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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我 们ONE



      2019年11月6日，海南省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海南日报集团调研，亲自启动试运行近一年的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hiHainan国际传播网也正式上线。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总要求，全面提升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的外宣水平，担当起国家在环南海地区和二十一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喉舌使命，根据海南省委宣传部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总体安排而组建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外传

播的生产平台、分发平台和传播平台。作为海南省级融媒体

中心着力搭建的五大分中心之一,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将从顶层

设计入手，整合资源，构建较为完备的区域性国际传播体系,

致力于打造一个区域性、多语种、全媒型海外传播“通讯

社”，组建一支具有较高外宣水平的国际传播队伍，搭建一

个具有较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的新型国际传播平台，

积极传播海南好声音、讲述海南好故事，向全球展现一个开

放、真实、立体、全面的海南自由贸易港。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简介
About HI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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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级融媒体中心未来搭建的五大分中心之一，致力于打造一个区域性、多语种、全媒型海外传播“通讯社”；

● 海南构建对外传播整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南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重点平台；

● 以网络走出去为桥梁，以新闻走出去为纽带，以文化走出去为载体，致力于整合和拓展海内外传播渠道，构建起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多层次对外传播体系，向全球传播海南声音、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

定
位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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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Team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组建起了一支由多名具有海归背景的英文采编制作人才，以及一批特邀外籍主持人、外籍审稿专家和分布在全球

20多个国家的44位海外传播官构成的具有国际视野、综合素质较高的国际传播队伍。分布在全球十几个国家的海外传播官，通过西方主

流社交媒体平台脸书、推特、油管等传播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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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是海南对外传播的主流门户网站，设有NEWS（新闻）、CULTURE&TRAVEL（文化与旅游）、LIFE

（生活）、BUSINESS（商务）、COLUMN（专栏）、NANYANG（南洋）、VIDEO（视频）、

BILINGUAL（双语）、SERVICES（服务）等特色栏目，为国外网友提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全方位新闻

资讯服务。“COLUMN（专栏）”栏目邀请海外传播官、海外特约作者入驻网站，成为hiHainan国际传

播网的海外传播者和特约撰稿者。网站前期以英文传播为主，后期将陆续开通俄语等其它主要语种频道，

以多语种向全球传播海南。

      

      hiHainan微信公众号、hiHainan微博账号、hiHainan抖音号…

      将开通 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海外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官方账号，积极拓展海外传播渠道。

 hiHainan国际传播网（www.hihainan.info)

 中英双语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

海外社交平台官方账号

      搭建了以“hiHainan国际传播网为核心、以

中英双语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为重点、以海外多

种传播渠道为补充”的多层次国际传播平台矩阵。

平台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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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
Programs

The Voice of Hainan

《海南之声》
       重点打造海南首档英文网络

广播节目《海南之声》、海南首

个中英双语网络视频节目《外国

人在海南》和海南首档以外国人

讲述海南故事的视频节目《海南

外传》三个品牌节目。

       海南首档互联网英语新闻节目，该节
目通过音频节目的形式，利用互联网作为
传播载体，用英文向世界报道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重要新闻
资讯。该节目自今年一月份开播以来，总
共已播出72期，用英文广播的形式，向世
界传递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重大新闻资讯，该节目以稳定的
播出频率及优质的播音质量吸引了众多国
际友人、英文爱好者、相关从业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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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在海南》是以“轻专题片”和短视频的模式，通过采访在琼工作的

外国专家、外国创业青年、留学生等，聚焦他们在琼工作、创业、旅行、学习的

情况，讲述他们在海南这块日新月异、不断开放的热土上拼搏追梦的动人故事。

《外国人在海南》
Foreigners in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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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外传》
This is Hainan

      《海南外传》是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的一档以外国人的
视角讲述海南故事的中英双语网络视频节目。该节目邀请在琼外国友人
担任主持人，与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的英文主持人一起，走进海南的古街、
老巷、乡村、景点、红色圣地、名人故居、历史文化遗址、文创网红点、
本土网红美食店等，以轻松活泼的个性化视角、恢谐幽默的西式叙事方
式，展示海南独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折射海南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发展变化的新内涵、新面貌、新风采，反映海南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开放、包容、自信的胸怀。该节目致力予以个性化的表达方
式向世界讲好海南故事，同时也为中西文化和人文交流搭建起一座桥梁。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积极探索，以“机构合作、海外传播官、海外专栏作者”为三大抓手，不断拓展国际合作，

探索构建多层次的海外传播渠道。

拓展国际合作 构建多层次海外传播渠道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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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组建一支以爱国侨领为主，华裔青少年、华文
媒体负责人、海外优秀留学生、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海
南人）、国际友好人士及在琼外国人、在琼海外留学生为
辅的多群体“海外传播官”队伍，并创新合作模式，寻求
共赢机制，与“海外传播官”开展多元化的合作，构建一
个开放的国际化的传播合作和文化交流平台。目前已经发
展20多名海外传播官，这些传播官遍布美国、白俄罗斯、
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日本、澳大利亚、波兰、新西兰、
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缅甸、
老挝、菲律宾、牙买加、新加坡、泰国、丹麦等21个国家，
逐渐成为海南在海外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促进中
国、海南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海外传播官 海外传播官队伍
HIMC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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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特约专栏作者队伍
Columnists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传播海南”

为宗旨，不断向全世界讲述海南故事、传递海南声音的同时，

邀请了巴基斯坦主要英文报纸《今日巴基斯坦》报的新闻记

者、巴基斯坦《黎明新闻电视台》记者、“斯里兰卡镜报”

双语网站记者、索马里国家新闻通讯社英文版主编等诸多海

外媒体人士入驻hiHainan国际传播网，成为网站海外特约专

栏作者，通过文章、摄影、视频等方式，向中国、海南的网

友讲述他们独特视角下的海外故事，以及一带一路上的海南

故事、中国故事。



发 展 目 标TWO



●  已组成了采、编、播、融媒体为一体的英文传播队伍； 

●  第一时间发布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重大政策、重要新闻、重要资讯；

●  向俄罗斯塔斯社提供英文原创新闻，提升了海南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力。

01
组队伍、建平台

 ● 开设了海南主流媒体首个英文频道This is Hainan（这里是海南），

 ● 推出了 海南首档互联网新闻广播节目The Voice of Hainan（海南之声），

 ● 开设了海南首档中英双语视频节目Foreigners in Hainan（外国人在海南），

 ● 开设了The Voice of Free Trade Port（自贸港之声）英文微信公众号， 

 ● 推出了海外特约作者专栏，中英双语《海南人文地理》等专栏。

 ● hiHainan国际传播网上线，作为海南主流对外传播门户网，

 ● 将陆续开设英文、俄文、韩文、日文、马来文、泰文、越文、柬文、印尼文等多语种版本，

构建面向环南海和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门户。

 ● 构建了以“hiHainan国际传播网为核心、以中英双语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为重点、以海外

多种传播渠道为补充”的多层次国际传播平台矩阵。



02
拓人脉、建渠道

       将在全球范围内组建一支以爱国侨领为主，华裔青少年、华文

媒体负责人、海外优秀留学生、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海南人）、

国际友好人士及在琼外国人、在琼海外留学生为辅的多群体“海外

传播官”队伍，致力于推动“海外传播官”培育工程，

      同时积极发展国际文化大使、国际文化传播志愿者队伍，充分

发挥这批“海外大V”的影响力，借助西方主流新媒体，传播“海

南好声音”和“中国好声音”。



03
海外落地、影响全球

       在全球设立100个“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新闻通联站”，搭建一批海南与

海外信息互通交流合作的创新平台，对外扩大海南与全球的沟通联络。

      通过“海外新闻通联站”这个平台，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可实现海外落地，可

以联络全球“海外传播官”，沟通联接全球媒体资源，可以了解海外海南人在侨

居国的生活工作现状，了解海外高层次人才、商界人士、侨团侨领等的分布状况；

      增强海外二代、三代海南人对故国家乡的认可感，发挥海外联谊的作用，进

一步增强海外海南人凝聚力和向心力，拓展海南国际传播交流的平台渠道，开展

线上线下交流合作，通过民间性质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海南特色文化走出

去，提升海南国际软实力，构建海南全球影响力。



传 播 案 例THREE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

       第1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于2018年12月9日至16日在海南三亚市举行。12月11日上午，美国著名影星尼古拉
斯·凯奇亮相三亚大东海，为海南岛电影博物馆剪彩。当日，尼古拉斯·凯奇在接受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英文记者独家
采访时表示，海南岛电影博物馆很漂亮，给了他很多灵感，让他受益颇多，“我觉得，海南是个拍电影的好地方，
这个活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非常成功!”

      2019年1月15日至18日，来自斯里兰卡、斯洛文尼亚、保
加利亚、哥斯达黎加、秘鲁、西班牙、索马里等17国驻华使节
在海南展开了为期4天的实地调研。海南的历史文化、生态环保
和热带高效农业、旅游、医疗健康等产业发展给各国驻华大使
留下深刻印象，大家纷纷点赞海南的发展成果，表示要将海南
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努力寻求双方的深度合作。

第一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17国驻华使节参访团点赞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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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5日至18日，来自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等

17国驻华使节在海南进行实地考察。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卡亚在接

受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英文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天生就有成为自由

贸易区的优势，海南自贸区大有可为。

      2019年3月24日至29日，由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和南海网联合举办的亚
非49国主流媒体走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采访活动在海南进行，来自巴基斯
坦、马达加斯加、阿尔及利亚等亚非49国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在几天内调
研海南医疗健康、文化、生态环保、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情况，大家期待借
此机会充分了解海南，以国际视野传递海南声音，讲好海南故事。

 
亚非49国主流媒体走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采访活动

专访西班牙驻华大使德斯卡亚：海南自贸区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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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琼北安静的一隅，有用火山石建成的琼北古屋，有百年古树“见血

封喉”，有数百年历史的石碑、匾牌、牌坊、庙宇，有具有浓厚人文特色

的“水缸文化”……同时，也有迷人的火山自然景观……神奇的琼北古村，

你去过吗？This is Hainan（《海南外传》）的第二期节目，海南国际传播

中心特约外籍主持人Tommy带你走进琼北火山石古村。

       琼剧（又称“海南戏”）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戏剧，是海南百姓和东

南亚华侨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剧种。它和粤剧、潮剧、汉剧同称为岭南四大

剧种，属南戏一支，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琼剧的故事

内容动人，唱词通俗易懂，唱腔悠扬动听，且富有哲理，呈现出独特的地方

艺术魅力。琼剧在海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古街老巷、公园街头、乡村

田间、舞台剧院等处处皆可听到它熟悉的唱腔和动人的旋律。This is Hainan

（《海南外传》）的第三期节目，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特邀外籍主持人Randy

带你走进琼剧，体验本土戏曲的独特魅力，倾听海南千年文化的吟唱。

《海南外传》：遇见“姚明” 外籍主持人带你逛琼北古村 《海南外传》：听见“海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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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首批受聘的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播官，艾迪•米尔斯多年来始终坚

持资助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他先后推荐了近百位外国专家到海南来从

事教育教学活动，并创办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IEEA国际教育交流协会，他通

过协会将300多名留学生引进海南，支持海南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发展。2004年9

月，艾迪•米尔斯荣获中国国务院颁发的“国家友谊奖”。2007年1月9日，他成

为海南首批获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专家之一。2019年7月份，艾迪•米尔斯受聘

成为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首批“海外传播官”，担当起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的使命。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特约外籍主持人Tommy将带领大家走进海口骑楼老街：

东门外古街，探访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琼式老工艺月饼店——姚记荣翔饼店，

以外国人的视角，为你解秘琼式月饼独特的制作工艺，带你体验老街最有海南

味的中秋习俗。姚记荣翔饼店创始人是琼式月饼传人姚诗章，姚老师傅今年83

岁高龄，他13岁开始做琼式月饼，一干就是70年，他曾经是海南百年琼式月饼

红星厂的大师傅，后来创办了姚记荣翔饼店，他把毕生制饼工艺全部传承给了

姚记荣翔，一直坚守手工制作工艺，做最有海南味的手工月饼。 

《海南外传》：外籍主持人带你寻
访老街深处百年琼式月饼

《外国人在海南》Eddie Mills: 当好“海外传播官” 
向世界讲好海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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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向全球传播海南声音、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的重要平台，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于2019年11月6日正式成立，海南国际

传播综合门户网站“hiHainan.info国际传播网”也同步上线运行。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宣传片全网首播，请跟随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英文主持人，以及海外传播官、外籍主持人的脚步，走进骑楼老街、琼北火山石古村、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琼海美

丽乡村、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三亚西岛渔村等，一起发现海南的美，一起倾听海南声音，一起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

HIMC宣传片全网首播：海南故事，我们这样向世界讲述！

       2019年11月6日，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成立、

hiHainan.info国际传播网上线之际，欧盟驻华大使

郁白、俄罗斯塔斯社社长谢尔盖·米哈伊洛夫，及来

自俄罗斯、美国、法国、波兰、南非、斯里兰卡、巴

基斯坦、菲律宾、柬埔寨、缅甸等全球十个国家的海

外传播官和海外特约作者纷纷送上祝福，祝愿海南国

际传播中心和hiHainan.info国际传播网越办越好。

同时也表达了与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和hiHainan.info

国际传播网合作的意愿。海外传播官们希望借助海南

国际传播中心和hiHainan.info国际传播网这个平台，

更好地向世界讲述海南故事，向全球传递海南声音。 

俄罗斯塔斯社社长等全球十国友人为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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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荷兰的帅气小哥Quinten（昆腾）来海南已经三年半了，2018年4月他在海南

创办了须弥科技中心，这是一家专注于智能植物养护产品研发与生产的公司。公司的第

一个产品是“养气”智能花卉养护系统，每个月只需要花五分钟往水箱里灌水，整个系

统就会自动更新，它的奇妙之处在于能够将任何环境创造为绿色的生活环境。Quinten

来自欧洲的荷兰，纯净的空气，青山绿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他对大自然充满了兴趣。

而这样的“兴趣”也成就了他现在的发明。

       Jessica Smith和Stefan Stevens是一对来自南非的夫妇，致力于海洋环保事业。

为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将海洋垃圾、海洋污染等方面的知识普及给大众，他们共

同创立了一家环保公司——A Cup of Earth。 同时，热爱海南的Jessica和Stefan 在

这里发起了名为“Splash for Trash”的环保活动，邀请志愿者、当地居民、世界各

国的友人一同加入到沙滩清理的队伍中来，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经收集到1吨的海洋

垃圾。“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是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世界能变得更好”。

《外国人在海南》第11期丨Jessica & Stefan：致力于海洋环境
保护事业的南非夫妇

《外国人在海南》第五期 | 荷兰小哥Quinten：将大自然带进
钢铁丛林的都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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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m ipsum dolor sameman 
tanam ca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tamam dalam qoue sampe. 

       2019年国庆节期间，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特别策划制作中英双语

融媒报道《在海南爱上中国》，采访了在海南的四位外国友人，通

过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情缘，讲述他们如何在海南爱上中国，反

映海南在文化、经济、科技、民生、教育、营商环境等多方面的发

展成就，呈现海南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进程中海纳百川的胸怀与智慧。 

       2019年10月10日，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正式开馆。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1周年。作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外国在琼设立的首家总领事馆，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的

设立，对海南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深化双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对

于柬埔寨与海南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扩大两地在热带农业、

旅游业等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并有利于积极推动柬埔寨与海

南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柬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柬埔寨驻海口总领馆正式开馆在海南爱上中国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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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播官受邀参加《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

城》活动 登陆央视讲述海南故事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播官艾迪·米尔斯（右），携妻子一起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城》的节目录制。米尔斯是海南省第一位拥有中国永久居留资

格的外籍友人，也是海南省第一位获得国家友谊奖的文教专家。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故事，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央视网、爱上传媒、各地IPTV分平台共同承办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全媒体活动《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城》引起社会各界积

极反响。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南海网国际传播中心《外国人在海南》栏目嘉宾、海外传

播官艾迪•米尔斯和兰迪•弗洛伊德作为受邀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的节目录制工作。

●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海外传播官兰迪·弗洛伊德携妻子、儿子一起

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歌唱祖国·一首歌一座城》的节目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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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504

030201 运用图文、音频和视频等手段，为党

政机关和各部门提供中英双语新闻宣

传服务，用户单位可以“定制”开设

英文专属频道、专区、专栏。

中英双语对外宣传

1、为用户开发建设并代为运营外文微信公

众号、微博账号等移动社交平台账号。

2、为用户提供Facebook、YouTube、

Twitter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的代运营服务。

外文移动社交平台、海外社交
媒体账号代运营

为用户单位撰写和编译中英双语

人文地理或其他内容的文化丛书。

中英双语图书编译出版

为用户单位提供对外传播、对外营销

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对外传播/对外营销解决方案

为用户单位“定制”中英双语音频、视频

专门栏目，提供常年内容及传播服务。

中英双语音视频制作

为用户提供纯英文APP开发技术

服务，承接相关内容委托运营。

英文APP技术开发及代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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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10

090807
为用户提供海外招商专项宣传服务，落地推

介，随同翻译，商务对接等服务，承接政府

部门、公司企业在海外招商、文化推介活动

的现场执行、外文传播、外文翻译等服务。

海外招商及文化交流活动执行

为用户单位拍摄英文专题片、纪录片，提供撰写

解说词、拍摄、后期制作包装、传播展播服务。

英文专题片/纪录片拍摄

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提供“媒体+外

语”培训服务，充分发挥媒体的资源优势和

平台优势，为培训对象提供灵活多样的外语

实践机会，如特邀英文记者、特邀英文主播、

特邀英文主持人、英文美文朗诵嘉宾等。

“媒体+外语”培训

南海网英文节目和栏目，如“海南之

声”“外国人在海南”“外国人游海南”

等提供冠名合作服务。

英文节目和栏目冠名合作

与各市县合作，开设英文视频节目，如“外

国人在海口”“外国人在三亚”“外国人在

琼海”等，借助节目向外推介城市，展现城

市的开放面貌，提升城市的国际美誉度。

英文视频节目开办运营

为用户单位相关活动、晚会、仪式提供

英语或双语主持服务。

中英双语活动/晚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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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传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