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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组委会介绍，广东旅博会自2009
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3届，是广东省
着力打造的国际文旅展会品牌。作为本
年度广东首个国际性文旅盛会，本届旅
博会吸引全球30余个国家和地区线上
线下参展，展示全球众多旅游目的地文
旅资源，为公众提供了解异国文化和旅
游风情的平台。阿联酋、土耳其、古巴、
柬埔寨、老挝、巴拿马、沙特阿拉伯、秘
鲁、厄瓜多尔、加纳、尼泊尔、墨西哥、马
里、乌干达等外国驻穗机构代表，以及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官方旅游机构代
表也到场参观，并与在场业界代表进行
了深度交流，凸显旅博会促进国际传播
交流的窗口作用。

本届广东旅博会线下展览设置旅游
目的地形象展、美好生活展等主题展。
新疆、四川甘孜州、贵州毕节市、贵州黔
东南州、西藏林芝等地组团亮相线下旅

博会，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充分展示丰富
的文化旅游资源，以文旅融合新产品、新
成果吸引业界关注。

新疆馆展出一批优质文旅商品和特
色品牌；林芝馆重点展示避暑、康养、研
学、自驾等主题旅游产品。广东文旅展
示区结合3D动画的形式，展示广东旅游
代表性景点和景区美景。其中，珠海展
馆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

本届广东旅博会线上展览，则结合
5G、VR、裸眼3D、人工智能等技术，首次
搭建沉浸式旅博会“元宇宙”场景。同
时，对接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
馆)、广东粤剧院、广东星海演艺集团等
文化机构资源，线上线下多场景展示广
东文物、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国
内最具影响力的文旅展会之一，旅博会
全力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展示平台，打好

助企纾困“组合拳”，助力企业突破疫情
下的行业困局。本届旅博会为部分文旅
企业免费提供线上及线下展位，在助企
纾困主题展区，重点展示相关企业在

“拓新机”方面的文旅消费新模式、创新
经营新思路和产融结合新路径。此外，
针对当前文旅融合新趋势，运用新创意、
高科技、新材料等，展示新业态、新场景、
新成果。

“文旅+文创”：在非遗文创展区，佛
山狮头、珐琅器等非遗文创产品，以及
非遗传承人独具特色的非遗表演引人
注目。

“文旅+科技”：在数字文旅展区，观
众体验了各类VR智能穿戴设备、AR
互动大屏、直角LED裸眼3D屏幕，与数
字人实时语音交流，沉浸式体验“诗与
远方”。

“文旅+乡村”：乡村振兴展区则通过

展示数字乡村、智慧乡村、创新设计等乡
村旅游发展案例，宣传“粤美乡村”旅游
形象，推介乡村旅游精品资源。

为进一步加强文旅业界交流合作，
凝聚行业智慧，促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于本届旅博会期间
举办2022广东文旅推介大会、2022广
东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会、2022
广东文旅夜间经济产业峰会等，邀请政
府、协会、企业多方大咖，通过形式多样、
精准高效的分享交流、对接洽谈和展示
推介，打造文旅跨界合作、资讯共享和市
场对接平台，助力广东文旅产业模式创
新、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激发广东文旅
市场活力。同时，线上旅博会设置“云活
动中心”，在线下展会结束后展播旅博会
期间的系列专业活动，方便无法亲临线
下展会的观众了解现场精彩瞬间、领略
大咖思想精华。

广东旅博会着力打造国际文旅展会品牌

□徐曙光

近日，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联合印发《珠海市党建引领生活垃
圾分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指引》，严格贯
彻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实施“党建+”
引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号召全体党员干
部积极争当生活垃圾分类“推动者、引领者、宣
传者、监督者”，用实际行动构建全民参与的绿
色共治新格局，营造“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

良好氛围。（本报8月11日06版）
众所周知，实行垃圾分类是一件利国利

民的大好事，也是建设美丽城市过程中的一
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然而我们一些地
方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没有花大力气、
下苦功夫，没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
更没有一种长期坚持的恒心和毅力。要知
道，实行垃圾分类，除了适时邀请有关专家
来为广大居民讲解如何做好垃圾分类的各
个环节和要求，以及搞一些垃圾兑换物品活

动以外，当地住建部门和社区居委会还要积
极引导广大市民养成人人自觉，从我做起，从
身边做起进行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而不是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注重形式，不讲求
实效，到头来只会重走老路或步入“竹篮打
水一场空”的窘境。

笔者以为，推行垃圾分类贵在久久为功，
形成自觉自律。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必须要
有恒心，不能像一阵风，吹过了就算，而是要
常抓不懈。推行垃圾分类，首先还是要靠广

大居民的积极参与并形成自觉，只有让垃圾
分类的意识广泛深入人心，扎根到每一位市
民的心底里，意识到垃圾分类的好处和必要
性，重要性，市民才会自觉和长久地做好垃圾
分类这项工作。同时，各级相关部门以及社
会志愿者还要加大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和相
关硬件设施的投入，只有上下齐心，形成合
力，拧成一股绳，广大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
工作才能取得实效，我们的城市才会变得更
加宜居和整洁。

垃圾分类贵在久久为功

□周家和

录取通知书是大学新生收到的头份“见面
礼”。不少学校为了给新生好的“第一印象”，也
为了招生宣传，纷纷开始在录取通知书上“动脑
筋”。镶嵌“宝石”“芯片”、镂空烫金、“繁星”罗
布，激光雕刻、立体成型……录取通知书逐渐衍
化成高校“文化信使”。面对高校录取通知书越
来越“卷”的局面，教育部发文对大学录取通知
书首次提出明确要求，“各高校要坚持简约、节
约的原则制作录取通知书，避免铺张浪费”。
（《北京青年报》8月9日）

原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张稍厚一点
的纸，上面加盖了学校的公章。近年来，有些高
校为了招生宣传、给学生有好印象、增加通知书
带来的仪式感等多种原因，纷纷开始在录取通
知书上“动脑筋”。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好事
做过了头，那就不好了。凡事都有个“度”，过度
了就变了“味”。

原来5克、10克重量的通知书是通知书，后
来50克、100克重量的通知书还是通知书，现在
有的高校发的通知书总重超过1000克，还是真
正意义上单一的录取通知书吗？应该称之“通
知书+礼品”，或谓之“文创产品+通知书”，通知
书反而成了配角，是否有点喧宾夺主，或是本末
倒置？

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一名学子一段新的学习
生活的开始。对学生来说，它不是普通的一张
纸，有纪念意义，值得被珍藏。但它毕竟只是通
知书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入校后好好学习，学好
本领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也为实现个人理
想目标努力奋斗。对学校来说，制作精美的录
取通知书的目的之一，是彰显本校校园文化的
深刻内涵。录取通知书的制作精美过了头，彰
显的却是不必要的豪华和铺张浪费，变了味的
校园文化，其导向性也从正面走向了反面。

笔者以为，制作豪华的录取通知书，必然
要比制作简单的通知书成本高许多，与其将钱
花在这上面，真不如花在教学设备和教学实践
上，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比如，有的学校
多年来请老教师和书法家用毛笔来书写录取
通知书，虽没花多少钱，可校园文化的“书香之
气”扑面而来，照样受到学生欢迎和社会广泛
好评。

高校录取通知书重心不重形，让世俗的归
世俗，留一片精神的净土给高校有何不好。

高校录取通知书
重心不重形

□何勇海

近日，随着高校公布录取分数线，种子科学
与工程、生物育种等一度“小众”的专业热了起
来。据报道，很多有志于农的高考生选择了种
子专业。过去，农学专业的不少招生计划要靠
调剂才能完成。现在，不少考生主动选择种子
专业，被第一志愿录取。（8月9日《经济日报》）

“小众”种子专业为何热起来？一者，近年

来，国家高度重视种子问题。粮食安全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基础，而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源头。所以国家提出，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
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1年中央
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农业现代化，种子是
基础”，要求“打好种业翻身仗”。

为此，各地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加大对种
业人才的补贴支持力度，涵盖科研补助、人才
补贴、项目资助等，促进了人才流动和集聚，同
时也吸引了不少高考生学农务农。

二者，随着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尤其
是随着种业日益规模化、市场化、科技化，地方
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对种业人才的需求也同步
扩大，年轻的种业人才专业对口、相对来说上手
快。据报道，在过去，种子专业虽然招生时“进

口不旺”，但就业时“出口旺”，近年来这一专业
的就业更是供不应求。在国家把种源安全提升
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后，不少高校更是
将种子专业纳入“强基计划”和提前批次招生。

在就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小众”的种子
专业就突显出优势。另外，“唯论文”观念在近
年来逐渐破除，国家鼓励科研人去田间地头搞
创新，和专家联合攻关农业课题，这也是种子
专业吸引部分考生的原因之一。

三者，越来越多的学子有了浓厚的农业情
怀。在乡村振兴政策引领下，现代农业不再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对科学技术要求很
高，现代农村也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是希
望的田野，是创业致富的热土。这是不少选择
学农事农大学生的心声。而种子是农业的“芯
片”，要让科技创新的种子在农村开花结果，农

业学科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种子专业热起来后，理当追求“既招得进来，

又要稳得住”，要努力确保种子专业的毕业生今
后一定学农事农。为此，大学期间加强思政教育
与农耕教育必不可少，以激励学子们到广袤的田
野播撒梦想的种子，沉得下身心，耐得住寂寞，为
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种子专业的人才能在农业科研领域留下来，
还要用得好、干得久。比如，为种子专业的毕业
生定向落实事业编制，给予更多人才补贴和评奖
晋升机会；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种业科研的财
政投入，助推种子专业人才及其团队的育种科研
能力提升；以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种子专业的
毕业生走上种子、农业创业之路，做农业科技的
传播者、农业致富的引路人……这些都能让种子
专业毕业生在日后繁花满枝、硕果累累。

种子专业升温，后续工作要跟上

□梅广

为加快产业工人集聚，助力企业加快发
展，8 月 9 日，珠海高新区发布《珠海高新区
2022年秋季学期产业工人子女入读公办学校

工作方案（试行）》，明确从 2022 年至 2024 年
将提供约 6000 个公办学位，让产业工人子女

“有学上、上好学、择近校”，集聚高新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本报8月10日
03版）

随迁子女就近上学、上好学，一头连着民
生福祉，一头连着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产
业工人而言，他们在进城就业创业的同时，都
希望能把子女带在身边，宁愿自己多一些付
出，也要让孩子在更好的教育环境中接受更高
质量的教育。如何解决产业工人子女上公办
学校难、上民办学校贵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教

育的公平性，还能折射出一座城市对各地人
口、各类人才的“磁吸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直接的影响。

产业工人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是推动城市
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为城市的繁华作
出贡献，也理应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感受城市
的包容与美好。着力解决产业工人子女“有学
上、上好学、择近校”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
应有之义，体现了对劳动的尊重，对产业工人
的关心和关爱。同时，也为企业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吸引更
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珠海这片创业就业的热

土上立住脚、留住心、扎下根。
城因企而兴，企因人而旺。要让产业工人

能够立足企业、融入城市，就应当从解决产业
工人最关注、最急迫的子女教育入手，为破解
产业工人子女“入学难”多想办法，多出实招，
持续创新助学政策，进一步消除准入门槛，通
过盘活存量、扩充总量，不断拓展义务教育资
源的覆盖面，不断增加公办学位供给的普及
率，最大限度地做到应上尽上、能收尽收，更
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适龄产业工人子女入学
需求，让产业工人在珠海更有归属感、幸福感
和获得感。

破解入学难 放大人才“磁吸力”

专题

“一起游珠海”亮相2022广东国际旅游博览会

推动旅游市场加快复苏
8月9日，2022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东

方宾馆开幕。我市由副市长李翀带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市旅游发展中心组织各区及文旅企业代表参展，
2022“一起游珠海”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采写：本报记者 许晖 图片：珠海市旅游发展中心提供

以“青春之城 活力之都”为主
题精心打造的珠海展馆，在本届旅
博会现场惊艳亮相，吸引了众多人
的眼球。

展馆设计大胆创新、与时俱
进，不仅整体结构大气流畅、时尚
新颖，贝壳造型的LED大屏、港珠
澳大桥造型的吊顶，搭配上展示珠
海绚丽景点的主题灯箱，突出“一
起游珠海”宣传主题和珠海“产业
第一”，勇于拼搏的精神。

《珠海全域旅游导览图》《美食
带你游珠海导览图》《珠海全域旅游
口袋书》《珠海好食手绘图》等多种

今年全新制作改版的宣传资料也在
本次展会上向参展者免费发放。精
美的制作，详实的内容受到现场来
宾的热烈追捧。

此外，为更好满足参展需求，本
届旅博会创新采取线下展（8月9-
10日）与线上展（8月9日-9月8日）
相结合的办展模式。

珠海线上展同样以“一起游珠
海”为主题，通过展现港珠澳大桥、珠
海大剧院、情侣路、长隆主题公园、珠
海海岛等观和御温泉、汤臣倍健、罗
西尼等游客喜爱的打卡点，全方位展
示珠海旅游城市的品牌魅力。

线下线上齐游珠海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珠海市旅
行社行业协会、珠海大横琴星乐度
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汤臣倍健股份
有限公司、香洲礼、广东万山群岛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等一批珠海文旅企
业代表积极参展。

其中，星乐度·露营小镇以“琴
岛奇航”为主题、以“露营+”为概
念，紧紧把握户外休闲新时代潮流，
打造了集特色住宿、奇趣游乐、户外
运动、拓展教育、特色美食于一体的
全龄段休闲旅游目的地。

香洲礼带来了包括“香洲十
大手信下午茶”系列、“一弯明月
千里相思中秋礼”系列以及城市
文创骨瓷艺术品《大湾观潮》。这
些产品融珠海蓝与活力橙为一

体，巧妙地展示港珠澳大桥、珠海
渔女等人文胜景，献礼湾区美好
生活。

汤臣倍健则拿出其倾情打造的
“全透明化智能工厂”与“营养探索
馆”主题景点游，集智能制造、科技
创新、营养科普、游乐分享等为一
体，引领大众进入探索生命科学与
营养奥秘的奇妙空间。

此外，本届旅博会还围绕“打
造智慧文旅、美好生活、旅游目的
地形象、文旅消费及粤港澳大湾区
工艺美术博览会”等主题展，“广东
文旅产业派”专业活动、“旅游目的
地合作伙伴”主题日等专场活动，
为大家献上别开生面的文旅智慧
盛宴。

搭建平台助力企业发展

许多参展者汇集珠海展台咨询。 参观旅博会的外宾。

本地旅游项目带来了精心制作的宣传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