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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启动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符雯雯）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国家开发银行
海南省分行获悉，2022年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受理工作已于7月18日正式启动，续贷受理
时间为7月18日至8月19日，首贷受理时间为8
月8日至9月9日。各市县具体受理时间以当地
发布的为准。

今年的贷款额度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预科生，每人每年
申请贷款额度在1000元（含）至1.2万元（含）之
间；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
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在1000元（含）至1.6万元
（含）之间。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学
费和住宿费。

此外，贷款期限一般按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
不超过22年确定。贷款利率一般按照同期同档次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0.3个百分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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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在海南——民营经济“成长记”系列报道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林小淇

“疫情反复是会带来一些影响，但
也给影视行业带来洗牌的机会。我们
要在危中思变，抓住机会，虽然眼前有
困难，但我们看好这个产业的未来。”
7月21日，海南中视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视院线）董事长刘洋
在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谈道，2021
年，在行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中视院
线版块仍实现1.2亿元票房营收。

中视院线是海南本土电影院线，

从2012年在儋州市开业第一家影城
开始，便在行业耕耘数年，曾在海口、
三亚市区引入第一块IMAX影幕、第
一个把数字影院开到乡镇。目前，中
视院线已开业22家影城，共200块银
幕，分布于省内外多个城市。

在行业内长期浸润，让刘洋习惯性
地关注身边文化消费市场。“近年来，影
视综艺扎堆海南取景、明星演唱会人气
火爆、《只此青绿》加场演出，还有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等等，这些都是海南文化艺术发展的注

脚和展现。”从一场场演出、一项项活动
中，刘洋敏锐地观察到发展与变化。

据统计，过去五年，我省影视、演
艺、游戏、设计、会展、娱乐六大产业加
快发展。202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230
亿元、占全省地方生产总值比重为
3.5%。文化产业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正创造着愈加明显的经济效益。

刘洋谈到，“两个15%”所得税
政策、《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
录》等政策优势，会吸引更多名导演、
名演员前来，也会吸引更多优质文化

企业在海南落地。加之配套产业发展
要素，会有力带动海南影视文化产业
发展，将海南从“天然影棚”培育打造
成产业高地。

“依托海南文化产业发展良好的政
策环境、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我们除
了深耕电影放映等既有业务之外，还将
继续向行业上游延伸，在影视制作等供
给端发力。”刘洋介绍，电影院线是公司
的重点投资方向，在成功投资两部院线
电影之后，今年他们将与国内一线影视
制作团队合作，参投网络电影。

刘洋期待，未来公司计划一方面深
入挖掘海南题材，创作更多优秀影视作
品宣传推介海南；另一方面积极抓住自
贸港建设机遇，供给更多元化的文化产
品，将海南文化消费市场潜力，有效转
换为消费信心、市场普遍性的消费力。

从父辈是“闯海人”，到如今自己成
为“新海南人”，“海二代”刘洋对这片土
地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公司始于海
南、发展于海南，我也生长在这儿，海南
就是我们扎根和成长的沃土。”他说。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抢抓自贸港机遇，中视院线积极融入文化产业体系建设

愿为海南文化消费“添柴加薪”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文化+金融+科技，在海南自贸港
可以催生什么样的新业态呢？

7 月 19 日，走进全球贸易之窗
24楼海南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海文交）办公区，一群年轻
人忙碌而积极的状态，正跟这个行业
的发展互相呼应——虽刚起步却未
来可期。

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推进的“6+
3”交易场所之一，海文交于2021年6
月正式开业运营。在海文交总经理潘

剑平看来，文化艺术品交易产业是个
长期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未来有望
达到万亿规模的业态，而海文交的成
立就是探索的起步。

“首先是交易成本会更低。”潘剑
平说，与其他商品流通的模式不同，一
般消费品最多流转4次至5次就会进
入消费环节，而文化艺术品交易流转
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商品。未来在海
南自贸港流转成本的降低会大大促进
艺术品交易的活跃度。

其次，文化艺术品交易行业既属
于现代服务业，同时融合文旅和高新

技术，可以拓宽和升级旅游业态，这都
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同时海文交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
中的重要交易场所之一，因此必将大
有可为。

事实上，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海
文交已经取得了多项业务的突破。

海文交国际数字艺术品交易平
台全面启动，同时推出文化艺术品
价值评估的七项标准，引导文化艺
术品传播导向。今年 4月，经海南
省旅文厅批复，海文交获得了文物
拍卖许可证。同时，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也正在鼓励、推进海文交
的非居民交易业务。国家南海文
博产业园项目的建设也正在逐步
推进。

据了解，去年刚开业，海文交就完
成了文化艺术品线下交易额10亿余
元。目前，海文交已经上市交易品种
几十种，客户达到几万人，预计今年可
以实现几十亿元的交易额。

在海南落地筹备、开业运营一年，
整个过程中，海文交感受到海南省政
府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
政策支持。

潘剑平也坦言，现在艺术品交易
在海南也正处于探索起步阶段，需要
各方面达成共识，从管理机制到产业
创新，都需要多部门协同，多方发力，
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艺术品业态的形成并非一朝
一夕的事情，它要经过长达数十年
的积累，是文化艺术不断熏陶的过
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基础打
好，把平台搭建好，为以后文化艺
术交易产业的壮大做好铺垫。”潘
剑平说。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

海文交聚焦文化+金融+科技新业态，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产业建设

做海南文化艺术交易产业铺垫者

海报

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琼南车辆管理所原所长符关秀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云同笛）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琼南车辆管理所原所
长符关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
管辖，目前正在接受定安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省网络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张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云同笛）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网络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张鹏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在接受定
安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我省两支男足参加首届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足协获悉，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U13
队和琼中男足U15队将代表海南，参加第一届中
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U13组、
U15 组）总决赛。

2022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
中年龄段U13组、U15组）全国总决赛阶段共有
128支球队参加。U13（初一年级）组和U15（初
二、初三年级）组小组赛阶段比赛7月31日至8月
10日举行。其中，U13组比赛在吉林省长春市和
龙井市举行，U15组比赛在沈阳、抚顺、廊坊和唐
山举行。

在前不久举行的“硕克杯”海南省青少年足球
联赛中，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U13队和琼中男足
U15队分别夺得了13岁组和15岁组的冠军，因
而赢得了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初中年龄段U13组、U15组）总决赛的入场券。

万宁全力推进撂荒地复耕
和“非粮化”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梁振玮）为防止
耕地撂荒，坚决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提高耕地
产出效益，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确保粮食安全，万
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成立工作专班，压
实工作责任，建立问题台账清单，明确任务时间节
点，积极推进撂荒地复耕和“非粮化”整治工作。
从6月20日到9月30日，万宁开展撂荒地和“非
粮化”整治工作“百日行动”，强化督导督查，全市
上下同心协力打好撂荒地和“非粮化”整治工作攻
坚战。

除了撂荒地复耕工作，“非粮化”整治工作也
在全市如火如荼地开展中。近日，记者在礼纪镇
红群村看到，村干部正组织挖掘机对该村一处种
植在耕地里的槟榔树进行清理，随着一棵棵槟榔
树被连根挖起，宽阔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不久这
里将用于发展粮食生产。据介绍，这一片槟榔种
植在划定的基本农田上，由于槟榔黄化病严重，又
恰逢开展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工作，农民对该
地块进行腾退清理和复耕十分配合，由于过了晚
稻插播季节，在地块完成整理后将种植玉米、地瓜
等粮食作物。

万宁通过大力推进撂荒地复耕复种和“非粮
化”整治工作，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确保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万宁市农业农
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禁止经济作
物下水田，防止农田“非粮化”。同时，分类指导有
序推进撂荒地利用和非粮化整治，规范土地流转
促进撂荒地恢复生产，加强宣传引导，杜绝农村土
地撂荒和非粮化行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战略，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稳住粮食播
种面积，努力实现粮食生产丰收。

田径运动员在进行体能训练。
7月20日，在儋州市体育中心“一场
两馆”，运动员进行训练，积极备战
省运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训练备战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洗菜、切菜等准备工作由邻居和
亲友帮忙，欢声笑语中其乐融融；炒
菜、蒸煮等技术活则由 3位乡厨主
理。这是7月20日，屯昌县大同镇海
军村的一场村宴场景。

“我们村宴户主自己备菜，很多菜
都是自家种的，成本比较低。”村民苏
运飞的孩子满周岁，在与乡亲们同贺
时他感慨道，“我小时候就经常跟着父
母去吃这样的村宴，难忘满嘴留香的
乡味！”

走俏乡村的“流动大厨”，成为屯
昌的一道风景线。如今，活跃在全县
乡厨行业的大厨有1200余人，带动农
村就业逾5000人。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局
长赵微表示，“屯昌乡厨”底蕴深厚，在
全省有特色，既是当地民间传统饮食
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新业态的践行者，
还是乡村振兴的见证者。

底蕴深厚：
“屯昌乡厨”的菜让人

吃出风土人情

人间烟火气，乡情美味浓。7月
20日，与屯昌县大同镇海军村“户主
备菜+乡厨炒菜”模式不一样，该县新

兴镇刘岭仔村的一场村宴，从菜品到
桌椅、从厨师到帮工，全部由“邓厨宴
会”团队承包。

“乡厨做的菜，可以让人吃出风
土人情，还可以让乡里乡亲可以聚一
聚、叙一叙！”刘岭仔村村民刘书文与
海南日报记者交谈时说，家底殷实的
农户把村宴流程全部外包，户主也乐
得轻松。

“我们‘邓厨宴会’团队成员超过
60人，其中有大厨12人、帮工50多
人。”该团队大厨邓成海说。

今年53岁的吴权也是该团队中
的大厨，来自屯城镇加宝村。师承祖
辈、父辈厨艺的他自豪地说：“我不仅
在村宴中掌勺，还在家里给老婆孩子
做饭。”

“屯昌乡厨”在当地有数百年历
史，不少家庭厨艺代代传承。一些家
庭视送孩子就读烹饪专业为立业路径
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屯昌县人社、就业
和总工会等部门因势利导：近3年来
全县累计培训乡厨人员达1930人次；
该县每年有数百名中学生就读职业院
校的烹饪专业，为乡厨储备人才；目前
屯昌相关部门已举办三届乡厨技能竞
赛，更加提升乡厨的职业荣誉感。

因势利导：
“屯昌乡厨”既独立门

户又抱团合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大榕树下支

起帐篷的“邓厨宴会”团队，分工明
确，忙而有序：两块案板前，分别是切
荤菜和素菜的工序；一字排开、升腾
着热气的大锅前，男厨们挥铲炒肉、
煮肉、煎炸；左侧的大盆前，一群身着
红色服装的妇女正在洗刷碗碟；右侧
的大盆里“红花”绽放，这是两个妇女
与一个小伙子用红萝卜制作的拼盘
花饰。

除了拉动就业，“屯昌乡厨”朝着
产业化方向发展。以一辆电动车载着
两个冰柜，走村串户推介屯昌美食的
创业者蔡道东，经过十多年摸爬滚打，
如今已成为屯昌东和泰喜利来宴席公
司负责人。公司有员工近70人，既承
接村宴又配送冷冻食品，2020年利润
超过100万元。

“只有‘屯昌乡厨’的队伍壮大、村
宴经济规模扩大，我们大家才能实现
共赢，才能带动更多人就业。”毕业于
海口经济学院计算机专业的蔡道东分
析道，屯昌村宴催生就业新业态，并延
伸产业链。

蔡道东和陆永波等是乡厨产业的
“领头雁”。疫情期间，他们在线上推
介屯昌美食。蔡道东说，屯昌不临海，
在历史传承中，乡厨菜品中可以没有
海鲜，但本地产的黑猪肉一定是乡厨
菜品的必选项。

基于此，包括“屯昌乡厨”等厨师
在内，经过多方探索，结合食材资源等
优势，近年来该县开发出新兴功夫鸡、
黑猪骨汤、黑猪肉粽子、黑猪肉腊肠、
枫木腌粉等品牌产品，带动这些行业
发展。“屯昌乡厨”还将开发南药与美

食相结合的菜品，从而促动南药产业
发展。

多方扶持：
“屯昌乡厨”成长中的

烦恼有待化解

“‘屯昌乡厨’就像‘流动饭店’，为
乡亲们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宴会服务。”
长期从事村宴运营的卓亚飞认为，曾
经获利颇丰的“屯昌乡厨”和村宴，近
3年来受疫情影响，业务量锐减，但许
多团队选择坚持，“平战结合”就是一
种应对方式。

据介绍，对于“屯昌乡厨”而言，
“平战结合”就是一旦有村宴业务时，
相关团队成员马上进入“临战”状态，
迅速集合承接业务；在没有村宴业务
期间，成员们各回各家，仍然从事其他
工作。

“平战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屯
昌乡厨”蓄积了就业能量。但记者在
采访中，不少乡厨建议，需要各方继续
予以扶持，“成长中的烦恼”有待化解
——

在技能培训方面要更精准。“酒店
厨师做的是小锅菜，而乡厨做的是大
锅菜。”从小就生活在乡厨家庭的戴惠
文深有体会地说，希望帮助乡厨把大
锅菜炒得越来越对群众的胃口。

在资金帮扶方面要更贴心。一些
乡厨建议，在落实贴息贷款方面，希望
能给予适当倾斜和支持，让乡厨以创
业带动村民就业。

在质量建设方面要更务实。部分

乡厨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品牌打造
还是标准化建设，“屯昌乡厨”都有很
长的路要走。

屯昌县副县长林文华表示，下一
步将多措并举，推动“屯昌乡厨”产业
更好发展：培养和强化“屯昌乡厨”品
牌的企业意识；推进“屯昌乡厨”职业
化；加大就业创业补贴力度；倡导健康
环保理念，推动“屯昌乡厨”产业可持
续发展。

屯昌县人社局副局长林树长表
示，将联合各方力量，对“屯昌乡厨”给
予资金、项目等多方面的扶持。

“通过思想引领、技能培训，推动
产学研相结合，让‘屯昌乡厨’的经济
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屯昌县总
工会副主席王康秀表示，将与各相关
部门加强合作，协同推动“屯昌乡厨”
行业产业开拓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
长点。

（本报屯城7月21日电）

屯昌乡厨：耕厨“诗和美食”
——就业新业态系列观察之二

关注省运会

乡村宴
会中负责烹制
菜点的人。目
前，屯昌县已发
展村宴团队近百
个，其中乡厨有
1200 多人，带动
农 民 就 业
5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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