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加快建设自贸区（港）
的海南，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
重要窗口。”首次访琼的美国《伊
利华报》社长浦瑛近日在海口称，
她将利用人脉和媒介优势牵线搭
桥，促进两地在医药、游艇等领
域交流合作。

当日，参加 2019 年“行走中
国·境外华文媒体海南行”活动
的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 位华文
媒体高层人士，走进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海口凤翔湿地公园、海
口江东新区等地。他们表示，将
关注海南与中国其他自贸区的不
同之处，向所在国家（地区）
民众讲好“海南故事”。

海口市民游
客中心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
启动运行，
集城市形
象展示中
心、 便
民 利 民
服 务 中
心、 城
市综合管
理中心等

功能为一体。“12345 海口市民服
务智慧联动平台”大屏幕上，滚
动显示市民游客的投诉、咨询内
容，以及接办件的类别、咨询渠
道和“已办理”“待审核”等接
办状态，并与生态环保、安全生产、
环卫管理等领域职能部门联动建
立“12345+ 网格员”常态化精细
化管理机制。

“高科技和大数据让市民生
活更加便捷。”加拿大《星星生
活周刊》总编辑捷克佳将此视为
“报道亮点”，“高科技在智慧

城市建设中应用得很
好，联动性强、

效 率 高，
能实时

解决问题，政府服务渗透到社会
的每一个细胞。”

时隔 20 多年再次访琼，奥地
利欧洲华语播客总编常晖用“翻
天覆地”来形容海南的变化。她
在走访中关注到，海南十分注重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奥地利在污水治理、垃圾处理
等方面有许多先进经验，我可以
利用自己的平台，帮助海南相关
部门和企业到奥地利学习交流，
促成更多产业的对接。”

在当日召开的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说明会上，“海南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和“境
外人才引进政策”成为华媒高层
人士关注的重点。据介绍，去年 4
月 13 日以来，赴琼工作居留的外
籍人才达 5500 多人，其中外国高
端人才和外国专业人才总和同比
增长 17.3%。

“海南是年轻的省份，气候
好、潜力大，对境外高端人才的
吸引力逐步增强。”日本《日中
通讯》发行人胡文娟说，海南在
住房、社保等方面给予境外人才
诸多利好，她将对此深入了解，
加大报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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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城
市发展变化、自贸区（港）建设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让我感到
很惊喜。”罗马尼亚《欧洲侨报》
社长高进说，他将在自己媒体平
台上，用精彩的“海南故事”更
好地诠释美好的“中国故事”。

10 月 7 日至 11 日，由中国
新闻社、中共海南省委统战部、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
2019 年“行走中国·境外华文媒
体海南行”活动在琼举行。期间，
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 位华
文媒体高层人士到访海口、文昌、
琼海、万宁、三亚等地，为海南
的发展变化点赞。

“20 年前，可以到海南旅游
的地方寥寥可数，这次一看，美
丽乡村田园美景、热带滨海风光、
少数民族特色等都成了海南旅游
名片，交通设施建设一点都不比
海外差。”曾为“闯海人”的加
拿大星星文化传媒董事长袁志强
为海南近年来迅速发展感到惊喜。

如画的海口凤翔湿地公园、

美丽乡村沙美村等让采访团领略
到海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生
态环境。

“最美莫若亚龙湾，红霞飞
龙望重峦。”《澳大利亚时报》
董事长张野被亚龙湾热带天堂森
林公园的美景所感动而诗兴大发。
连日来，他赋诗多首，赞叹海南
独具特色的秀丽风景和当地文化。

考察三亚湾、崖州湾、亚龙
湾、海棠湾等海湾，日本文华传
媒株式会社董事长、《东方新报》
《东方时报》社长福岛大毅称“海
南可以打造成‘中国的夏威夷’。”
他建议组织日本媒体实地走访海
南，记录他们的亲眼所见，写出
海南机遇。

一场展现红色娘子军文化的
大型实景演出广受采访团好评。
加拿大财经一号电视台董事长金
普明从中读到自己感兴趣的海南
文化元素。他说，海南可以多把
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合打造大
IP，以故事打动人。

“海南建设自贸区（港），

很受海外关注。”让 FM105.9 加
拿大华语广播副台长郭然印象深
刻的是，正在积极推进建设的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在
干细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医
美抗衰、辅助生殖等方面形成产
业聚集。他说，可以通过华媒的
平台，把加拿大的科技、环保、
医疗等优势行业代表带到海南考
察，寻求合作机会。

《俄罗斯龙报》总编辑商永
关注到，近年来，俄罗斯游客赴
海南旅游已成为一种潮流，海南
成为深受俄罗斯民众喜爱的旅游
目的地。他建议，三亚可以出台
相关外籍人创业优惠政策，不仅
吸引俄民众前来旅游，还有意愿
留下来创业就业，经营实体经济。

美国《伊利华报》社长浦瑛
认为，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在海
南的宣传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她将用手中的笔讲述海南，把海
南的美带回美国，“不仅是华人，
让当地人都知道有海南这个美丽
的地方”。 文／张茜翼

海外华媒高层：让海外知道海南这个美丽的地方

2019 年“行走中国·境外华
文媒体海南行”活动近日在海口
启动。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 位华
文媒体高层人士赴琼考察采访。

在欢迎会上，海南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肖杰在致辞中介绍了
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相关情
况。他表示，希望通过大家手中
的笔和镜头，向广大海外侨胞、
港澳台同胞，以及所在国家（地
区）的民众更好地宣传推介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同时把海南的风土人情、
侨乡新面貌、发展态势更多地展
现在广大海外同胞面前，把中国
发展机遇、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机遇与世界分享。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张明新
表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
文媒体，是广大海外侨胞与祖（籍）
国联系互动的重要桥梁，也是促
进中国与其所在国沟通交流合作
的重要桥梁。当前海南正在加快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为中国
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希望
海外华文媒体高层人士运用独特
的国际化视角，用精彩的“海南
故事”更好地在各自媒体平台上
诠释美好的“中国故事”。

罗马尼亚《欧洲侨报》社长
高进称，近年来他一直关注海南
发展，尤其是海南建设自贸区（港）
以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作为
海外华文媒体的一份子，他将在
其媒体平台上热情地为海南宣传。

参加此次活动的华文媒体高
层人士来自日本文华传媒株式会
社《东方新报》《东方时报》、
韩国中外通讯社、台湾台海文化
传播事业有限公司、俄罗斯《俄
罗斯龙报》、美国《中外论坛》、
加拿大《加华国际商报》、意大
利《欧华联合时报》、爱尔兰《爱
尔兰华人报》、巴西《南美侨报》、
阿根廷《阿根廷周刊》、澳大利
亚《澳大利亚时报》、南非《非
洲时报》等。

把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机遇与世界分享

书香味也是讲好侨乡故事的一道大餐

聚焦自贸区建设：高科技和大数据让市民生活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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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华文媒体高层人士在博鳌亚
洲论坛永久会址合影。�

图②：华文媒体高层人士在天涯海
角游览区观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展示。

“原来学海连大海，九里拱璧
古今藏，惜闻涛声读书声，难得椰
香伴墨香。”来自 19 个国家和地
区的 34 位华文媒体代表近日走进
海南万宁石梅湾的凤凰九里书屋，
面朝大海，伴着波涛声品味书香，
感受“诗和远方”。

2019 年“行走中国·境外华
文媒体海南行”活动走进文昌、
琼海、万宁等海南重点侨乡，华
文媒体代表看发展新貌，品侨乡
文化。

万宁兴隆凭借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随归侨而来的异域人文，从
“荒僻之地”逐渐成为海南知名的
旅游驿站。近年来，万宁发展新业
态不断显现，“文化味”愈加浓厚。
离兴隆不远的凤凰九里书屋是海
南“网红书店”，距大海百米之遥。
书屋主体结构为东南亚风格的大
坡顶式独栋建筑，分大堂阅读区、
精装图书展示区、独立阅读区、
咖啡吧、室外多功能活动区等。

在华文媒体人士看来，除了
沙滩、阳光等自然美之外，书香
味也是当地独特的文化名片，是
讲好侨乡故事的一道大餐。

田园风光同样迷人。琼海市
博鳌镇沙美村面朝宽阔的内海，
蛙鸣鸟叫声不断，古树错落有致，
山峦林野、田园风光和海河湖泉
景色融为一体，如立画卷之中。
自 2017 年被纳入博鳌田园小镇美
丽乡村建设以来，沙美村吃“旅
游饭”的村民越来越多。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为
琼海带来难得的机遇，自然田园风
光、国际化元素交相融合，琼海
发展越来越时尚。”时隔 20 年再
次来琼，加拿大星星文化传媒董
事长袁志强诧异于海南乡村之变，
“美丽乡村如珍珠般串联，优美
的田园风光中增添了许多时尚的
文化元素，老百姓的素质也得到
提升。”

“医疗旅游”是琼海的另一
大特色。2013 年设立的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共引进签
约院士专家团队 51 个，受理投资
项目 81 个，开工建设 16 个，9 家
医疗机构开业或试运营，在干细
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医美抗衰、
辅助生殖等方面形成产业聚集。

在海南“椰子之乡”文昌市，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观椰子生产
企业，通过可视化生产车间、研发
检验室，看到一颗椰子变成椰子
糖、椰子饼干等休闲食品的过程，
这让他们感到“很新鲜”。

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社
长吴敏认为，海南可以把医疗、
旅游、文化等品牌进行整合，借“一
带一路”建设将品牌有效推广，
让更多人熟知。

“海南作为岛屿，有不可替
代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罗
马尼亚《欧洲侨报》社长高进说，
他将把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机
遇、区位优势多加宣传，希望促
成两地在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

文／张茜翼

图③：�海南琼海市美丽乡村沙美村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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