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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10 月 10 日上
午，在三亚融媒体中心启用仪式上，三亚传
媒影视集团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签署协
议，就媒体融合、国际传播建立合作关系。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童道驰，新华社新
闻信息中心副主任韩世峰，市委常委陈小
亚、尚林、谭萍见证签约。

当前，三亚正朝着自贸港建设标杆城
市目标大步迈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受

到关注。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对内凝
聚正能量、对外展示好形象，充分推介三
亚的资源禀赋、发展方向和投资机遇的需
求十分迫切。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是负责新华社新
闻信息产品全球推广、向国内外传播中国
声音的重要机构，近年来与海南各部门、
各市县密切合作，发挥国家通讯社优势，
从权威内容供给、先进技术支撑、内容生

产协作、传播平台共享、栏目内容共建等
多方面助力海南市县融媒体中心建设。

此次合作是新华社和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创新“央媒+地级市融媒体中心”深度融
合模式，打造与自贸港相适应的融媒传播
方式，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
的主流舆论格局的全新探索。

根据协议，双方将整合新华社丰富的
海外传播资源以及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本

地化资源优势，共建“海南自由贸易港（三
亚）国际传播中心”，打造“智库型”三亚融
媒体中心，构建三亚“大外宣”传播格局，
助推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在三亚国际交流
及对外传播中发挥主力军、主阵地作用。
此外，双方还将依托新华社丰富的资源优
势，在权威新闻内容赋能、先进技术赋能、
传播共享平台赋能、融媒策划和运营赋
能、融媒培训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生活在“大三
亚”，你需要了解最新最快最全的新闻资
讯！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一站式完
成，更多新闻事件第一时间现场报道……
现在，你只需下载“大三亚”APP，这一切
需求全部满足！

10 月 10 日，以“大三亚”命名的市级
融媒体移动客户端正式上线。这是中共
三亚市委宣传部和三亚传媒影视集团
联合打造的三亚最大党政客户端集群
统一入口和综合信息服务聚合平台，标

志着三亚融媒体中心建设迈出了重要
一步。

“大三亚”客户端接入《三亚日报》、三
亚广播电视台、三亚新闻网、在天涯网、天
涯之声等权威媒体资源，用户可在线读报
纸、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了解“大三亚”
区域最快最鲜活的新闻资讯。客户端还
开辟“学习、三亚、电视、广播、海南、文明、
脱贫攻坚”等多个栏目，全方位展现“大三
亚”区域建设的动态和成果。此外，客户
端还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指南，

用户可实时在线找工作、找房子、逛商城，
享受便捷服务。

当前三亚正紧紧围绕海南“三区一中
心”定位,奋力在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打造新标杆。服务自贸港建设、讲好
自贸港故事，成为“大三亚”客户端重要使
命。“大三亚”客户端是三亚、陵水、乐东和
保亭在互联网上发声的主阵地，将成为大
三亚区域权威信息发布平台、国际传播门
户和媒体融合协同平台。

“大三亚”客户端还将构建融媒体生态

系统——三亚号，提供自主入驻、自主订
阅服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网络大V
等可在平台上自主开设账号,发布优质原
创内容。

据悉，即日起至 10月 15日，扫描二维
码下载大三亚客户端并注册成功的新用
户参与抽奖，即有机会获得三亚海棠湾天
房洲际度假酒店房券、大悦洋海洋餐厅贵
宾券、沃美超市200元购物卡、三亚凤凰岭
海誓山盟景区门票及三亚梦幻水上乐园
门票等大礼包。

“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着多少
真情。”吉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孙令辉
说，三亚融媒体中心发挥新媒体作用，拓
展新闻报道渠道，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等全媒体宣传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多矩
阵做大做强，做深做透，做鲜做活，做精做
美三亚好故事，让新闻报道更接地气，更
为各界人士喜闻乐见。希望三亚融媒体
中心继续助力吉阳，掌握宣传工作的主动
权、传播吉阳的好声音，树立吉阳好形象。

崖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全妍表示，因
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三亚融媒
体中心正式启用、“大三亚”客户端正式上
线，将为三亚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新
标杆吹响奋进号角，崖州区将用好三亚全
媒体平台，传播崖州好声音，讲述崖州好
故事，建功海南自贸港。

天涯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金力称，

以“大三亚”命名的市级融媒体移动客户
端正式上线，标志着三亚融媒体中心建设
迈出了重要一步。期待三亚传媒影视集
团越办越好，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天涯
区将借助媒体融合发展之势，推动宣传工
作深入开展，共同传播三亚声音，讲好三
亚故事。

“今后了解‘大三亚’区域最鲜活的新
闻资讯就上‘大三亚’客户端。”海棠区委
宣传部二级主任科员周永源说，下一步海
棠区委宣传部将与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积
极开展合作，展示湾区全域旅游、高端医
疗、重点项目建设等方面成果。

育才生态区宣统部工作人员闵强林
说，育才生态区将进一步利用全媒体平台
资源，积极讲好育才故事、展现育才形象、
发出育才声音，为推动育才生态区发展作
出贡献。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达成融媒国际传播合作

双方将共建“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国际传播中心”，打造“智库型”三亚
融媒体中心，构建三亚“大外宣”传播格局

“大三亚”客户端昨日上线
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上网一站式，下载有机会获大礼包

三亚融媒体中心和海南自贸港(三亚)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启用、
“大三亚”客户端正式上线，各方反响热烈——

传递三亚好声音 让“合唱”更有力量
10 月 10 日上午，三亚融媒体中心举行启用仪式，同一天，以“大三亚”命名的市级融媒体移动客户

端正式上线，海南自贸港(三亚)国际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国际传播中心）同时启用，引起各方热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希望三亚融媒体中心推出更多具有新闻视野、文化视角、思想深度、理论高度的好
作品，讲好三亚故事，传递三亚好声音。

三亚各区宣传部门这样说……

构筑三亚国际传播平台

推动融合谋发展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三亚全媒体平台
合作，整合各方资源，利用芒辰海南科技+
传媒、影视的资源，创作出更多关于海南及

三亚旅游、文化、生活等方面内容，营造三
亚城市发展主旋律，让平台内容更加丰富、
多元。”芒辰海南总经理张亚说。

了解三亚的好帮手

共谋合作机遇

全媒体矩阵占领传播高地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0 月 10 日，隆平生
物技术（海 南）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隆 平 生
物”）正式入驻崖州湾科技城暨新研发实验室启
用仪式举行。当天，隆平生物收到袁隆平院士
寄语：“奋斗不息，创新不止”题字。市委常委周
燕华出席仪式并致辞。

作为首批入驻崖州湾科技城的生物技术高
新企业，隆平生物目前已研发出多个抗性优良
的产品，并先后提交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落地
于园区。

隆平生物 2019年 5月在三亚注册设立，是海
南省首批“双百”人才团队之一，主要研究产业
类型为热带高效农业。隆平生物由隆平高科和
隆平生物团队共同出资组建，由中组部“重点人
才计划”专家、省市杰出青年科学家、世界 500强
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制的国际化人才
组成。团队依托“南繁种业硅谷”规划，重点研
制生物育种的关键“芯片”技术：抗虫新基因、规
模化玉米/大豆转化平台、玉米基因编辑技术、
雄性不育及抗早节水新技术等创新。目前已搭
建分子生物学、遗传转化、性状分析及一年四代
回交等技术平台，在三亚实现热带四季不间断
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目标，布局全季全产业链的
研 发 ，实 现 种 业 核 心 技 术 及 产 品 的“ 中 国 智
造”。隆平生物的技术创新将大大提高隆平高
科的研发实力，推动行业从传统育种到分子生
物育种的升级，进一步提升隆平高科和中国企
业在海外种业市场的话语权。

周燕华在致辞中表示，隆平生物的引进将给
海南南繁育种带来重大变革，改变海南过去只
作为冬季候鸟型南繁的状况，助力打造国家“南
繁硅谷”。希望隆平生物扎根三亚后，着力创建
国际一流的生物“芯片”研发平台，打造我国在
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方面自主可控的核心竞争
力。三亚将全力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如既往地扶持为海南南繁事业作出贡献的团
队发展壮大。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2020 年第六届亚洲
沙滩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沙会”)市场招商工作
取得重要进展。10 月 10 日上午，亚沙会赞助企
业签约仪式举行，亚沙会组委会工作委员会（以
下简称“亚沙委”）与中国人寿等 9 家赞助商签
约。

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委执行副主
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和亚沙委副秘书长曹学
军等人与相关赞助企业代表共同证签，周俊向
各赞助企业授予赞助企业牌匾。

这 9 家赞助商包含亚沙会保险类赞助供应
商、体育展示和颁奖仪式类赞助供应商、食品类
赞助支持单位等多类型企业，分别是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一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北京金宁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强
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酸豆王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拾琼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昌江黎山酒业酿造有
限公司、三亚鹿先生巧克力食品有限公司。

周俊表示，此次签约代表亚沙会赞助商与亚
沙委共同开启“共享共赢、共筑亚沙”新篇章。
各赞助企业不仅将提升企业形象，扩大企业品
牌影响力，并有机会参与实现与三亚“旅游+体
育”产业的深度融合，抢占三亚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市场先机。

签约现场，各赞助企业纷纷表达对亚沙会的
支持。中国人寿海南省分公司业务总监、三亚
分公司总经理卢海啸表示，将与亚沙委密切配
合，坚守责任和服务承诺，从设备、场地、人员等
方面提供保险保障服务，用实际行动助力亚沙
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10 月 10 日，三亚市

政府与厦门美图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
图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总部经
济、医美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开展重点合
作，助力三亚发展“美丽经济”。

副市长吴海峰在签约前会见了美图公司首
席执行官吴欣鸿一行。吴海峰说，三亚争当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当前市场主体大幅增
长，各类人才持续涌入，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壮大，总部经
济蓬勃发展，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
善，自贸港优惠政策相继落地，呈现出良好发展
势头，为前来投资兴业的企业在琼发展提供了
广阔空间，希望美图公司牢牢抓住机遇，充分发
挥优势，整合美业生态链，在三亚创造更大的商
业价值，更好服务三亚城市发展。

吴欣鸿表示，三亚是“美丽经济”的率先倡导
者、实践者，拥有美丽的热带滨海风光，先后承办
了世界小姐大赛、新丝路模特大赛等多种国际文
体活动，是中国最能体现“美丽经济”的城市之
一。当前三亚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美图公司
将发挥人工智能、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充
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与三亚一道在保护
绿水青山的前提下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
美丽经济和总部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隆平生物正式入驻
崖州湾科技城
重点研制生物育种关键“芯片”技术

亚沙会赞助企业签约仪式昨举行

9家赞助商
加入“亚沙朋友圈”

三亚牵手美图
发展“美丽经济”

双方将在总部经济、医美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开展重点合作

Sy 务实高效办好亚沙会

（本报记者 杨洋 黄世烽 符吉茂 洪光越 张慧膑 吴合庆 胡拥军 刘少珠 见习记者 刘盈盈 采写）

保亭融媒体中心副主任黄立明表
示，下一步，保亭将以与三亚传媒影
视集团签订“大三亚”宣传合作框架
协议为契机，在媒体融合推进的力

度、深度、广度上下功夫，在资源共
享、平台共建、人才交流等方面加强
合作，讲好保亭发展的故事，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邢福特说，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
景下，外界非常渴望了解海南和“大
三亚”区域的发展信息，“大三亚”客
户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下一步，

乐东会借力打力，筛选出有影响力
的新闻推送到 APP 上，及时传递乐
东声音，讲好乐东故事，在海南自贸
港 建 设 背 景 下 展 示 乐 东 的 发 展 成
果。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站在改革潮
头，打造全新的传播阵地和平台，全
方位展现‘大三亚’区域建设的动态，
促进大三亚区域合作交流。”陵水黎
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其文对今
后“大三亚”区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信心满满。他表示，陵水在营商环
境、旅游、脱贫攻坚等方面都取得一
定成效，有很多亮点、典型值得深入
挖掘，接下来将通过“大三亚”全媒体
传播资源优势，进一步推广陵水经
验。

陵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其文：

找亮点，推广陵水经验

企业这样说……

游客这样说……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大三亚”兄弟市县这样说……

媒体同行这样说……

乐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邢福特：

借力打力讲好乐东故事

保亭融媒体中心副主任黄立明：

在“融”字上下功夫

“在国际传播领域，新华社在国

内媒体中占有明显的领先优势，比如

在境外设有 180 个分支机构、与许多

外国主流媒体合作多年、海外社交

媒体粉丝量较大等。”新华社新闻信

息中心副主任韩世峰谈及此次与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共同组建国际传播

中心，表示新华社十分愿意发挥自

身资源优势，助力三亚提升国际传播

能力和水平，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的三亚。“希望

借助国际传播中心，及时传播海南自

贸港建设相关优惠政策、建设进展等

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人群

关注并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三亚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提供更大助力。”

“ 操 作 方 便、功 能 全 面 ，以 后 办 事、
交友，了解‘大三亚’、看新闻都能用上，
真好。”10 月 10 日上午，来自山西的游
客郜先生安装完“大三亚”客户端后连
连称赞。作为一款城市服务型 APP，用
户不仅可以在“大三亚”客户端上读报
纸、看 电 视、听 广 播、上 网 ，了 解“ 大 三
亚”区域最鲜活的新闻资讯，还可实时

在线找工作、找房子、逛商城，享受便捷
服务。

“信息量真大！超赞！”在大东海旅
游区游览的客人张小姐说，自己和朋友
第一次来三亚，对这里的民俗风情、地理
环境、旅游资源等都不是很熟悉，恰巧遇
到“大三亚”客户端上线，相信会成为自
己在三亚旅游、休闲度假的好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