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10 月 29 日至 30 日，2022 年
（首届）保亭红毛丹文化节系列活
动——红火露营、红火开放麦活动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本
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打响红毛丹知
名度，推动“农旅文”高质量融合发
展，不断提升保亭城市形象和影响
力。

星空为幕，大地为营。10月 29

日傍晚，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的宽阔草坪上，红火露营活动拉开
帷幕。现场分为露营区、电影区和
天幕区。亲子、情侣、车友结伴出
行，许多露营爱好者们共聚于此，
共同享受惬意的时光。星空电音
派 对 、星 空 电 影 院 、自 助 烧 烤 、

“DIY”红毛丹特饮、“盲盒”礼物交
换……当晚的潮玩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涵盖了律动健康、亲子互动、美
食分享等多个方面。

通过本次红火露营活动，保亭
不仅为游客提供有温度、有特色的
旅游玩法，而且有利于打造“网红”
露营地，形成城市标签。与此同
时，这一露营活动还“以果为媒”，
多方位展现保亭优势的农业资源，
打造保亭靓丽名片。

一支手麦，方寸舞台，展现保亭
别样风情。10 月 30 日下午，红火
开放麦活动在布隆赛乡村文化旅
游区的什进村村史博物馆举办。

现场活动特邀外籍主播、摄影大
咖、当地文艺家、新农人、媒体代表
等，嘉宾们以“嗨！保亭”为主题，
从不同角度分享自己和保亭的故
事，展示保亭的专属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中午，嘉宾
们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体验了黎族苗族特色长桌宴。此
外，嘉宾们还参加了采风打卡活
动，在过程中分享、聆听红毛丹的
品牌故事，畅聊对于保亭的热爱，

并通过社交媒体向各自的圈层粉
丝推荐保亭旅游、保亭红毛丹。

据悉，本次红毛丹文化节主题
为“保亭拾光·当红不让”，通过融入
潮流理念，选取全新视角，打造专业
化、国际化、品牌化的主题节庆活
动，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风范的“保
亭名片”。该活动由保亭县政府主
办，后续还将举行“红火市集”“红毛
丹甜蜜荧光跑”等系列活动。

（本报保城10月30日电）

定安举行
环南丽湖自行车赛

本报定城10月30日电（记者王黎刚 叶媛
媛）10月30日，“乘风前行 激情定安”中国体育
彩票杯2022环南丽湖自行车赛鸣枪开赛，来自岛
内外的500余名自行车爱好者相聚环南丽湖赛
道，向5个组别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

本次赛事为公路大组赛，设男子公开组、男子
40岁以上组、男子青少年组、女子公开组、女子青
少年组5个组别。赛事设置环南丽湖国家湿地公
园为赛道骑行，兼顾竞技难度，参赛选手们不仅亲
身体验自行车运动带来的“速度与激情”，还能领
略到南丽湖得天独厚的生态和谐之美。

大赛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和定安县政
府主办，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和海南环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承办。

10月 30日，2022环南丽湖自行车赛鸣枪
开赛。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程守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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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与朋友开心体验露营。

红毛丹玩偶为小朋友带来别样乐趣。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10月29日，红火露营活动在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启动。

■ 本报记者 李豌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临高是我用心奋斗过的战场，如今我
已经和这里心脉相连，即便回到云南，
我也会继续推进两地深入合作，继续
为临高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近日，结束临
高挂职工作的李雪天说。返程前一
天，他还在为临高县老城区城市改造
更新项目推进，到临城镇兰秦村委会
现场走访。

2020年10月，经中组部选派，曲
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雪天来琼挂职，两年间任临高县政
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分管旅文、农业
农村和综合执法工作。

初到临高，李雪天便充分发挥个

人旅文优势，走访调研县内旅游资源，
寻找工作切入点。他发现，作为渔业
大县，临高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渔业
文化，“红蓝绿”三种资源优势明显，但
与此同时，发展却较为滞后——缺产
品、缺景点、缺标准、缺宣传。

如何打开局面？
在深入研读海南自由贸易港相

关政策的基础上，李雪天立足临高位
于全省“三极一带一区”中的滨海城
市带定位，深入谋划融入全省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全面统筹“红蓝绿”三种
优势资源，研究出台《临高县旅游文
化产业扶持办法》《文体康旅产业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及乡村振兴实施方
案》等政策性支持文件，组建县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聘用国内文旅行业精
英作为旅游文化和金融经济顾问团

队，推动以东英镇博纵村滨海民宿带
为主打产品的东英国际慢城建设，筹
建成立民宿协会，大力推动渔旅融合
新型民宿产业发展业态，建成“金牌
小渔村”“海漫漫”等一批特色旅游项
目。

如今，在临高县东英镇的传统小
渔村博纵村，有一片滨海民宿带。这
里共有11家风格各不相同的滨海民
宿，已有4家被评为“银宿”和“铜宿”，
村中还开起了10余家海鲜餐厅，每到
节假日，这里一房难求，单房最高价格
可达上千元。

李雪天还注重旅游行业标准化
建设，着力打造临高A级景点和椰级
乡村旅游点。挂职期间，临高角解放
公园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正式更名为
海南解放公园，被命名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功创建4A景
区，实现临高 4A 级景区的零的突
破。同时，头洋·海堂渔耕文化乡村

旅游点获得“海南省五椰级乡村旅游
点”称号；古银瀑布被评选为国家2A
级旅游景区……临高旅文领域完成
多个新突破，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进
一步提高。

建设更好了，游客从哪里来？
李雪天提出“以节促旅，以赛引

流”，着力开展一系列旅游节庆赛事活
动，把举办节会赛事活动与旅游产业
有机结合，并逐步走向市场化运营，全
面拓展旅游客源市场。“首届自贸港
（临高）美食节”、万人同唱哩哩美、第
三届美丽海南乡村游……一个个充满
海洋风情和乡村韵味的活动不断推动
着临高旅游文化产业发展，2022年以
来全县游客接待总人数大幅增长，过
夜游客增长率居全省第一。

在经济建设方面，李雪天积极引
进中信集团等知名企业，采用“城市合
伙人”模式共同开发建设新调渔港经
济区，重点规划建设一二三产融合的

渔业产业链，加快打造国家渔港经济
示范区和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实现
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预计
总投资超百亿元。

眼下，我省正在大力开展“三无”
船舶整治行动，李雪天十分关注渔民
的安置问题：“让渔民洗脚上岸，就要
有实招，要拿掉旧饭碗，就得帮他们找
到新饭碗。”

于是，针对休渔期间抓到违规出
海的，即将依法拆解的42艘三无渔
船，李雪天指导策划方案，由相关部门
为涉及渔民开展精准培训，量身提供
岗位，保证每家每户有1至2个劳动
力有新工作。针对目前我省“万名干
部下企业”服务行动，他认为应该要增
加一项考核指标，让干部成为企业招
工用工和渔民等特殊群体转产转业的
中介和纽带，实实在在地妥善解决好
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

（本报临城10月30日电）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先进事迹展播

临高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挂职）李雪天：

精准施策助就业 渔民上岸有出路

台风“尼格”逐渐逼近

11月2日～4日
我省陆地有较强风雨天气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黄婧怡 吴春娃 郝丽清）海南日报记者10月
30日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2号台风“尼
格”（强热带风暴级）已于30日早晨进入南海中
东部海面，11月1日白天起向海南岛东部到粤
西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受“尼格”和弱冷
空气共同影响，31日～11月 3日，海南岛南部
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11月2日～4日，
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西南半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另外，海
南岛东部、北部和西部沿海陆地将伴有6～8级
大风。

省气象局于30日 6时 40分发布台风四级
预警。

省气象部门提醒，台风“尼格”进入南海后将
向海南岛东部到粤西沿海靠近，强度先加强后减
弱。由于受冷空气影响，“尼格”后期强度和路径
均存在较大变数，请有关部门继续关注后续的预
报，及时部署防御工作。

琼中开展禁毒宣传
进万家活动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胥瑞 李昂）连日
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禁毒办、中平镇禁毒办、
司法所、文明实践所、镇网格中心、社工站联合在
南坵村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禁毒宣传进万家”
活动，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识毒防毒拒
毒的能力。

宣传活动为在场的群众上了一堂“禁毒一家
亲”暨“领导干部讲禁毒”主题课，通过鲜活的毒
品案例揭示毒品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告知
群众要谨慎交友，在公共场合、娱乐场所提高警
惕，以免陷入“毒害”泥潭；宣读致广大家庭的禁毒
倡议书，鼓励大家当好无毒家庭的“守门员”、毒品
预防的“宣传员”。另外，讲解员引导群众观看禁
毒展板，讲解仿真毒品模型，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同时，现场向村民推送“中国禁毒”“海南禁毒新媒
体”公众号，呼吁人人参与禁毒斗争，齐心共筑和
谐社会。

海南铜鼓岭景区
推出航天观礼票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李明静）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日
前已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就
位，发射在即。海南铜鼓岭景区推
出了航天观礼票，欢迎八方宾朋前
来观看火箭发射，共同见证中国航
天的又一伟大时刻。

本报文城10月30日电（记者刘
梦晓）10月30日，位于文昌市的海南
商业航天发射场二号工位开工建设。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是我国首
个开建，也是目前唯一的商业航天发

射场。此前，该发射场的一号工位已
于今年7月6日开建。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天梁表示，商业航天作为我
国战略性科技力量，日益成为推动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和航天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建设、管理、运营商业
航天发射场，对我们来讲既是考验也
是重大的机遇。我们将努力打造国际
一流市场化运营的航天发射场系统。”

杨天梁说，二号工位开工后，两
个工位齐头并进，将努力按照预定计
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个发展建设
任务。该发射场有望于2024年实现
常态化发射。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号工位开建
有望于2024年实现常态化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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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收官

巾帼创新业 建功新征程
10月 28日，由省妇女联合会联合

省委人才发展局、省旅文厅、省工信厅、
省人社厅、省乡村振兴局、省总工会、团
省委、海南银保监局主办，海南建行、各
市县妇联等单位协办的2022海南自贸
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收官。经过
初赛、半决赛和决赛的激烈角逐，55个
项目荣获奖项，39个项目赢得奖金，“智
慧海事”“海浙农业”“琴韵黎裳，非遗时
尚”“会写诗的孩子不砸玻璃”项目分获
大赛创新组、创意组、手工组和省外组
一等奖。

省妇联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
创业创新的决策部署，2019年起主办
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4年来
见证1207个项目和4000余名女性创
业者成长蜕变，孵化培育一批优质项
目，激励海南女性创新创业。今年大赛
提质增效升级，打造“一场大赛+九项配
套+一项提升计划”的女性创新创业服
务模式，举办29场凤凰商学院线上线
下培训、2场创业成果展示集市和3场
投融资对接会，拍摄 40期《创业海姑
娘》，新招募20名创业导师，为10家乡

村女性创业项目提供品牌提升服务；首
次增加省外赛，吸引省内外464个项目
参赛，涵盖文旅融合、生态农业、特色餐
饮、IP打造、非遗文化、高新科技、人工
智能、数字生活、时尚消费、公益服务等
多项领域。

省妇联把办好大赛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结合起来，参赛领域新增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176个乡村振兴领域项目参
赛，除生态农业、有机茶、种养殖业、非遗
等领域外，还有五黑鸡全产业链、火龙果
花粉产业化等高科技农业项目。颁奖典

礼设置创投汇环节，“海南滴滴沃家生态
农业基地”项目凭借在推动乡村振兴和
带动女性就业的社会价值，当选最具投
资价值项目，获得6万元奖励和100万
元公益宣传片资源。

省妇联与海南建行合作开展“巾帼创
新创业金融支持行动”，为海南女性创新
创业企业提供“巾帼自贸贷”专属金融服
务，近3年来海南建行累计为2929位创
业女性提供普惠贷款服务。颁奖典礼现
场举行授信仪式，由海南建行授予海南
省女性创新创业企业新增综合信贷授信

额度30亿元。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巾帼心向

党，奋斗新征程。2022海南自贸港女性
创新创业大赛引领广大创业女性争做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海南
自贸港最美巾帼建设者和奋斗者，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奋斗征程中绽放最美芳华。

2022海南自贸港女性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现场。

保亭红毛丹文化节之红火露营、红火开放麦活动举办

火红保亭 别样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