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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开放创新理念

在推进科学发展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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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执法为民理念

在促进社会和谐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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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服务大局理念

在保障海南发展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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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区位优势理念

在创造海南公安品牌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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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现代警务理念

在驾驭治安局势上先行

��E��h!�hE�!h$op

##$ 0�e®qH"r:e®sÊ¨t

B0uÄÅâòÉ!8#vwB' x"

y¨õ0�nRzWHÊ{|Bz}

â!~ÒL�ÇòÉ!8#RSB'�R

��vw¬¬$då·�BòÉ�ã!�

~B|0��Bvxñ�! h0~�ã

�µ�*Bòf$

#*ùvwÄQXu! ¼^��2ä

9áBWÀ! ]�ÀC�:�(Z=¨4

Sô$,O}~#$%&'B()=>!I

Jä�1�E�! ]�DÀC©®�ß�

�GHB�T*!ò(Ò�"��"��R

S¼2B!'S6óß2ä��ó�$�

]���µß��à�A���(ö�S

�"�÷¬e�÷�B2ä�÷()!à�

Ýe�Ç'2ä���' £¤�üý$h

�!÷¬yÊ��B2ä�÷()! à�

Ý��Ç'2ä���'�({,ü �"

¡¢£5î",-mh)¤¥*B��®!à

�ÝA�2ä���$ ]í¹C�Áz¦

�µ,ç¤BZ=¨4Sô¢Ï! ö§�

(¨%ªe+^]"©ª&/eóBZ=¨4

S©Sô!�(¨4�µzW'!xy¼

^mn2ä��B�µß��$]�|Ý

«¼�Ç¬CD®=¢Åvwf¯B

�T*!�(ªe�Ç"Ä~©ª"°±R

¦"S²^]B~³�ÇSô$

$作者系海南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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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的水土流失&集中在中下游

的金江至龙塘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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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与界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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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比降小又坎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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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之地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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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沙无序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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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成立机构!科学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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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制订河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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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退耕还林!保持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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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改造琼山龙塘拦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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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出台投融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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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分别是定安县委宣传部!海南

乡土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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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奋斗目标宏伟又艰巨"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

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海南实际!探索一条正确之路是当务之急"美国的

佛罗里达州是世界旅游胜地之一"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同海

南省有许多相似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对佛罗里达州与海南省旅游资源的现

状进行比较!提出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与发展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佛罗里达州及海南省基本情况比较

./0123*%456789:;<=>?

项 目 佛罗里达州 海南省

ìÆÒ÷)�* #&$$ &()

!\)�£Jº* #'#(+$ "'$$$

8��Ø.� !#! !!!

�6�Ø.� #(!,!"! #(!,!)!

!��«;)Jº* !-$$ #'!&

·x«;)Jº* #-"$ &&$

8�&�ÒÜ)�* &)$$)!$$&�* !$($)!$$&�*

8�%&«�¹ ('$ÕT�)!$$&�* !+ÕT�)!$$&�*

8��&ÒÜ)�* '$$)!$$&�* a)!$$&�*

?� . %�ÍÞp& %�Í'&

�]%&,ü ¾��+��+ !÷+A�+»!+

���k�+��ÿü ¿¹+¼p+³�â

7

巡游指出港的邮轮旅游

佛罗里达州在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与海南省有极多相似之处!但两

地的旅游人数及旅游收入差异巨大"

佛罗里达州的旅游开发现状

佛罗里达州现有商业机场
!"

个#

!#

个深水港口#

!$%&

多个高尔夫球

场$是全美高尔夫球场数目最多的州%#旅游宾馆有近
'&

万间客房#还有

近
(&

万个露营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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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分布

佛罗里达州的主题公园主要集中在奥兰多市!其它旅游景区遍布全州各

地!比如&著名的公共海滩!每个海滩都各具特色!如
)*+,-.*

海滩以汽车能

行驶其上而闻名'

/0*10

海滩以规模宏大及超高人气吸引各方游客'

2*.0345

海滩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贝壳' 而
2046,* 74+

则拥有一碧如洗的海水和洁

白如云的沙滩!被誉为全国十个最好的沙滩之一"除了位于奥兰多市的迪斯

尼乐园!在西部坦帕市还有布什花园主题公园!东部有肯尼迪航空中心!中南

部还有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可供各种不同爱好的游客选择"

!

!旅游项目开发

佛罗里达州基本做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发旅游资源!并

且尽可能顾及到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的人群!因此旅游项目种类繁多!

有自行车游#野外观鸟#露营#独木舟#巡游#海底潜水#骑马#海钓#摩托

艇#拖伞#高尔夫球#郊游#自然景区漫步#打猎#摩托车游#帆船#浮潜#漂

流#海边观日出日落#冲浪#热气球#蹦极#空中游#气船等等"

$

!旅游人数及经济效益

近几年! 佛罗里达州的游客人数都在
89&&

万以上!

$&&8

年达到了

8'&&

万!旅游收入是
:%&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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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旅游业中的作用

促进旅游房地产(佛罗里达州的各级政府都利用政府职能制订相关法

规!为旅游与相关行业大开(绿灯)!创造条件吸引(候鸟人群)!由于美国的北

部及加拿大冬季的气温都在
&!

以下!相比之下!佛罗里达州的暖冬具有极大

的吸引力!舒适优美的自然环境!让他们萌生在佛罗里达州购买第二套房的

愿望"政府顺势而为!通过规划与法规!使大量的非居住用地转为居住用地!

降低居住用地的价格!从而促使房价的下降!使全州中#小城市的别墅价格仅

为北方大城市价格的
!;%

至
(;(9

"目前!大约有
<99

万(候鸟人群)选择佛罗

里达州做为第二居住地!他们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北部!加拿大和欧洲"

促进体育旅游(佛罗里达州政府为了吸引职业棒球球队来春训!都积

极修建场地免费给球队使用!全国
<9

支职业棒球队中的大部分每年都来

此进行春训!并吸引大量的棒球迷追随"

开放公园!海滩等公共设施(佛罗里达州各地的中心公园及公共海滩大

都免费向大众开放!在公共海滩!政府免费提供救生员!修建公共厕所及冲洗设

施!这种零花费的海滩游在每年大学春假期间!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旅游信息和安全保卫工作( 佛罗里达州各地政府都向游客免费提供

地图#旅游景点介绍等信息"在各个高速公路的休息区!

$'

小时都有巡逻

警察!以确保旅客安全"

海南旅游现状

海南是中国七大重点旅游区之一!可开发旅游资源共
((

大类
$'9

多

处!现已开发
'9

多处"

4

!旅游景区分布

三亚的气候#空气#阳光#海水和沙滩堪称国内一绝!天涯海角#鹿回

头#大小洞天#大东海和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南山佛教旅游文化区

闻名遐迩!西岛及蜈支洲岛开展的潜水#摩托艇#海上拖曳伞冲浪等海上

项目也时尚新潮"三亚有条件成为中国顶级的度假胜地"

海口是海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阳光#沙滩#火山口同样迷人"北部

拥有
(8

公里长的海南西海岸带状公园!椰风海韵让人留连忘返"五公祠#

海瑞墓等名胜古迹令人向往"

琼海的侨乡和博螯亚洲论坛声名远扬'文昌宋庆龄故居享誉海外"陵

水的南湾猴岛是中国唯一的岛屿型猕猴自然保护区! 乐东的尖峰岭是我

国第一个国家热带雨林公园!拥有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

始森林"五指山!保亭等中部市县洋溢着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西沙群岛

是一处充满神秘感的地方"

!

!旅游项目开发

经过近年的发展!海南旅游从单纯的观光旅游变身为多种类#多形式

的参与性专项旅游项目!比如&漂流#高尔夫球#温泉#热带雨林探险#潜

水#攀岩#海钓等等"

$

!旅游人数及经济效益

据统计!

$99"

年到海南旅游的人次约
$$%9

万! 且以国内游客为主!

$99"

年全年旅游收入为
$((

亿元人民币"

对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建议

4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要有一个飞跃发展&需要有系统的战略性思考的

支撑(从上述比较不难看出!海南岛与佛罗里达州的自然条件相似!现时期海

南的旅游特点与佛罗里达州早期的旅游也非常相似!游客以观光及享受自然

风景为主! 但这样的旅游开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游客对旅游的需求"根

据(国际旅游岛)旅游发展战略!海南将用
$9

年时间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旅

游岛"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谁是建设国际旅游岛主体的战略问题"

!

!旅游房地产的发展(旅游房地产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环

节"佛罗里达州能够成为北美和欧洲第二居住地!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低廉的房价"从目前海南的房价来看!虽然比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

具有一定优势!但和大部分二线城市相比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这样必然

会制约海南成为全国第二居住地的发展方向" 建议海南除一线海景地打

造豪华别墅#公寓出售给高端客户外!其它地段要尽量降低地价和房价!

从而吸引更多的北方和东南亚的(候鸟人群)"

$

!大力发展乡村度假(海南是一个农业省!由于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的度假休闲胜地!因此!乡村度假就变成了发展初期最令人关注的焦点之

一"可以说!海南乡村旅游如何发展!不仅对(蓝色
=

绿色)的发展高度有直

接影响!而且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基础是否牢固有根本影响"

5

!开发大型主题公园(目前!海南缺乏大型的主题公园"美国佛罗里

达州以主题公园为主的奥兰多市! 每年的游客人数达到
%999

万人次!占

该州旅游人数的
:9>

"海南要尽快开发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和乡

土文化气息的大型主题公园!主题公园不但要有互动性!还要各具特色和

不可替代性!以吸引各个年龄段有不同兴趣的旅游人群"

6

!发展巡游旅游项目(海南目前还没有作为巡游出发地的大型邮轮

港口"海南四周环海!有深水港口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又毗连东南亚!发展

巡游条件优越!可以开展环岛游#西沙游#东南亚游等"

8

!旅游环境及设施的完善(可以预测海南旅游的散客$尤其是自驾

游%比例会越来越高!因此要大力构建安全的旅游环境#便捷的出行环境#

舒适的住宿环境#优惠的购物环境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9

!加大政府在旅游业的参与力度和范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旅游发展

经验看!政府的责任心和服务态度至关重要"政府应该直接参与投资和管理

吸引游客的项目!如各地政府投资修建各具特色的公共海滩包括相关设施#

积极联络和开发各种度假市场!提供安全和其它社会服务方面的配套设施"

只有政府全面负起责任来!海南的旅游环境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环境"

!

$作者分别系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美国佛罗里达州高级规划师%

从全省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的现状看!要担当起服务保障国际旅游岛建设这一全新的"宏

大而艰巨的重任!就必须充分认识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大意义!明确任务要求!切实解决好队伍

建设和公安工作中的一切不适应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问题#牢固树立$五个理念%!做到$五个先

行%! 思想上主动融入!工作上主动对接!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优质服务和有力保障#

要把整治和合理开发

南渡江列入国际旅游岛建

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恢复南

渡江的生态功能 & 成立机

构!科学规划'保护源头'制

订河道管理办法 ' 退耕还

林!保持水土'改造琼山龙

塘拦河坝'出台投融资政策(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奋斗目标宏伟又艰巨(在

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 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海南实

际!探索一条正确之路是当务之急(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同海南省有许多相似之

处!比较佛罗里达州与海南省旅游资源的现状!对推进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与发展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 !"#" ' $ ( #%&)*+ #'()" ,-./0

123.4015

#$%&'() !"*+,-./ #!$!!!%!

&!#'!($01 "')!"'**23"

6789:;!*+$,-.

!

< =>

?@< ABC@D5EFG /)) HIJKLMNOPQR

456789#

STUV)WX01YZ)[<

=\AB]^&01)Y_+ %()) M`.abcde

fghABijR

:;<=#

klmnop $0 qrsJtuQ2v !% w

>?@A#

-*%*%))!1&&#+20-0+2/%*

#B CD:;EFGH

!"#$

$I )+'"#! J%

BCD EFG

!

"

K$%LM-.INOP02Q1RSTLU $!V<WXY

拍卖公告!第
!99'!'

期"

受委托# 我司定于
$9!9

年
'

月
!'

日
!:

时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
状公开拍卖如下标的物$

!

%位于海口市华信路
%

号华信大厦第六楼整层房产
?

&房屋所有
权证'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8:$

号
@

#建筑面积为
8'%AB:

㎡#

参考价$人民币
(8("C('ADC

元#竞买保证金$

:9

万元(

C

%位于海口市文华路
C

号东方文华府地下车位
C(

个#参考价$人
民币

D':%8

元
;

个#竞买保证金$

C

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C9(9

年
'

月
(B

日
(D

时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C9(9

年
'

月
(B

日
(D

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 竞买保证金以

C9(9

年
'

月
(B

日
(D

时前到账为准*

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
B:

号华能大厦
(B

层
E

座
联系电话$

::%BC99BF

吴先生
G ::D%99%(

!李小姐"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

9

一
9

年三月二十五日

Z[\4]Y^

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_[`abc^

聚合氯化铝+盐酸%氯酸钠采购
d[\4ef^

标的一$ 聚合氯化铝采购(标的二$盐酸采购(标的三$氯酸钠采购
g[h4ijklm^(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C

%标的一要求生产厂家注册资金
<99

万元!含"以上(标的二要求生产厂家注册资金
%99

万元!含"以上(标的三要求生产厂
家注册资金

(%99

万元!含"以上(

<

%代理公司注册资金
(99

万元!含"以上(

'

%代理公
司须具有生产厂家代理授权书(

%

%须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

%信誉良好(

D

%须
具有省级及以上卫生安全许可证书(

8

%厂家在海南省须有代理机构或办事机构*

n[obpqjrstuvwxy]Y:z5{|v}^(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
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及受委托人身份证*

C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

%代理商须出具生产厂家代理授权书*

'

%省级及以上卫生安全许可证
书*

%

%生产厂家须提供在海南省设代理机构或办事机构相关证明*

N[ob89^

自
C9(9

年
<

月
<9

日起至
C9(9

年
'

月
:

日
(D

时止!上午
8H<9

至
(CH99I

下午
J'H<9

至
JDH99

#节假日除外"*

~�ob<�^

海口市海甸二西路
$:

号市水务集团大楼
<9<

室*

�[>?i1�A^

黄先生
98"8K::$:"::%

�����[��[�����\4GH

由海南新海林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西海岸-赛拉维.项目位于
长流起步区范围内!

&"

地块"#东临
<$

米规划路#西至
:&

米规划路#南临
'$

米规划路#北至
<$

米规划路*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报我局审批#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

+公示时间$

!%

天!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网址
L,,MH;;NNNALOPMA-QR

"

S

海口市政府服
务中心(建设项目现场*

<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

J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LOPM98"8TJ:<AU-1

(

!

C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龙昆北路
<J

号海口市规划局规划设计管理处#

邮政编码$

%D9J9%

!

<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

+咨询电话$

::D%:D:D

+

::D"%%JD

#联系人$孙发毅+任崇华*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日

K$%���

�K�����`a�������G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