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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

擦亮侨乡文化名片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第七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近日成功举行，来自 18 个

国家和地区的文昌籍侨胞侨领以及国内外商界、专家学者代
表等 200 余人出席盛会，共话桑梓，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南洋文化节已成文昌开放发展的展台。到文昌任职两个
多月的中共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在本届文化节期间和海内外
乡亲进行广泛、深入沟通，倾听他们的建言献策，向来宾描
绘了文昌的未来发展前景。

挖掘传扬“侨乡”文化精髓
钟鸣明认为，华侨文化是文昌

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文昌在挖掘、
继承、弘扬华侨文化和文昌本土文
化方面作了很多探索。创作了电视

连续剧《宋耀如 • 父亲》；规划建
设文昌紫贝田园门户广场，已签约
香港街、新加坡街、泰国街 3 条特
色商业街区项目；推进文昌历史文
化园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竣工；
举办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文昌历
史文化、航天文化为核心的海外青
少年夏（冬）令营活动，增进华侨
新生代爱国爱乡之情等。

钟鸣说，每一位海外侨胞既是
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华侨文化
的守护者。他呼吁海外侨胞和家乡
一起挖掘华侨文化和本土文化，传
扬“侨乡”文化精髓，擦亮“侨乡”
文化名片。
  钟鸣明透露，文昌未来将加快文
化建设，加大文化输出力度，加速
文化资源开发，加强文化交流合作。

文昌将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加
大对村庄文化内涵的发掘。保护南
洋特色民居风貌，挖掘符家宅、韩
家宅等老宅和文南老街、铺前骑楼
小街等涉侨文物资源；宣传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和贡献，打造
一批有影响力的涉侨文艺精品；把
挖掘保护华侨文化与全域旅游结合
起来，向游客展现“侨乡”文化魅
力；加强与华侨新生代的沟通联系，

以“寻根之旅”活动为载体，做好
故土文化的历史传承。

侨企投资兴业展鸿图
钟鸣明表示，自 2012 年举办

南洋文化节以来，文昌家乡不断加
强与广大海内外乡亲的联系，凝聚
了侨心侨力，发挥了侨资侨智，推
动了文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
展。2017 年，该市 GDP 和固定资
产投资双双跨上了两百亿元大关。

文昌有遍及亚洲、美洲、欧洲、
大洋洲等世界各地的 120 多万海外
侨胞。长期以来，文昌籍乡亲艰苦
创业，不忘桑梓，或扶贫济困，或
捐办公益，或投资兴业。目前文昌
市有侨资企业 47 家，投资总额约
9.55 亿美元，纳税总额 2.53 亿元人
民币。去年以来，30 多家侨资企业
先后与该市签订了投资协议，其中
已注册落地 3 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目
前，文昌近百公里长的滨海旅游公
路已建成通车，铺前大桥将于年内
通车，一批央企和大型民企进驻，
文昌利好因素叠加，投资机遇众多。

钟鸣明称，文昌进入了新时代，
迎来了新机遇。希望海外侨胞既当
“红娘”，又当“新娘”，把好项
目建在文昌，把优秀人才引回文昌，
把优质资本技术投放在文昌，把先
进经营理念带回文昌，一起用“爱

文昌籍海内外青年代表相聚家
乡举行创业座谈，纷纷建言家乡建
设与发展。

在本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期
间举行的座谈会主题是 " 叙乡情，
谋发展，共奔新时代 "。来自新西兰、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以及港澳台等
国家和地区的海内外青年代表出席
座谈会。 

文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
心奋称，此次首次举办青年创业座
谈会，旨在为海内外优秀文昌青年
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让大家互学
互鉴、取长补短、相互扶持，实现
共同发展。文昌将积极听取众人意
见和建议，不断完善体制机制，为
海内外青年回乡创业发展创造更好
条件。 

香港富德集团董事长潘家德
2008 年来到海南创业，入驻房地产
及酒店行业。他透露，公司计划在
海口、三亚等地增资建设国际化的
主题公园。他认为，今年是海南发
展的关键一年，海南将陆续出台新
政策，个人十分看好文昌的未来，
谋求在文昌的发展机会。

新加坡海南会馆秘书长韩进元
建议文昌注重软实力的建设，重视
科技人才，建立创业创新激励的制
度。此外，通过举办常态化活动、
成立双语教学的应用型大学城，吸
引海内外青年广泛参与。

美国海南总商会常务副会长翁
阳说：“参与文昌建设，华人华侨
拥有很大的力量。希望文昌市为创
业人士提供平台和便利，发展中小

企业。”
一些国内的文昌籍青年企业家

同时关注家乡发展。深圳市容大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海南
商会常务副会长韩敏建议，定期举
办海内外青年创业发展论坛、重建
文昌海内外青年创业发展基金。海
南大学副校长梁谋介绍，该校为华
人华侨新生代学习交流提供奖学金
和生活费，并免除学杂费。海大愿
为青年创业提供孵化基地、培训平
台和师资等便利。

一些与会青年代表提出，文昌
应打造自己的文化 IP，将每一个文
昌籍海内外乡亲发展成为文昌的粉
丝，参与到文昌未来规划设计和品
牌推广营销当中，继而提升文昌的
社群价值。打造航天科技产业园，
吸引相关制造业落户。　

据悉，文昌实施创业驱动战略，
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优渥创业环境。
目前该市建成 3 家创业孵化基地，
累计入驻创业团队 102 个 , 成功孵
出 37 家企业，创业带动就业 1500
多人。此外该市正在筹建华侨文化
创业园、海南文昌航天现代城产业
孵化园等基地，为广大青年施展才
华提供舞台。 

在座谈会上，文昌市归国华侨
联合会发起成立了文昌侨界青年联
合会及筹备工作小组，旨在联合海
内外文昌籍侨界青年，为他们构筑
展示才华的平台，促进侨界青年精
英住在国（地区）与祖籍地文昌的
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洪坚鹏 / 文

在第七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
上，文昌举办招商推介会，推出一
批新项目。现场签约 9 个项目，涉
及旅游、高新科技、低碳工业、商
贸服务业等产业。

此次文昌推出的项目，在综合
产业方面有宋氏祖居与宋氏文化
园、东郊椰林、紫贝门户田园广场
项目、文昌皇冠汽车城项目、文昌
国家航天超算中心暨航天大数据产
业集群项目；在旅游产业方面有铺
前特色小镇项目、海南文昌佳龙乐
园项目、蓬莱宝境项目；在低碳产
业方面有华夏幸福合作项目、文昌
市华夏幸福火炬孵化器项目、食品
原料加工及销售项目。华侨城集团
等知名企业将入驻开发上述项目。

文昌副市长林方江介绍，该市
将在文昌航天城核心片区、木兰湾
片区、月亮湾北部起步区等多个区
域发力。

文昌市招商局局长何茜表示，
在发展产业方面，文昌市将重点放
在旅游、热带现代农业、航天、海
洋、新型工业、物流、健康医疗、
文化体育教育这八大产业上。

与会企业嘉宾看好文昌的产业
发展前景。香港文昌社团联会主席、
创会会长云海清表示，该联会一直
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希望
在文昌航天城的建设中，“不迟到、
不缺席、不掉队。”

广东海商联盟代表符雄表示，
当前海南籍企业家在广东从事的行

业涉及物联网、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等多个领域，希望文昌提供更多
发展机会，吸引更多企业家回家乡
投资。

文昌市长王晓桥在招商推介会
上表示，文昌市期盼企业以战略
的眼光和发展的视角来该市投资兴
业，共谱合作篇章。

王晓桥认为，文昌航天发射场
的建成为该市竖起了一块“金字招
牌”。随着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
国家航天强国战略、军民融合战略
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文昌
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该
市将以最大的热诚、最优的服务、
最高的效率，营造最佳的产业生态，
与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王子谦 / 文

“这是来自新加坡的鱼
丸，味道纯正，6 个鱼丸 5 块钱，
昨天我一共卖了 8000 块钱。”
在文昌“美味侨乡”特色美食
展销品尝会上，洪士博一边招
待顾客一边高兴地对记者说。

作为第七届海南文昌南洋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美味
侨乡”特色美食展销品尝会，
展出的美食体现出了浓郁的本
地特色和“南洋味”。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新
加坡的鱼丸非常受欢迎，不断
有市民特别是小孩子前来购买
一小碗品尝，品尝之后就大包
小包地买走带回家。据洪士博
介绍，这些来自新加坡的波波
鱼丸是新加坡华侨叶保山先生
引进到海南来的。叶老先生对
促进海南和新加坡的美食文化
交流做了很多贡献。

“这些鱼干都是本地渔民
晒的，特别好卖，都卖断货了。”
一家文昌本地的企业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他们当地特色的海
鳗、马鲛鱼、海虾等产品，现
场不断有顾客前来咨询购买。

记者在美食展销会现场看
到，每个摊位前都摆满了琳琅
满目的美食，仅是海南“四大
名菜”之首的文昌鸡，就有香
炸、白切等多种口味。炸煎堆、
深海火爆鱿鱼、甜辣菜、海南

椰子糕、花生饼、花生油、三
角留、清补凉、抱罗粉、糟粕醋、
猪肉赤烧、黑猪粽子、锦山牛
肉干等海南和文昌当地特色的
美食应有尽有。

“我们是从东阁镇来的，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粿仔。”
钟女士在现场一边煮卖，一边
向记者介绍这种跟海南当地特
色小吃鸡屎藤很像的美食，“今
年的生意还不错。”

“带着点酸味，又带着点
甜酒味，有牛杂、青菜、螺肉、
海带……，味道很特别。”来
自湖南的游客张先生吃着文昌

特色小吃糟粕醋对记者说，海
南的小吃真的很有特色，“大
煎堆、抱罗粉、糟粕醋、新加
坡鱼丸，都已被我‘收入胃中’，
不虚此行”。

据文昌市餐饮烹饪协会会
长邢涛介绍，此次展销会共设
置了 65 个摊位，邀请了文昌
17 个镇的商家来参展，产品近
150 种。此外，还邀请了海口、
定安、万宁等地区的特色美食
参展。

据了解，活动期间还举行
了文昌鸡烹饪大赛。�
� 尹海明 / 文    

▲文昌清澜大桥远景。� 骆云飞 / 摄

▲文昌美食琳琅满目。� 尹海明 / 摄

▲钟鸣明书记在开幕式致辞。� 骆云飞 / 摄

▲海外乡亲走访故乡慰乡情。� 骆云飞 / 摄
▲航天旅游新农村好圣村浓浓的航天元素。

� 骆云飞 / 摄

文昌向海内外企业举行招商推介

文昌美食尽显“南洋味”
文昌籍海内外青年建言家乡建设发展

文昌”的情怀，共同浇灌家乡的“幸
福树”。

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本届文化节特别举行文昌籍海

内外青年座谈会。文昌市委书记钟
鸣明在倾听青年代表对文昌建设发
展的建言献策后表示，当前，文昌
后发优势凸显，受到世界关注。期
盼文昌籍青年以更加开放的战略眼
光和合作共赢的发展视角，拥抱文
昌、投资文昌。

他说，文昌正在着力打造一流
的营商环境，将以优质的服务和更
高的效率，营造良好投资创业环境，
提升政府服务和执行能力，希望企
业家与文昌形成发展合力，共同将
文昌建设成为更具发展潜力的城
市。 

钟鸣明强调，文昌将坚持以人
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做好侨联
信访工作，统筹协调涉侨各项事务，
把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关注、
关心的问题解决好，依法维护侨资

企业、侨属企业、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的合法权益；完善惠侨利侨政
策，为侨胞朋友参与美好新海南建
设、共享文昌发展机遇铺路搭桥。
文昌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作风建
设年活动为抓手，弘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的海南“特区精神”，和
不计较、不索取、无私奉献的“椰
树精神”，倡导“马上就办、办就
办好”的工作作风，营造合作良好
氛围 , 打造创新创业优良环境。
 琼芬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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