类
别的产品，来清晰实现价格区间的划
分，让黎锦及其文创产品可以契合各个
消费群体的需求。

不过，看似琳琅满目的黎锦及其文
创产品市场，一些问题日渐凸显。

“同质化过高。”海南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院长张引直言：“很多公司会下单
给合作社，如此一来，纹样的样式就
高度依赖于织娘。这就造成了黎锦
产品或产品中的黎锦纹样等元素千
篇一律。”

张引近年来致力于黎锦及其文创
产业的设计能力提升。他告诉记者，在
省旅文厅的支持和指导下，海南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正牵头搭建运营黎锦设计
师及设计服务平台。“平台一端面向企
业了解需求，另一端则汇聚清华美院、
北京服装学院等设计人才资源，充分实
现设计与产品生产的有效对接。”张引
表示，未来，平台将不仅为企业提供产
品本身的设计，还将为企业提供品牌标
识、门店设计等全套设计方案。

“产业设计能力提升了，产品才
会受到更多消费者的欢迎，黎锦跳出
海南，闯更大市场的底气也更足。”张
引说。

“有新的订单。”随着手机传出的提
醒声，陈孟丽点开抖音平台，赶忙处理起
来。除了自己进行线上销售黎锦文创产
品外，她还将产品送去五指山市旅文局
开设的电商服务中心，请他们帮助代销。

陈孟丽介绍，在公司一年近百万元
的营业额中，线上订单已经占到了三
成。“电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很多
游客离开海南后，会选择在线上购买。”

有着丰富线上销售经验的微信公
众号“微泰州”负责人汤丽，去年10月
参加海南自贸港考察采风活动时，对东
方市千人织黎锦活动赞叹不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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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黎锦向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绝不能局限于岛内市场，必须把生意做
到国内大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

“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让黎锦跳出
‘岛门’。”滕若镔说，跳出“岛门”的方
式，既可以是企业通过不断创新设计，
让更多游客来岛内购买产品，也可以通
过电商等平台，拓宽销售渠道，让黎锦
走进岛外市场。

采访中，记者走访我省多家设计制
造黎锦及其文创产品的公司、合作社，
虽然不同程度上都有涉及电商，但由于
缺乏专业化运营队伍，线上业绩都表现
平平。

而在这方面，苗绣、苏绣等布局较

早，已经探索出成熟模式。
贵州黔东南州施秉县是著名的“苗

绣之乡”，有绣娘万余名。近年来，当地
启动“把绣娘请回家”项目，对苗绣进行
重新包装和定位，引入杭州的外贸企业
和电商策划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推广。

同样，作为苏绣发源地，苏州镇湖
街道不仅打造了绣品街，也为绣娘和企
业经营者们提供电商培训。截至目前，
辖区内经营主体在淘宝、抖音等线上平
台开设“线上小店”约140家，成为全国
最大的苏绣生产和销售中心。

杨明哲认为，发展线上业务，是助
力黎锦“跳出”岛门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他也指出，电商只是渠道，想要通过

电商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其根基仍在于
黎锦及其文创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品类。

“一定要把产品做精、做好。”浙江
台绣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霞介绍，

“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有品牌意识，以
文化创意赋能非遗技艺，不断提升产品
创意。传统手工艺企业更要注重自主
创新和原创研发，现在我们拥有专利
43项、版权129项。”

对此，杨明哲认为，与云锦、蜀锦、
宋锦、壮锦等四大名锦相比，黎锦的优
势在于特色文化突出，“黎锦要注重在
创新开发中不断丰富其使用场景。同
时，通过各类宣介活动，加强宣传营销，
打好文化牌。”（本报海口7月9日讯）

除了市场化，黎锦发展还面临着产
业化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产业化意味着全面
的市场化，要求产业达到一定的规模。

但单打独斗、不成规模，始终是黎
锦做大做强的一个障碍。

锦绣织贝总经理滕若镔介绍，目前
公司批量生产织锦，仍由合作社来完成。

陈孟丽的布黎布舍现有28名员
工，其中三分之二是织娘。除了自家织

娘制作产品，也采取“工厂+合作社”的
生产模式。

不难发现，合作社是我省黎锦及其
文创产业里的重要一环。

记者走访了黎锦技艺国家级传承
人刘香兰和东方市市级传承人白玲组
织的合作社，员工分别为60人、24人，
均为织娘，业务主要靠接单生产。

省旅文厅提供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初，我省产销一体的黎锦合作

社增至40家，进行黎锦生产的企业超
过10家。但从规模上看，无论是企业
还是合作社普遍都不大，过百人规模的
团队并不多见。特别是合作社，更偏向
于手工作坊。

这样的现状，对黎锦的产业化造成
影响。张引所指出的“同质化过高”，其
背后反映的正是设计力量的薄弱。“由
于公司规模小、资金不足，大家难以推
动设计产业化，高端设计师也相对匮

乏。”张引表示。
在生产环节，滕若镔也向记者道出

了一些“尴尬”：“我们把黎锦交给海南
的黎锦合作社的织娘们来完成。对于
批量生产的部分，我们则与省外的制衣
工厂合作。以服饰类为例，省外工厂规
模大，成本也低。”

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设计、生产等
产业链上关键环节的薄弱和缺失，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黎锦的产业化发展。

跳出“岛门”市场阔
——“跨越‘三重门’，黎锦向未来”系列观察之二

稳经济大盘·行动

我省给予机场航司
防疫补贴
每架次200元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叶晓
敏）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机场和主基地运输航空公
司防疫补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
则》），每架次分别给予机场、航空公司
200元防疫补贴，稳经济助航空企业
纾困。

根据《细则》，补贴资金专项用于
对海口美兰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
亚凤凰机场、三沙机场，以及海南航
空等主基地运输航空公司、国内其他
运输航空公司在海南设立的分、子公
司的国内客运航班直接防疫支出进
行补助。补贴标准为每架次（起、降
各为1架次）分别给予机场、航空公
司200元。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审核各单位申
请补贴资金的材料，拨付补贴资金；省
财政厅负责统筹财政补贴资金，并及
时下达给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
委负责指导企业将相关补贴资金用于
防疫。

补贴资金每2个月申请一次，补
贴申请单位应于7月 10日、9月 10
日、11月10日前向省交通运输厅报
送补贴申请材料。

《细则》强调，补贴资金申请单位
应据实提供申请材料、积极配合补贴
资金绩效管理，不得隐瞒、虚报，虚增
多领补贴。

《细则》补贴执行期限为2022年
5月1日至10月31日。

海口菜篮子储备
约3000吨蔬菜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郭萃 实习生魏雨
欣）7月9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集团了解到，
针对目前疫情防控及保供稳价工作，菜篮子集团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配多方肉菜物资
和运力资源，加大市场平价菜供应量，重点保障
封控管理区域内市民的“菜篮子”充足稳定。

据悉，海口市菜篮子集团要求各末端网点工
作人员做好个人防疫工作，严格要求进店市民佩
戴口罩、扫地点码，保障防疫物资需求，确保防
疫工作有序开展。

协调分拣和配送方面，加快分拣速度和运
力，启动二次配送工作，对封控管理区域内的菜
篮子末端网点启动多次配送，并对接商务部门开
启绿色通道，提升配送效率，确保多次配送。

加强调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蔬菜储备约
3000吨，同时持续从云南、河北、湖北等产地增
加调运胡萝卜、莲花白、大白菜等蔬菜，保证菜
品储备充足。

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
活动延期至7月底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暨第
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组委会获悉，原
定7月11日开始的海口赛区比赛，推迟到7月
底举行。

据了解，按照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
为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经
组委会研究决定，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群众赛
事活动暨第十四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海
口赛区）项目（橄榄球、网球、地掷球、门球、台
球、攀岩、飞镖）延期至7月底举办，具体时间另
行通知。

关注省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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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金昌波

近日，备受瞩目的“锦绣世界——2022年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织绣印染技艺精品
展”在海口火热开展，全国优秀传统织绣印染技艺精品在此汇集，前来取经的海南布黎布舍品
牌主理人陈孟丽观展后直呼：“太美了！”

陈孟丽的公司主打黎锦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公司一年营业额达百万元。
在展览“锦绣海南”板块，海南锦绣织贝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织贝）此次也选送多

件融合现代设计与黎锦元素的时尚服饰参展。作为海南黎锦行业的头部企业，锦绣织贝一年
的营收达到千万元。

沿着“锦绣海南”展区往里走，即可看到浙江台绣服饰有限公司负责的台绣展台。展台不
大，围观的人却不少。仅半天时间，展品就售出大半。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作为浙江台绣行
业的头部企业之一，这家公司一年的营收可达两亿元。

百万级、千万级、亿元级，单个公司的经济收益折射出的是一项技艺的产业化、市场化程
度。如此“指数级”的差距，给人们带来对黎锦产业化发展上的深刻思考。

海口核酸采样便民服务点
增设至41个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日报
记者从7月9日召开的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第四十六场新闻发布会获悉，8日，海口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排查到广州新冠病毒阳性
感染者在海口的活动点位在滨贸路等地方。因
此，7月8日晚安排对滨贸路周边6个小区2273
人采集核酸样本，结果均为阴性。

另外，海口此次4例病例都在同一工地，判定
属于聚集性疫情。目前海甸岛片区共设置58个
采样点，预计对18.43万人进行采样。截至9日
16时，海甸岛片区已经核酸采样5.89万份，样本
正在紧张检测当中。

根据海口疫情防控形势，9日起海口31个核
酸采样便民服务点增设至41个，服务时间为每天
9时至21时。原则上每个采样点设置1个“绿码”
人员通道和1个“黄码”人员通道。所有“黄码”人
员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由现场工作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单独通道进行采样。

便民服务点的采样对象包括：近期有涉疫
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凭行程码采样；健康码为黄
码的人员，凭健康码采样；纳入《海口市重点人
群核酸监测系统》管理的人员，由现场工作人员
通过《全员核酸检测信息采集平台》中的“日常
核酸采集”模块扫健康码或身份证确认后采样；
其他收到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短信，需核酸采
样人员。便民服务点仅为上述4类对象采样，
其他愿检尽检人群按常规到固定核酸检测服务
医疗机构采样。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上接A01版
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
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7月9日15
时起，在美兰区划定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
险区。

海南日报记者从7月9日召开的海口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第四十六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
前进入海口市的政策暂时没有调整，离开海口的
政策有所调整。

离开海口的情况下，为避免疫情外溢，自7月
9日15时起，海口高风险区人员采取足不出户、
上门服务的封控措施；中风险人员采取足不出区、
错峰取物的管控措施；低风险区人员离开海口需
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他离岛旅客在
查验健康码的基础上，还需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
证明，方能办理登机（船）离岛手续。

进入海口的情况下，高风险区人员采取7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在集中隔离的第1、2、3、5、
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中风险区人员进入海
口采取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并在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第1、4、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如果不
具备居家隔离观察的条件，则采取7天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低风险区人员进入海口，在抵达关口
落实测温、扫地点码、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措施，
并实施1次免费的落地检。

海口昨日18时起实施
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