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022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亚洲新生代
展映片单公布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徐
慧玲）12月11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组委会公布亚洲新生代展映单
元片单，包括《他的自传》《兄弟》等影
片，广大影迷朋友可走进琼岛影院，感
受光影魅力。

为展示年度出类拔萃的亚洲新导
演作品，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特
别设立亚洲新生代单元，试图挖掘和
呈现亚洲影坛的新活力，助力更多新
人创作者进入公众视野。这些类型多
元、极具风格化的影片，有充斥本土文
化的“在地”表达，也有追寻国际交融
的全球化思考。新生代导演们惊艳亮
相，把热情倾注于影像，用或生猛或稳
重的作品描绘亚洲影坛的新风貌。

当天，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
委会还公布了星光首映、亚洲新生代、
影展甄选、天涯海角、采珠拾贝、聚焦经
典等六大展映单元的排片表。本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与官方独家网络票务
服务平台猫眼娱乐合作，展映单元影片
将于12月14日18时正式开售。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卢家宁）近日，第四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公布本届电影节大
师班嘉宾阵容：法国电影策展人、电影
翻译家杜阿梅，荷兰摄影师、电影教育
家基斯·范·奥斯特鲁姆，德国电影教育
家、导演扬·舒特，中国内地导演、编剧、
制片人文晏以及澳大利亚著名摄影师、
导演杜可风。届时，五位嘉宾将分别以
线上或线下的方式，与数位电影从业者
展开精彩对谈，分享创作心得。

作为历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重头戏”之一，大师班拉近了从业
者、影迷与电影“大咖”之间的距离。
在这里，大师们从专业视角和行业经
验出发，在思想碰撞中讲述幕后精彩
故事，揭示电影艺术的奥秘。

杜阿梅在威尼斯、罗马和洛迦诺
等多个国际电影节担任顾问、节目策
划以及项目、研讨会策展人，曾任法
国真实纪录片电影节艺术总监，并在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德法公共电视台
及百代电视台任职。在欧洲多间电
影学院担任教授，为多家媒体撰写文
章，曾担任过多部电影，特别是中国
电影的剪辑顾问和翻译。

本届电影节上，杜阿梅以线上播
客形式与影视翻译行业从业者及专
业学者进行深度对话，通过国内外多
语境的文化视角，分析探讨目前影视
字幕翻译的行业现状及经验。目前，
该对话音频已在“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微信公众号上线。

基斯·范·奥斯特鲁姆是美国电
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现任教于上
海戏剧学院。他曾任国际电影摄影
师联合会主席、美国电影摄影师协会
主席。代表作品包括《斯巴达克斯》
《魔鬼计划》《重返孤鸽镇》等。

本届电影节期间，基斯·范·奥斯
特鲁姆将在电影节现场与国内知名
摄影师罗攀展开对话，用专业的角度

和丰富的经验，引领大家探寻电影摄
影背后的奥秘。

扬·舒特先后任哈佛大学教授、
德国电影电视学院（柏林）校长，美国
电影学院（AFI）院长。2020年 9月
至今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
院。其导演作品多次入围威尼斯、戛
纳、多伦多、圣丹斯等主要电影节，并
在戛纳、圣丹斯等国际重要电影节担
任评委。今年电影节上，他将在现场
与观众们分享多年来的电影创作经
验，并与国内专业学者共同探讨德国
电影的变革与发展。

在本届电影节大师班上，导演文
晏将以她独特的影像视角，带领观众
探究电影中的空间、情感与意象。从
电影中的飞地到电影人心中的飞地，
寻找艺术与生活的情感共鸣。

文晏在2013年编剧并执导处女
作《水印街》，该片入围威尼斯、多伦多
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温哥华电影

节龙虎奖特别奖以及波士顿独立电影
节评审团大奖；2017年，编剧并执导
《嘉年华》，该片获第74届威尼斯电影
节金狮奖提名；2018年，文晏获颁第
九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导演奖，
成为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女性导演。
2006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电影《夜
车》《牛郎织女》《春梦》《白日焰火》的
制片人。她曾出任威尼斯电影节、柏
林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从影三十余载，摄影大师杜可风
与多位著名导演合作。本届电影节，
他将到大师班现场，讲述电影人千回
百转的传奇人生。杜可风被誉为“亚
洲第一摄影大师”，代表作品有杨德
昌《海滩的一天》，王家卫《花样年华》
《2046》《重庆森林》《阿飞正传》《堕落
天使》《东邪西毒》《旺角卡门》《春光
乍泄》，赖声川《暗恋桃花源》《飞侠阿
达》，关锦鹏《红玫瑰白玫瑰》，张艺谋
《英雄》等多部经典之作。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阵容公布

电影大师分享光影故事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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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罗霞）由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牵头会同海口市、三亚市相关
单位组成的疫情以来海南首个出国招
商团组11月27日抵达日本后，开展深
度招商推介活动。该招商团组在日本
东京、大阪和福冈共举办了3场百人规
模的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有效促进
一批合作，海南也成为疫情以来我国首
个赴日本举办招商推介会的省份。

首场日本东京推介会由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主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经济商务处、日中经济协会、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为支持单位，采
取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的方式，吸引了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三菱商事、伊
藤忠商事、乐天株式会社、日本通运株
式会社等50余家日本机构和企业的

百余名代表参会。
第二场日本大阪推介会由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主办，中国驻大阪总领
事馆、日中经济协会、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广州代表处为支持单位。伊藤忠商
事、中部饲料株式会社、AKIBO株式
会社等企业代表和高知县、兵库县等
地的协会、机构代表参会，共同探讨合
作机会，寻求发展机遇。

第三场日本福冈推介会由海南国
际经济发展局与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
共同主办，九州中资企业协会为支持单
位，推介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的方
式。福冈县商工部、福冈市经济观光文
化局、北九州市企划调整局、福冈国际
空港株式会社、新加坡樟宜机场公司、
博多港码头株式会社、朝日国际株式会

社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三场招商推介会广泛宣传海南自

贸港最新政策和发展动态，与参会企
业共同探讨海南自贸港新机遇，全程
使用日语进行介绍，现场反响热烈；推
动更多日本新品和精品通过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等平台进入中国，在海
南自贸港和RCEP叠加政策优势下，
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日企开拓中国市
场第一站；精准对接重点行业，开拓日
企招商渠道，推动更多日企入驻日本
企业集聚示范园。

不少与会日本企业和机构代表表
示，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将积极
推进与海南的投资合作。同时，希望
将日本优质商品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带
入中国市场，尽快择时赴海南实地考

察交流，充分利用相关政策与海南开
展多领域合作。

瑞穗银行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
会主动提出希望与海南经发局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协助日本企业
拓展中国市场的桥梁作用；日本爱芙
乐赛与海南经发局就充分利用自贸港
政策红利，探讨在海南开展药品贸易
的可行性达成共识；日本花王将参考
香化企业落地海南案例，探讨在海南
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行性；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将组织日本企业参展第三届消
博会；和匠优品将入驻位于海口的日
企集聚示范园，并希望带动更多日本
企业落地海南；我省友城兵库县邀请
海南经发局为当地企业单独举办海南
政策说明会，协助当地优质商品带入

中国市场；新加坡樟宜机场和福冈国
际空港株式会社希望利用海南自贸港
航权开放政策，开设新加坡—海口—
福冈航线，为福冈企业将日本好物带
入中国市场提供物流保障……

下一步，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将巩
固本次招商推介成果，与日本相关机构
和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长期有
效的合作机制；持续扩大宣传推介力
度，与日本多地共同举办线上招商推介
会，推动地方企业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将
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与日本机构和
协会合作，推动更多日本企业入驻海南
自贸港日企集聚示范园，形成良好的集
聚效应；会同各方为日企投资海南做好

“一站式”服务，把海南打造成日本企业
拓展中国市场的第一站。

海南在日本举办3场招商推介会
系疫情以来我国首个赴日本举办招商推介会的省份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就是用实际行动向世界
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
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和第五届进博会开幕式致辞中，
都突出强调“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海南“跑”在全国最前，派出新冠肺
炎疫情以来首个省政府代表团赴境外招
商，并将首站选在中国香港，马不停蹄地
开展推介、洽谈、签约活动，充分体现了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担当自
觉，展现了“走出去”开展国际经贸交流
活动的信心决心。

开放，带来无限机遇；共享，激励合
作共赢。香港和海南的合作由来已久、
成果丰硕，涵盖贸易、零售服务、金融服
务、旅游、会议展览和其他专业服务。特
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之后，琼港往来更加频繁，合作持续升
温。如今，香港是海南利用外资最主要
的来源地，也是海南最大的服务贸易伙
伴。海南正紧锣密鼓推进封关运作各项准备工
作。香港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经验可以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关键核
心政策加快落地、建设红利加速释放，吸引全球各
类优质要素资源不断向海南集聚，为香港社会各
界来海南创新创造、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的机遇。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
展望未来，琼港合作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双向奔
赴，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携手推动琼港合作往深
里走、实处走，必将为两地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为推进国家的全面开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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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霞

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收获满满，
用来形容海南省政府代表团这两天在
香港开展招商推介活动颇为贴切。

12月10日，代表团与香港中企
协、华润集团、招商局集团、中远海运
（香港）、世茂集团、联信国际、普华永
道、威驰腾等企业负责人对接沟通；三
亚市政府与联信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
签署合作协议，三亚普华永道未来空
间项目启动仪式在香港举行……

12月11日，代表团与太古集团、
新世界集团、嘉里集团、滴灌通等多家
企业主要负责人一一座谈；海口与太
古集团项目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滴
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口复兴城
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在香港举行，华润啤酒（香港）和
海口江东新区、海口高新区签署投资
总部落地协议……

会谈一场接一场，签约一个接一
个。省政府代表团由省领导带队，传
递满满合作诚意，推动琼港合作打开
新局面，取得了新成效。

这是一次备受关注、备受期待的
招商之行。由副省长倪强率团的省政
府代表团赴我国香港和德国开展招商
推介，是疫情以来全国首个省领导率
团赴境外招商。

合作行动快

12月 11日，省政府代表团拜访
太古集团时，国泰航空公司主席、太古
可口可乐有限公司主席贺以礼难掩喜
悦之情：“海南代表团是疫情以来首个

拜访太古集团的省级代表团。”
当天，海南自贸港与太古集团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太古可口可乐中国
区非碳酸饮料生产管理中心落地海
南，将统筹管理太古可口可乐公司中
国市场非碳酸饮料产品线的运营、采
购、销售、规划和投资。

“海南省代表团此时来访，进一步
坚定了我们加快布局海南自贸港的信
心。未来几年，海南将成为太古集团
投资增长最快的省份。”贺以礼说，太
古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
合资源，推动各大板块加速布局海南，
加强人才储备及技术创新力量，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嘉里集团董事长郭孔丞说，这是
三年来嘉里在香港接待的第一个省级
政府代表团，通过面对面交流，更加了
解海南自贸港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集团将发挥优势，推
动更多东南亚高端游客到海南旅游，
同时将助力海南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
旅游产品，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近期
将尽快带队到访海南，探讨利用自贸
港政策，在物流、粮油加工、高端酒店
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这一“快”，是“双向奔赴”的快。
面对海南的快节奏，不少香港企业已
快速行动起来，谋求与海南自贸港深
化合作。

一些香港企业表达深化合作意愿
时，提到两个细节。一是听闻海南省政
府代表团赴港招商，很多商会和企业都
打听代表团行程，希望与代表团面对面
深入沟通交流。二是11月16日海口-
香港的直航开通，恢复促进了琼港经贸
往来。该航班一度“一票难求”，凸显了

两地经贸界迫切的合作愿望。

合作热情高

用什么来表达投资领域的“热
情”？实打实的合作无疑最有说服力。

12月10日，三亚市政府与联信国
际有限公司在香港签署合作协议，汇
聚了众多国际赛事的全球顶级新能源
汽车品牌娱乐综合体项目落户三亚。
项目总投资预计50亿元，将围绕新能
源汽车产业和文体产业，依托一系列
国际赛事，以汽车生活+休闲体验+产
业赋能为核心，打造“赛玩乐”“游购
产”融合的文体旅游度假目的地。

联信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印小明
说，公司自2017年与省政府确定合作
意向以来，已成功举办了 2019 年
Formula E电动方程式赛事。疫情
三年以来，公司初心不改，持续关注自
贸港建设进展。此次海南省领导带队
来港，充分体现了海南省委省政府对
国际经贸交流合作高度重视，体现了
海南务实态度和高效作风，给了企业
十足信心。联信国际将以此次合作为
契机，逐步深化与海南自贸港的合作，
依托自身在体育文化产业的优势，在
国际赛事的引入、旅游产业的创新等
方面深化务实合作。

三亚普华永道未来空间项目启动
仪式12月10日在香港举行。该项目
以创新教育、国际智库、产学合作为核
心，总投资额约10亿元，将在海南打
造国际一流的科创培训中心，赋能自
贸港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普华永
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说，海南省
委省政府率先派团出访，充分说明了

自贸港敢争先、有魄力。过去一段时
间，疫情对人们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影
响，尽管各方一直保持线上沟通，但无
法取代面对面交流效果。

“未来空间项目是普华永道迄今
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仅是第
一次，而且也是唯一。”赵柏基说，该项
目将运用元宇宙等高科技手段，打造
沉浸式体验空间，提供线上交流无法
比拟的教学培训效果。下一步，普华
永道将加快速度，把受到疫情影响的
进度追赶回来。

滴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与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12月11日在香港举行。
港交所原行政总裁、滴灌通创始人李
小加说，海南省政府代表团第一时间
到访，充分体现了海南自贸港效率。
滴灌通希望利用自贸港政策创新，参
与自贸港功能压力测试，未来将以海
南为基地，发挥自贸港贸易、投资、资
金自由便利等独特优势，利用全球资
本，以收入分成的方式，支持劳动创业
者，支持小微企业，推动共同富裕。李
小加表示，预计明后年向中国实体门
店投资规模超过百亿。

华润啤酒（香港）和海口江东新
区、海口高新区签署协议，对海南公司
增资50亿元人民币外资，作为非啤酒
业务的投资平台，利用自贸港优势，整
合全球资源，并购境内外白酒、洋酒等
优质酒类项目。

合作信心足

在港招商期间，省政府代表团与企
业会谈时，积极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

并结合企业实际，给出专属投资建议。
看似时间有限的对接交流，带来

的效果很好。通过面对面的深入交
流，不少香港企业对海南自贸港的功
能和定位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席黄绍基
说，通过此次线下面对面交流，香港企
业更加看好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对
投资海南更有信心。期待海南自贸港
在政策突破、人力资源供应、优化税制
等方面进一步落实落细，吸引更多香
港企业投资海南。

投资信心来自哪里？一些香港企
业表示，海南自贸港在政策、营商环境
等方面的优势对企业的吸引力很大，
琼港两地在不少领域合作空间广阔。

新世界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此次面对面交流，更加明确了将在高端
零售业、跨境资金平台等领域与海南深
度合作。集团将尽快派团队前往海南
开展商务考察洽谈，进一步探讨参与琼
港合作示范区等具体业务落地路径。

新合作，新愿景。这一阵也是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香港代表处最忙碌
的时间，曾担任香港贸发局副总裁的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香港办事处总代
表叶泽恩，加上海南经发局的先遣小
分队，一直为省政府、海口和三亚招商
团的对接安排忙碌奔走。叶泽恩说，
海南省政府招商团率先到访香港，不
仅体现了自贸港速度，推进了琼港合
作，也让港商感受到海南自贸港对外
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12月11日晚，海南省政府代表
团从香港出发，将赴德国开展招商活
动，寻求更多合作。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省政府代表团在香港收获合作项目与合作热情

琼港合作快速上“新”

海口市招商代表团
赴港开展招商推介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林贤 赵英博）12月10日，海南省政府代表团抵
达香港，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活动期间，为加大

“请进来”“走出去”力度，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于12月10日率海口综合保税区、江东新区以及
商务、投促、外事等部门负责人瞄准该市重大项目
和优势产业精准招商工作。

抵达当天，海口代表团集中会见了香港珠宝
制造厂商，参观香港珠宝中心场地和设施，并围绕
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政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等
合作方面与各企业交换意见。

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珠宝出口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香港作为全球珠宝出口量最大的区
域，与很多知名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香港珠宝
制造业厂商会十分看好海南自贸港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市场氛围，未来将率领一
批珠宝企业到海南投资。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赴港招商
是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有力举措，诚邀各商会和珠宝商到海口实
地考察。海口将持续抓好洽谈项目“全生命周
期”跟踪服务，围绕企业所需开展政策研究，加
深琼港合作，吸引更多优质国际企业参与海口发
展建设。

据介绍，自海南自贸港建设启动以来，随着
“三正一负”零关税政策、离岛免税政策、“两个
15%所得税”等优惠政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珠宝
企业选择到海口注册落户，海口珠宝产业迎来巨
大发展机遇。

海口综合保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市
珠宝企业的聚集地，园区将建设集生产、加工、展
示、交易、定制、销售等全产业链为一体的钻石珠
宝加工中心，让入园珠宝企业实现“拎包”入驻。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珠宝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为全省珠宝产业“加速跑”提供强劲动力。

全国首个农业植物新品种
审查协作中心办事窗口揭牌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黄媛艳）全国首个
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
农业植物新品种审查协作中心办事窗口（以下简称

“审协窗口”）近日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揭牌设立。
据了解，植物新品种权是国家一级事权，农业

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是全国唯一的受理审查机
构。该中心在崖州湾科技城设立的首个审协窗口，
可结合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的业务需求，
提高植物新品种的审查和授权效率，提升服务水
平，有助于构建便利化的种业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目前，审协窗口已进驻崖州湾知识产权综合
服务枢纽港，受理海南自贸港范围内的企业或个人
向国外申请品种权的登记，并创新提供“两项业务
一窗办理”业务。一是提供协助农业农村部科技发
展中心对外开展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受理、初步
审查以及自贸港内植物新品种权维权服务等业务，
提高植物新品种的审查与授权效率；二是提供《同
步开展隔离检疫与DUS测试申请书》预审、受理，
通过并联隔离试种和DUS测试，加快植物新品种
审查授权，提高进境农业植物品种的利用效率，推
动进境植物品种产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