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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国际化旅游资源 实施国际化开发战略 推行国际化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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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海内外游客关注的呀
诺达热带雨林旅游区!其建设进
度进一步提速" 二期项目#三道
谷$景区!将于今年

!"

月对游客
正式开放%

热带雨林呀诺达旅游区自
去年试业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以及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
其独特魅力的热带雨林资源!独
具特色深厚内涵的文化元素!独
运匠心的管理营销模式!短短一
年多的时间!成为海南旅游发展
中新的亮点"

一声'呀诺达$!不仅喊出了
一个难以忘怀!铭刻于心的全新
文化旅游园区!更喊出了一个中
国旅游园区中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创举"如果说五彩斑斓的九寨
沟是造物主的神奇腰带!那么神
秘奇幻的呀诺达就是大地女神
头上的七彩花环!而三道谷正是
这串花环上最艳丽的那朵鲜花!

充满了神奇和向往"

即将推出的三道谷景区地
处呀诺达雨林深处!急流&瀑布&

石滩&密林&形成了绵延十几公

里的罕见雨林峡谷奇观"这里谷
深幽谧!巨石峭立!飞瀑跌宕!森
木葱郁((特别是散落在峡谷
深涧中千姿百态的巨石!更是让
你遐思万千!回味无限!让你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与惊奇!惊
险与刺激%

三道谷显现出天人合一的
独特魅力!展露出自然天成的万
种风情!激发回归自然!爱护自
然!敬畏自然的梦幻奇想%如今!

三道谷景区建设加快进度!将与
一期项目'雨林谷$&'梦幻谷$三

谷合一! 以原始的生态环境!一
尘不染的清新空气和热带雨林
的自然奇观!再谱'翡翠岛精彩
华章$%

据了解!热带雨林呀诺达二
期项目三道谷景区将最大化地
提升国际旅游化要素!根据宾客
游览时间!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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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提供了木栈道&野趣山
行道& 机动车道等多种游览方
式%

呀诺达!热带雨林活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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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周元 谭丽琳 陈成智

作为中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核心机
构 !北京航天城一直是个神秘的地方 %

!

月
"

日下午在全国两会休会间隙 ! 记者
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的 '中国北京航天
城 $ 参观 ! 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航天独特
的魅力 %

中国北京航天城是中国空间技术研
究院& 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所在地!承
担着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指挥调度&

飞行控制&数据处理&信息交换&航天员的
选拔&训练任务!以及航天服&航天仪器研
制工作等%

京城'寸土寸金$!建筑一般都是又高
又密!但走进航天城!第一感觉却是空旷&

视野开阔%坦白说!航天城里的建筑看上去
都很普通! 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具有新颖
造型% 不过!走进去后才发现'别有洞天$%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 我们见
到了非常眼熟的一个椭圆形大厅% 作为指
挥中枢! 这个控制中心在神舟号载人航天
飞行和'嫦娥一号$卫星发射过程中!曾伴
随航天人紧张的工作场面多次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

经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了解到!屏幕画
面中常看到的一排排电脑控制台其实都是
有讲究的! 各有分工% 第一排是设备操控
区&第二和第三排是飞控监控区&第五排是
首长指挥区! 其中第四排是唯一带有话筒
的!那是飞控决策区!很多重要指令通过这

里下达%

随后!我们又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的展览厅参观% 走进展览厅仿佛走进浩
瀚的太空!里面陈列着东方红卫星 &风云
卫星&北斗卫星&资源卫星 &返回式卫星 &

嫦娥卫星等我国发射的多种卫星模型% 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竖立在中央的神舟
号载人航天飞行器模型!以及神州号返回
舱的实体%

模拟器训练楼是对航天员进行一系列
模拟训练的场所!在这里!航天员将接受仪
表操作&舱门开启&飞行维持&失重飞行&逃

逸求生&跳伞&冲击体验&前厅功能等十多
项艰苦的模拟训练! 以便适应航天飞行中
出现的突发情况%

模拟失重训练水槽是为'神七$出舱训
练设置! 在水槽中能模拟太空中的高压和
失重环境%

说是水槽! 第一眼感觉却像是个圆形
的游泳池! 蓝色的池壁让水看上去蓝莹莹
的%但走近一看!却感觉水面糊了一层黏黏
的东西!水不呈现出流体的感觉!而更像是
一块半透明的果冻%

'这水槽深
#$

米!水都是抽自
#%$$

米
深下的地下水! 而且还加了臭氧进行消毒
和杀菌! 这些水面黏黏的东西就是臭氧的
小泡沫% $讲解员介绍说%

在水槽边!记者发现了一个起吊架!这
是做什么的呢*

讲解员告诉我们! 航天员的水下舱外
训练服带有很多设备! 每件训练服有

&'$

公斤重!航天员穿上这些衣服后!起吊架将
连人带衣服把他们吊进水池里! 最多的时
候! 航天员一次在水里训练了

(

个小时%

'水下舱外训练服一旦发生泄露!将威胁航
天员的生命!所以每次训练!都有蛙人在旁
边监控和保护% $讲解员说%

真是不看不知道! 此次航天城之行让
我们对航天员和航天工作者多了一份敬
意!对航天事业多了一份理解%

!本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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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上海航天局主任设计师周红玲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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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特派记者谭丽

琳 周元 陈成智"上海团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航天局第八

$

一研究所主任设计师周红
玲是一位默默耕耘在航天战线的女科技工
作者!她说随着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发
射任务越来越密集! 建设文昌新一代运载
火箭发射中心势在必行%

据这位航天发动机设计师告诉记者!

多年前! 我国民用卫星发射还是一年一发
或一年两发! 而到

&$$"

年高达
##

次发射
并创下新高%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步
伐! 现有的发射中心应对如此高密度的发
射任务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再加之在未来
)

年到
#$

年民用发射任务将高达每年
&$

多次!'冲着这个任务量也需要建设一个新

的发射基地$!周红玲说%

和所有航天工作者一样! 周红玲很关
注文昌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中心% 对于海
南老百姓最关心的火箭发射是否会污染环
境的问题!周红玲说!火箭的助推剂完全燃
烧后是没有污染的! 同时使用火箭发射无
毒推进剂也是国际趋势! 文昌发射中心的
建设和我国大运载火箭无毒推进剂的研制
在平行建设! 她表示相信等到文昌发射中
心投入使用时! 我国大运载无毒推进剂的
研制也会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

对文昌发射中心将配套建设航天主题
公园一事! 周红玲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设想!'它将成为不同层次的群众了解航天
知识的平台$%

海南代表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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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特派记者周元

陈成智" 近年来! 中国的航天事业捷报频
传! 文昌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中心建设的
启动也备受瞩目% 海南代表团集体提出建
议! 希望国家加大文昌火箭发射中心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建议指出!文昌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
中心的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在新形势下为了满足我国新一代无毒&无
污染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

求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项目自落户我
省文昌市以来 !省委 &省政府及文昌市高
度重视!主动配合国家相关部门 !同时做
好配套工作%

根据批复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
我省配套建设的发射中心场外项目主要有+

美兰机场至发射中心配套道路改造工程&清
澜港至发射中心配套道路和桥梁建设工程&

清澜港货运码头扩建和航道疏浚工程&发射
中心供水系统& 发射中心配套供电系统&海

口至文昌发射中心配套燃气系统% 由于配
套设施建设项目较多! 初步估算投资将达
!&

亿元!仅仅依靠我省财力难以承担%

从征地拆迁实施情况看! 征地拆迁资
金缺口仍较大%主要原因是征地&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搬迁安置房重置费均按

&$$%

年
前国家规定范围的最低倍数,,,

#(

倍测
算-法定补偿倍数为

#(

,

!$

倍.!征地农民
普遍反映补偿安置标准过低%

此外 !按国家最新政策要求 !为切实

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就业 &教育 &医疗等方
面权益!提高移民安置区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建设标准!我省还需增加数千万的征地
补偿费% 据统计!仅征地拆迁就有

)

亿多
元的资金缺口! 该项目资金总缺口达

!%

亿元%

海南代表团建议! 国家有关部门加大
文昌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中心基础设施的
建设!帮助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
保发射中心项目顺利实施%

北京航天城太空飞船飞控中心指控大厅$ 本报特派记者 宋国强 摄

权威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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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李宣

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不仅没有受
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 而且将对应对危
机&促进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全国
人大代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总装备部副部长张建启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

航天产业既是一项高投入& 高风险的
产业!同时也是对经济和科技发展高推动&

高拉动的产业% 张建启透露!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第一步才投入不到

&$$

亿元! 但它对
科技&经济的拉动效益在

#$

倍以上!而国
际上的效益一般是八九倍%

#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对我国的电子&原
材料&元器件&新型材料&新工艺的发展产
生了强力拉动作用!为其未来

!$

年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张建启说%

张建启代表介绍! 我国前些年在上述
领域的投入比较少!历史欠账较多% 载人航
天工程上马以后!尽管投入不多!但许多尖
端科研单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比如
南京的某电子研究所! 每年的产值和利润
都在翻番!前年产值才

'$

亿元!去年就达
到了

"$

亿元%

在我国!航天产业效益已经初步显现%

#北斗$ 导航系统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产业
链/广播通信卫星产业链将带动

!$$$

亿元
的产值% 张建启说+#正是因为航天产业对
经济&科技的巨大拉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
视发展航天产业% $

另一个看不见的巨大的推动! 体现在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 我国以前存在高科技
人才断层的问题! 通过载人航天工程培养
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我国航天&电子领
域的科技人员平均年龄只有

!$

多岁!骨干
专家平均年龄在

'$

岁左右% #这是我们最
宝贵的财富! 是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
发展的0软实力1% $张建启说!'这是无形
的!但却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

'航天产业还是提升一个国家民族
凝聚力的产业 !对于提高民族自豪感 &增
强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 $张建启认为 !

特别是在当前面临金融危机严重挑战的
情况下 ! 更需要增强全国人民的自信心
和凝聚力%

去年
#&

月张建启率领神七代表团访
问香港时! 当地民众和舆论就一致认为这
是一次'信心之旅$% '载人航天精神可以激
发出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强大信念% $张建
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