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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 海南签      个项目
涉及十二大重点产业 与境外企业签署金额可达约 120 亿元

各显身手  海南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便捷旅游和商贸 海口至普吉、莫斯科航线开通

国际旅游与酒店联合总会成立
将在巴黎和北京设立双总部

海南举办建省以来最大规模海商会
“牵手世界海商，共筑中华之梦”

由海南航空运营的 HU405 航
班 7 月 6 日晨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起飞前往泰国知名旅游岛普吉，
海南与泰国间开通的多条航线覆
盖了泰国北部、中部、南部地区，
将为两地旅游和商贸往来提供极
大便利。

据 介 绍， 海 口 至 普 吉 航 线
由海南航空投入波音 737 客机执
飞，HU405 航班分别于每周二、

四上午 6 时 30 分，每周六上午 6
时 20 分由海口美兰机场起飞，当
地时间 8 时 20 分飞抵普吉。返程
HU406 航班每周二、四、六于当
地时间 9 时 50 分从普吉起飞，北
京时间 13 时 40 分飞抵海口。

海口至普吉航线是海南航空
继海口 - 曼谷、三亚 - 罗勇航线
后开通的第三条海南始发泰国航
线。加上此前已开通的海口 - 清

迈、海口 - 清莱、三亚 - 芭堤雅
等旅游包机航线，由海南始发的
航线已覆盖泰国北部、中部、南部。

7 月 11 日下午，由俄罗斯维
姆航空（VIMAIRLINES）执飞的
NN9311 航班 11 日飞抵海南海口，
130 余名俄罗斯游客展开“琼北之
旅”。

俄罗斯是海南目前最大的入
境旅游客源国，2016 年海南共接

待俄罗斯游客 8.1 万人次，占入境
游客总量的 10.81%。今年 1-6 月，
海南省已接待俄罗斯游客逾 13 万
人次，增势迅猛。目前，海南已
开通俄罗斯莫斯科、新西伯利亚、
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等 7 个
城市的直飞航线，每周 20 个航班，
其中19班落地三亚，1班落地海口。

莫斯科 - 海口航线由波音 777
每周二执飞一班。� 文 / 洪坚鹏

“跟我学鼻箫的徒弟有 500
多个，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歌舞
团等专业团体或旅游景区就业。”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竹木器
乐传承人黄照安 7 月 15 日告诉记
者，海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
学习非遗传统技艺，并凭着该手
艺找到工作，让非遗传承不断代。

当日，第三届海南民间艺术
精品展在海口开幕。展览不仅展
示了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作品、
近千件海南民间特色手工艺品，
还有多位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

年过五旬的黎族人黄照安现
场表演鼻箫吸引了众人关注。
四十多年来，他坚持搜集、挖掘
保护黎族传统乐器，并在原有的
基础上，改良创造出 50 多种黎族
乐器，成为黎族地区有名的黎族
音乐传承人。“民族器乐技艺需
传承，首先是要被更多人所了解。”
从 1999 年起，黄照安组织了保亭
首支黎族农民“八音队”，利用
周末时间培训队员，培养出一批
专业化黎族乐手。此后，黎族乐

器通过“三月三”、嬉水节等平
台的宣传普及，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熟知，成为了很多文化景区、
歌舞晚会上不可缺少的演出内容。�

存续 3000 多年的黎族织锦被
称为纺织“活化石”。2009 年，
海南黎族织锦纺、染、织、绣技
艺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急需保护名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
“双面绣”的传承人符秀英看来，
非遗更需走向市场。近年来，为
鼓励更多人传承双面绣技艺，带
动妇女就业，当地政府积极组织
各乡镇开展黎锦培训班，并通过
电商平台进行线上推广。

符秀英也成立了“白沙黎族
双面绣民间绣坊”，培训了近
3000 名当地妇女学习黎锦双面绣
技艺，免费为妇女们提供销售平
台，助力大家脱贫致富。据符秀
英介绍，当前黎族纯手工双面绣
的市场需求量大，一幅完整的双
面绣一般完成时间需要近两个月，
可以有 8000 元（人民币，下同）

的经济效益，相当于每月可以带
来 4000 元的经济收入。

活动现场，由非遗项目海南
椰雕传承人吴名驹制作的椰雕蓝
牙音响《三月三的赞歌》也吸引
了众人目光。这一作品曾获得联
合国“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

“非遗同样也需要创新。”
为了让非遗作品更贴近生活，吴
名驹带领创作团队为传承并拓展
市场而设计的椰雕音响，通过蓝
牙、音频线、WiFi 等将手机、电
脑的音频信号连接到椰雕音箱中
的新创意，赢得了众多订单。

海南省非遗保护工作的逐步
成熟。自 2005 年至今已命名了五
批共 82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目前，海南拥有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8 项。

非遗传承“后继有人”。海
南邀请非遗传承人走进高校、中
小学，梳理本土文化，让这些散
落在民间的遗珠，通过原生态和
创新的有机融合，在年轻学子中
传承。� 文 / 张茜翼

海南省 6 月底举办一场建省
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产
业针对性最强的综合招商活动，
共签约项目 280 个，签约协议总
金额达4571亿元（人民币，下同），
投资协议涉及全省 18 个市县（不
含三沙市）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项目涉及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

6 月 29 日上午，海南省政府
与百联集团、科大讯飞、量子通
信分别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随后，海南省直各产业主管机构
和海口、三亚、儋州等市县推动
的签约项目进行第一批签约，共
计有 45 个。第二批和第三批签约
项目是其他市县、洋浦管委会和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推动的
签约项目共 64 个。�

2015 年， 海 南 省 确 定 了
“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十二
大产业，包括旅游，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互联网，医疗健康，金

融保险，会展，现代物流，油气产，
医药，低碳制造，房地产，高新
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并明确
定了各产业的牵头部门，相关部
门围绕这些产业，开展招商引资，
引进了一批符合海南省产业发展
方向和要求的产业项目。�

海南省商务厅介绍，本次综
合招商活动吸引新加坡、马来西
亚、泰国、塔吉克斯坦、意大利、
俄罗斯、美国、香港等 20 个国家

与地区数百名企业主要负责人参
加，覆盖了与海南省有经贸来往、
有项目合作的主要国家与地区，
参会企业涉及旅游、医疗健康、
互联网等产业，与海南省重点发
展的十二大产业契合。据悉，部
分境外企业与海南共签署约 120
亿元合作项目。�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面
向东南亚诸国，地处南海国际海
运要道。

海南省域“多规合一”试点、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空域精
细化管理改革试点、全域旅游示
范省创建试点等一系列特殊政策
推动海南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2016 年，全
省生产总值（GDP）4044.51 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 6664 美元。其中，
旅游总收入 672.49 亿元，全年接
待境内外总人数 6023.59 万人次。
� 文 / 付美斌

第五届世界酒店联盟大会暨
第十届世界酒店论坛 7 月 15 日在
海口开幕。国际旅游与酒店联合
总会在此间宣布成立。

据介绍，国际旅游与酒店联
合总会于今年 5 月底在联合国立
案注册。该总会是联合国经济与
社会事务部组织机构，是由联合
国驻法国欧盟社会经济研究院、
世界酒店联盟、法中文化交流促
进中心三家机构共同发起并在联
合国总部批准成立的国际性非政
府组织。

该总会将在法国巴黎和中国
北京设立双总部，该总会创始人
为联合国驻法国欧盟经济研究院
院长多米尼克、世界酒店联盟主

席吴军林、法中文化交流促进中
心主席蔡垂彪，总主席为多米尼
克，共同主席为吴军林、蔡垂彪，
由吴军林兼任亚太区主席，蔡垂
彪兼任欧洲大区主席。

据悉，该总会是在国际社会
为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利用旅游业这个重要的“阳光行
业”“先导产业”，在全球范围
内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资源共
享、经济合作的背景下成立的。

多米尼克表示，国际旅游与
酒店联合总会旨在推动世界社会
经济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提高
旅游酒店的服务质量，同时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和提升社会服务。
� 文 / 付美斌

以“牵手世界海商，共筑中
华之梦”为主题的 2017 世界“海
商”大会 6 月 27 日在海口举行，
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商代
表 3000 余人参加大会。这是海南
建省以来规模最大、来自世界各
地海商代表最多的一次聚会。�

海南是中国第三大侨乡。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 400 多万
海南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在
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谋生。在
外经商的海南籍华人华侨，被称
为“海商”。�

中国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副主任、海南省对外经济
发展促进会会长钟文在开幕式致
辞时表示，海商们低调做人，高
效从商，不断创造自己的辉煌，
同时为所在国家和地区做出积极
贡献，也不忘祖国家乡，积极支
持祖国家乡建设。海商多数分布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一定要用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机

遇，拓展发展新空间，谋求发展
新动力，共商合作大局，共建合
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以“美好新海南�投资新机遇”
为主题的海南省综合招商活动同
日开幕。在此期间举行世界海商
大会，海南省希望推动世界海商
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吸引更多有
实力、有技术、有经验的海商回
乡参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首届世界海商精品博览会”
也同时开幕。博览会设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占地 1.3 万平方米，
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波兰、
新西兰、加纳、南非、伊朗、巴
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尼、泰国、日本、韩国和香港、
澳门、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与地区
的海外企业参展，同时也得到了
20 多个来自中国其他省市区的企
业的积极响应。据统计，共有标
准展位 773 个被参展商使用。
� 文 / 王晓斌

海南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 摄 / 冯高鹏

近日，由海南航空运营的 HU405 航班从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普吉。 摄 / 骆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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