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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报讯】随着去年文昌航天
发射场成功首发，作为中国新一代
航天城，文昌在海内外的声名渐响。
记者近日在文昌采访看到，航天育
种农业显优势。

形形色色的辣椒，圆圆乌黑的
茄子，硕大鲜紫的兰花……在文昌
市东路镇的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
中心，记者看到多个种类的航天育
种新品种，既有果蔬也有花卉。

该中心副主任周天宇向记者介
绍，该中心自 2013 年建成运营，
截止目前，他们试验了上百个航天
育种品种，其中 17 个品种在海南
试验较为成功，推广种植面积达到
8000 亩左右。

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占
地百亩，建成了一个温室参观室，
好几个育苗育种大棚。周天宇表示，
该中心有两大优势，一是农业设施

优势。中心内的大棚都是全自动育
苗温室，单栋大棚。海南多雨多台
风，设施农业最大程度降低了农民
种植风险，可为农民稳定提供种苗。
二是太空种子优势。其中辣椒、茄
子、番茄等优势明显，质量和产量
均高于常规品种，对下一步大规模
种植推广非常有信心。对推动海南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充足的准备。

据悉，2013 年，神舟十号飞船
升空，搭载了胡椒、番石榴等海南
热带地区的种子进入太空。 

周天宇称，航天种子的优点主
要是高产及抗病虫害能力强。除了
夏季蔬菜，该中心还提承担了文昌
冬季瓜菜种植大户的嫁接苗项目，
小番茄、青瓜、苦瓜等多品种嫁接
苗，实施冬季瓜菜大规模高品质种
植，提高了当地种植户收益。
 琼芬

【侨报讯】到文昌航天游渐渐
成为海南新的旅游项目。去年，文
昌向游人有序开放了航天发射场参
观，今年又建成航天科普中心。围
绕航天旅游，文昌策划了多条线路，
生态游、乡村游、侨乡游、美食游等。

在航天发射场所在龙楼镇好圣
村，记者看到，这个依山傍海的乡
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游客
们兴致勃勃地游走在乡村小道中，
时而驻足观看公仔戏，时而欣赏盅
盘舞，时而到农家坐坐闲聊……同
时还可以品尝文昌鸡、煎堆、裸粉
等美食。游客们为文昌乡土特色美
食、文昌公仔戏表演、传统民居、
“海南椰雕”旅游美术工艺品所吸

引，切实感受了一把千年古邑文昌
的浓浓民俗风情和多彩魅力。

好圣村是龙楼镇红海村委会的
一个自然村，坐落于文昌市铜鼓岭
山脚下，是一个仅有 11 户 68 口人
的小渔村，绿树成荫，交通便捷，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民俗风情浓厚。
据介绍，好圣村还在策划人民骑兵
营、创意科创空间、创业扶贫基地
等十大板块项目。

来自新加坡的陈学汉先生表
示，文昌盅盘舞很有韵味，很好看。
而一位来自香港的乡亲品尝过裸粉
后直赞“好吃”，要把家乡的美食
引进香港，让更多人品尝到侨乡文
昌的美味食品。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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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南洋文化节在四月初举行。借
助此次机会，文昌“丰收”了众多
海内外侨胞有益建议。 

本届文化节提升了规格，由海
南省外事侨务办与文昌市委市政府
首次联合举办，羽毛球友谊赛、海
内外书画交流展、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会理事会会议、招商推介会、海
内外乡亲主题交流会等丰富活动相
继举办。活动邀请了 2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文昌籍侨胞和同胞参会，
还有省部级老领导、省直部门领导
及教育科技文化界专家学者和商界
精英。海口、儋州、琼海、万宁、
定安、乐东等省内其他市县和广东
籍、福建籍等海外社团侨领也前来
出席这次盛会。

“在‘一带一路’愿景之下，
海外乡亲对家乡的建设功能角色不
仅是家乡与居住国之间的桥梁，更
是献谋划策、引智对接的重要推手。
所以文昌要擅于‘猎才’，聚焦能

发挥功能高效，兼具赤子之诚，准
备回馈家乡或祖籍国者。”马来西
亚前交通部长、侨领翁诗杰建议道。

他认为，文昌需要加强与海外
乡亲尤其是新生代的沟通联系，举
办定期的冬夏令营活动，向他们传
承家乡文化。此外，认真对待海内
外青年的话语权，持之以恒地提供
建言渠道和文创空间。 

澳大利亚海南社团总会主席吴
昌茂代表在澳乡亲建议，在文昌成
立一所华侨大学，以彰显文昌“华
侨之乡”和“文化之乡”美誉，加
强文昌与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的联
系，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文化的
传承、传播相扣。 

新加坡海南会馆秘书长韩进元
则谈及了海南侨乡的延续与家乡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呼吁唤醒“血脉
亲情”。他认为，文昌要设立灵活、
可持续的“引进来，走出去”的战
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契机，
推动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 

韩进元说，文昌可以充分依靠
老华人华侨影响力，发挥“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会”与“世界海南青年
大会”等组织的作用，设立华侨纪
念馆、常态传统节日庆典，延续与
老华人华侨及其后辈的血缘情感。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太平绅士、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会长张学修 2
日在此间举行的会议上向祖籍海南
的海外乡亲们呼吁，文昌处处充满
商机，回乡投资建设正当时。

迄今，文昌南洋文化节已成功
举办了六届。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
室主任王胜参加本届会议时表示，
要把海南文昌南洋文化节打造成为
侨务外交的公共平台，使之成为广
大海内外文昌华侨华人进行思想碰
撞，为文昌、为海南进一步开放发
展献言献策的平台。他建议，文昌
要筹划建设集涉侨展览、涉侨会议、
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永久会址地，为
海内外华侨华人提供一个更加便利
的交流平台。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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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昌南洋文化节举行“‘三力’
文昌·商机无限”招商推介会，30
个项目成功签约，计划总投资额约
202 亿元，涉及旅游、工业、农业、
科技教育等 4 大产业。近两年，文
昌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招商引资工作部署，突出区域、
资源和航天三大优势，围绕全域旅
游、海洋产业、热带高效农业、健
康医疗、文体产业、绿化造林等重
点产业，实施专题招商、定向招商。 

文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桥
表示，随着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建成，
并于 2016 年完成“长征 7 号”和“长
征 5 号”首飞，实现了中国从航天
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跨越，文昌已成

为著名的航天之乡。当前文昌的城
乡基础设施已日臻完善，东环铁路、
海文高速公路、清澜大桥已建成通
车，文博高速公路、铺前大桥、滨
海旅游公路正加快建设，城市道路
四纵十五横，乡际道路四通八达，
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高隆湾开
发区、月亮湾开发区的建设热火朝
天，木兰湾滨海开发区蓄势待发，
城乡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晓桥介绍，围绕航天机遇，
文昌提出了打造文昌国际航天城的
思路，重点打造六大产业链：一是
航天重装产业链；二是航天科研及
空间信息产业链；三是航天区块链
金融产业链；四是航天种业产业链；
五是航天科技旅游文化产业链；六

是航天国际合作教育培训产业链，
文昌未来的商机无限，发展前景一
片光明。 

文昌市副市长邢彩虹在会上作
招商推介，重点介绍了“十三五”
时期文昌“一主一辅两带五区”的
城乡发展空间布局、八大重点发展
的产业和海南文昌航天城、航天发
射场配套区、中国·文昌航天文化
旅游城、文昌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
业基地等重点招商项目。 

签约的项目包括椰林工程项
目、天伦酒店项目、海南琼北互联
网 + 热带农产品特色产业新城项
目、海南航天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
BBC 汽车主题公园项目、会文官
新温泉旅游度假项目等。  洪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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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南洋文化节成功举办。中共海
南省文昌市委书记陈笑波表示，要
深化发展南洋文化，提升文昌侨乡
影响力。

文昌积极回应侨胞建议
陈笑波说，凝聚侨心，发挥侨

力，是文昌市的一贯共识。文昌籍
海外侨胞有 120 多万人，约占海南
省海外侨胞的三分之一，分布在全
球 50 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亚洲、
美洲、欧洲、大洋洲等世界四大洲。
多年来，文昌通过多种形式，了解
侨胞的所思所盼，征集侨胞的意见
建议，汲取侨胞的思想精华，促进
家乡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建设。

侨胞乡亲们在历年南洋文化节
提出来的意见建议，该市进行分类
登记，逐一梳理落实。

马来西亚侨领翁诗杰等曾提出
“致力于发展华侨文化为重点的多
元文化元素”建议，该市制定《文
昌市“十三五”旅游文化体育发展
规划》中，结合文昌历史文化园项
目建设，向 20 多个海外社团及 100
多位侨胞发出征集函，广泛征集华
侨文物资料，摄制了《海外文昌人》
记录片、采编出版书籍《海外文昌
人》等文艺作品，记录华侨印迹，
凸显侨乡文化。根据香港侨胞符传
军等关于“加强新生代沟通联系与
培养”的建议，开展了一系列华侨
华人新生代寻根联谊活动。根据香
港侨胞陈闪先生等关于“利用航天

效应多元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和旅游业”的建议，建设了航天科
普馆。

侨胞回报桑梓情谊深
陈笑波诚恳说道，文昌侨胞有

着不忘故土、回报桑梓的传统。广
大海内外乡亲们或扶危济困，或捐
办公益，或投资兴业，或奔波五洲
四海为家乡招商引资，竭心尽力支
持家乡建设发展。

他透露，改革开放以来，海外
侨胞、港澳台同胞捐资捐物折合 4.6
亿元人民币，在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美丽乡村、抗灾救灾、
扶贫攻坚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海内外文昌乡亲在热心家乡公
益事业的同时，积极在家乡投资兴
业。近年来，文昌引进侨资企业 47
家，主要来自美国、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印尼、香港、澳门等国
家和地区，行业涉及房地产、旅游
商品、农产品、油漆、广告设计、
酒店宾馆、矿产加工等领域，投资
总额达 9.55 亿美元，纳税总额 2.53
亿元人民币，为3000多人提供就业。

共促发展迎机遇
陈笑波坦言，传承情谊，共促

发展，是海内外文昌人的共同愿望。
文昌将宣传和执行好国家和省各项
扶侨惠侨政策，以解决华侨侨眷最
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为重点，协调解决华侨侨眷生产生
活难题。

海内外文昌乡亲建言献策迎契机

签约 30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额 200 多亿元

文昌航天育种产业显优势

文昌航天旅游受热捧

▲海南太空育种成果丰硕。

▲海内外游客畅游好圣村。

▲陈笑波书记。

文昌制定了未来五年建设“实
力文昌、活力文昌、魅力文昌”的
发展目标。陈笑波强调，文昌迎来
了投资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文
昌是中国现代化航天发射场所在
地，正在加快建设一批省级重大产
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为投资发展提
供了强力支撑。 

陈笑波表示，文昌将推进以政
务、投资、生态、市容、市政、交
通、旅游、法治和人文等为重点的
“九大环境”建设，优化提升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推进“椰林工程大
行动”，用三年时间在全市新增种
植椰子树 30 万亩；以项目作为经
济建设的着力点，确保经济发展行
稳致远；将南洋文化节打造成为海
南乃至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
化节庆品牌，讲好文昌故事。
 王辛莉

深化南洋文化  提升侨乡影响力，

七量岭木兰湾。

文昌市委书记  执行好扶侨惠侨政策  解决华侨侨眷直接利益问题，：

文昌南洋文化节招商推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