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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记者站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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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言

开心的锣鼓敲起来! 欢快的歌舞闹起

来!鹿城
!""#

年广场文化活动开场了"

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内

容生动丰富#形式多姿多彩#参与人员广泛的

广场文化活动颇受咱老百姓的青睐! 而且在

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展!如$哈尔滨之

夏%#$长沙之秋%等就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

生活!还逐步发展成了区域性的文化品牌"

作为城市的灵魂! 文化不仅是市民诗意

栖居的精神家园! 还是城市发展和竞争的软

实力" 美国权威经济周刊&幸福'杂志曾评选

出世界
$%

座最佳商业城市!新加坡#旧金山#

伦敦#纽约#法兰克福#香港#亚特兰大#多伦多#

巴黎和东京当选" 这
&%

座城市!除了良好的交

通#发达的金融#繁荣的商业等共性因素外!几

乎每个城市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文

化氛围! 而这些已然成为其国际化的重要构

成部分!成为其长期繁荣#持续发展的动力"

对三亚而言!如何以文化助推经济!以无

形资产增值有形资产!将其转变为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的优势!化文化软实力为文化产业硬

实力( 笔者不由得想起福建武夷山的例子来"

武夷山不仅是知名的旅游胜地!有着$奇

秀甲东南%的国家
'(

级景区!还是世界乌龙茶

和红茶的发源地!茶文化历史悠久"但长期以

来!武夷山在对外营销时!旅游和茶成为两张

皮!各搞各!这不仅增加了营销成本!也形不成

声势" 自
!%%)

年起!当地政府将两者进行整合

营销!打出了$浪漫武夷#风雅茶韵%节事文化品

牌"短短三年!$浪漫武夷#风雅茶韵%北上北京#

哈尔滨!南下广州#香港等地!到一地织起一个

网络!搅活一片市场" 在涉茶产值从
*

亿元增

至
+

亿元# 茶农茶企的直接经济效益每年以

,"-

速度增长的同时!也让武夷文化迅速走红"

当然!谈外地无非是祝三亚快马加鞭" 毕

竟!三亚的旅游品牌早和美丽文化#婚庆文化#

黎族文化# 体育文化# 长寿文化等紧密结合

了)))$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 的品牌已然叫

响 *大手笔推进的 $六个一工程 %系列文化

活动更令市民和游客心驰神往*北京电影学院

动画学院#西安玛雅#山海天影视等动漫院校

和企业也纷纷落户三亚动漫基地!为鹿城的文

化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放飞梦想!激情展望, 插上了文化翅膀

的三亚!将怎样彰显其从边陲小渔村向国际

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嬗变的魅力来!确实令

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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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赴欧洲推介旅游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张谯星通

讯员黄苗俊.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产业发
展局获悉#$美丽三亚欧洲行%三亚旅游推介
团队已前往奥地利等国& 为期

!"

余天的今
年首场国际旅游推介活动正式启动'

当地时间
#

月
$

日晚& 三亚旅游推
介团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了三亚
旅游推介会&这也是

%""&

$美丽三亚欧洲
行%旅游推介的首站活动' 三亚及周边市
县的

%"

多名企业代表和维也纳地区
'"

多名旅游界代表出席了推介会'

据了解& 鹿城此次欧洲行将着重向
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旅游界介绍三亚
舒适的度假环境和$热带(滨海(生态%的
度假旅游产品&加深各国旅游界(游客对
三亚的了解'

$经历了连续多年的欧美旅游开拓&

三亚旅游推介团队还是首次在奥地利和
瑞士举办大型旅游促销活动' %三亚市旅
游产业发展局负责人说&除德国外&欧洲

其他德语系国家旅游界对三亚的了解几
乎为零&$美丽三亚欧洲行% 首站在维也
纳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请到天涯海
角来*的美妙歌声中&奥地利旅游界对三
亚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当地多家电视台(报纸和杂志对三亚
旅游推介会进行了集中报道'

奥地利之行结束后&三亚推介团队还将
前往瑞士和德国进行促销&并参加在德国柏
林举行的

()*

国际旅游交易会'

投入
,$$$

多万元!长达
)-*(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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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潮"洪#水对海棠湾西河东岸的破坏!三亚市决定投入资金
,$$$

多万元!着

手建设长达
)-*(

公里的海棠湾西河东岸防潮"洪$堤!计划今年底完工% 图为建设中的

西河东岸防潮"洪$堤工程%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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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郭景水.记者今天
从共青团三亚市委获悉&三亚今年将建立

%"

家+青
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大力推进青年就业创业'

$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将为青年朋友提
供与专业(能力相匹配的见习岗位' 通过多渠道
筹措资金&设立青年就业创业基金&切实支持青
年就业创业' 并推进诚信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
目&积极创新小额贷款的担保方式&帮助青年解
决创业资金缺乏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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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方开始返工修复!月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吴钟斌 .从三亚市区
往西有海南岛的黄金旅游线&但一些路
段路况较差 & 使游客途中频遇 $肠梗
路%' 近日&中铁九局已派出施工人员对
相关路段进行修复&相关工程有望于月
底完工'

从三亚出发往西上西线高速公路&

在红塘路口拐下至南山( 大小洞天等景
区&是海南旅游的黄金线路' 每天&有上
千辆车( 上万名游客经此抵达三亚西部
的景点参观' 但红塘立交桥投入使用没
多久&桥面就开始出现龟裂(凹陷(断层&

一些路标牌与护栏也因此倒塌& 给市民

和游客的出行带来不便'

#

月
'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这里看到&

一台作业车正将原来铺设的水泥路面撬
开&水泥板块足有

%"

厘米厚' 作业时&尽
管有$前面施工&禁止通行%标牌&但仍有
不少旅游车辆图方便强行颠簸通过'一名
往南山去的旅游车师傅说&每个月都要从
这里带客人经过好多次& 尽管路很难走&

但绕行的话要远很多&很不方便'

红塘立交桥是海南西环铁路一个辅助
工程&由中铁九局承包修建&铁路从桥底下
通过'

%""+

年
$

月
!,

日&西环铁建成运营
没多久后此立交桥也建成通车' 南山景区

的员工向记者反映说!$立交桥通车没过多
久&就因路面质量变成了肠梗路' %

情况反映到西环铁路指挥部后 &中
铁九局本月初派出施工人员& 决定对此
路段进行修复' 现场负责施工的中铁九
局技术人员黎玉平说&造成桥面龟裂(凹
陷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原来建设时水
泥标号不够& 二是桥上的培土路基没有
夯实&修复的路段约

!%""

米&需撬开全
部水泥路面后才能施工' 另一名负责施
工的人员林永智表示&将尽快施工&争取
在本月底前修复完工& 还群众一个方便
的出行条件'

清正双坚持欲为苍生抛汗血
酷贪两不敢可将心事质神明

+,-./0123

本报讯-通讯员何丽娥 王金玲. 三亚市纪委
日前举办廉政对联征集大赛&为清代崖州末任知州
范云梯所作 $酷贪两不敢可将心事质神明% 征集上
联' 近日&评选结果揭晓&$清正双坚持欲为苍生抛
汗血%脱颖而出'

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廉政文化理念&今年
初&三亚市纪委举办廉政对联征集大赛&为范云梯
$酷贪两不敢可将心事质神明%公开征集上联' 共收
到全国各地作品

%--

幅&参赛作品来自国内
!'

个省
份和省内各市县'

经过评定&三亚市民李朝宁撰写的$清正双坚
持欲为苍生抛汗血%获得一等奖' 二等奖

%

名&分
别是$名利一生轻赢得胸怀光日月%和$清正全无
忧当以雄才安社稷%' 另评出三等奖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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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向待业青年送&春风'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王勇 通讯员周

筱晔.$春风卡很实用&我也要一份' %记者昨天上
午在鹿城解放路求职招聘信息发布区看到& 共青
团三亚市委准备的就业创业$春风%卡受到诸多求
职者青睐'

针对待业青年求职难(创业难问题&共青团
三亚市委编制了$春风卡%&涵盖了求职热线(场
所指南& 政府免费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及
机构一览表 (务工常识 (省内外打工信息 (政府
鼓励政策(服务保障机构及维权热线等内容&通
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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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排名首位!海口位居第九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张谯星.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产业发展局获悉&

由搜狐网()行游天下*杂志社(中国旅游
胡同社区等媒体联合推出的$中国最美的
旅游胜地%评选活动结果已揭晓&三亚在
$中国最美十大海滨城市% 主题评选中排
名第一'

在本月初揭晓的 $中国最美十大海
滨城市%榜单中&三亚(海口分别排名第
一和第九'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在$中国

最美十大森林公园%评选中排名第七' 万
泉河峡谷漂流在 $中国惊险刺激六大漂
流%评选中排名第二'

据主办方介绍&$中国最美的旅游胜
地%主题评选包括十大海滨城市(十大古
镇(十大森林公园等评选'入围$中国最美
的旅游胜地%评选的旅游胜地的基础设施
须具备完整性(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

$中国最美的旅游胜地%主题评选分
推荐(初选(审定等阶段&旅游专家初步

评选出目标景区& 再由网民通过网络投
票方式进行评选' 由旅游专家(媒体记者
和旅游玩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将根据得
票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入选名单'

此项评选于去年
!%

月启动& 三亚(

海口(北海(厦门等
!&

个城市入围$中国
最美十大海滨城市%评选' 三亚以其不可
替代的热带旅游资源备受网民和专家青
睐&最终夺下桂冠&青岛和秦皇岛分列第
二和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