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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V !!"#$"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三亚 !"#$加快项目建设会议上获悉!今
年前四个月!三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

亿元!同比增长 ()'!*!这说明开发企业仍
具投资信心和动力! 继续加大项目投资力
度! 使三亚今年前四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

今年前四个月! 三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 项目规模扩大! 在建项目增
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

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旅游两个行业"

据介绍! 今年前四个月三亚房地产和

旅游两个行业投资比重占全市固定资产投
资超过 %+*" 其中房地产完成投资 ,('-.

亿元!增幅回落 -%/%个百分点!开始回归理
性" 而旅游投资仍是全市投资增幅最高的
行业! 也是目前拉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实
现较快增长的主要力量!完成 !0'%亿元!同
比增长 &&*"

此外!由于政府投资继续加大!引导和
带动社会投资增强"今年前四个月!三亚全
市共有 .-个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建设!完成
投资 #,'-亿元!社会投资项目完成 &('(亿
元!海棠湾开发投资加快!完成投资 !!'0亿
元!同比增长 #(#*"

各方合力策动三亚文化出口
IWXYZ[\]^_`

本报记者 %&'

%我们正在对本次赴加拿大多伦多演出
进行总结!力争下次出国演出的效果更好"&

-月 #,日中午! 三亚太阳鸟文化产业有限
公司艺术总监温小演对记者表示#以后要增
加中英文故事简介发放给观众!邀请更多的
当地演员参与到音乐剧中!在当地的主流媒
体上进行更多的推介等等"

今年 ,月底!由三亚太阳鸟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大型多媒体梦幻歌舞音
乐剧'火凤凰(赴加拿大多伦多演出"尽管演
出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剧目制作
方没有止步%小富即安&"他们期许更多地走
出去!闯出更大的国际演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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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舞台演艺为代表!三亚的文
化产品正在更多地跨出国门" 诸如 '火凤
凰(音乐剧!在本次赴加拿大多伦多演出之
前!就曾经多次出国进行表演!先后在美国
洛杉矶)德国柏林)匈牙利布达佩斯等地进
行演出! 在有着巨大潜力的欧美市场上均
有所耕作"

曾经连续三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三
亚市艺术团!也经常走出国门进行演出" 三
亚市艺术团团长李士伟介绍!艺术团曾经先
后赴法国)波兰)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韩
国)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十多个国家进行演
出!%最近艺术团计划到意大利进行演出" &

三亚市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三亚打造
的文化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的是除了自
然风光之外的文化特色"这些文化产品从三
亚输送到世界各地!是对三亚城市形象在全

球范围的推介!从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感知
三亚城市的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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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演艺类的文化产品赴外演出!绝
非易事" 除了演艺人员及道具的准备外!

还需事先找到赞助商!才能解决大部分的
经费问题" 据了解!'火凤凰(赴外演出做
到了"

%我们在欧美地区演出的时候!深切地

感受到当地民众尤其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对
来自祖国的舞台演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温
小演介绍!本次到加拿大多伦多进行的两场
演出!每场都是爆满!观众的热情非常高!促
使公司方面进一步考虑市场推广"

李士伟认为!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带
着海南黎苗风情)热带特色舞蹈的三亚市
艺术团!在国外进行演出的时候!同样感
受到当地观众对来自中国的舞台演艺的
热情期待" %面对有着巨大潜力的国际市
场!我们能做的就是设计排练出更多唯美
的舞蹈!在更多国家的舞台上展现出三亚

的风情" &

近年来!三亚每年都要数次出国进行
旅游推介!有三亚文化界人士建议可以考
虑将%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旅游国际市场
推介进行结合!捆绑打包!一方面展示出
三亚得天独厚的热带滨海度假资源!另一
方面让国外民众感知三亚城市的%第二辨
识度&"

opdK

mqr_stu

挖掘有潜力的市场并不是一腔热血就
可以完成!要做足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 中
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陈立刚在观看了 '火凤
凰(音乐剧演出后!认为该剧用西方人的表
达形式讲述了一个想象力的故事!是非常可
贵的!多伦多当地的民众就相对乐于接受这
样的演出"

温小演告诉记者!积极地使用当地的演
员参与剧目的演出!在本次多伦多演出中进
行了大胆地尝试"%观看剧目的外国人中!他
们 *不了解中国文化+)*想了解中国文化+!

让他们参演其中!亲身地体验中国的舞台艺
术!会让他们感同身受" &

温小演)李士伟都认为!做好一台适
合出国演出的舞台演艺! 从编剧的立意!

到舞台的设计!以及演员的表演!乃至到
中英文字幕的安排)在当地演出之前的推
广等等!都要有很细致的工作要做!因此
三亚方面要推动更多的文化产品实现出
口!显然需要政府层面)演艺业界)市场推
广方面合力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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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记者从三亚市畜牧兽医局
获悉! 该市今年春季动物集中强制免疫注
射工作基本完成"截至目前!三亚全市共免
疫注射畜禽将近 #(+万头!2"

"

从今年 !月 !(日开始!三亚市防控重
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 畜牧兽医局及
时对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并
且落实春季防控专项工作经费 !-万元!组
织全市畜牧兽医人员 (++多人! 深入镇区
规模养殖场)养殖专业户)散养农户广泛开
展春防和生猪%瘦肉精&等畜产品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三亚市免疫注射牲畜 !+'.%

万头!禽类 #+%'(,万只!流行病学调查牲畜
#',-万头)禽只 ('-!万只!开展疫情)免疫
效果监测检测 &#(份! 调查监测检测结果
均未发现异常情况"

此外!三亚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名工作人员成立 -个督导
检查组!深入每个镇区确定的两个示范村中!

强化检查督促!以点带面!扎实抓好春季动物
集中强制免疫)应急物资储备调拨)畜禽强制
免疫注射)免疫证发放!同时开展生猪%瘦肉
精&检测检疫等工作!并举办基层动物防疫
人员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 (!0人次"

6789:;<=>?@A

xU#$

%

8

$)

9y !("345

67("89:"今天!三亚警方对外发布
消息!在强化辖区%两抢一盗&违法犯罪打击
专项行动中!河西公安分局新居派出所日前
组织民警乔装加强巡逻防控!成功摧毁一个
结伙盗窃海边游客财物的犯罪团伙!三名团
伙成员悉数落网!被盗的 #'#万元现金和一
部手机被民警追回"

据了解!近期三亚湾不时发生盗窃游客
手提包案件!这一情况引起了新居派出所高
度重视" 民警联合社区居委会联防队!采用
警民联防的方式!加强了辖区内海边区域的
巡逻防控力度"

-月 &日下午!新居派出所所长陈运斌
带领巡逻队员着便装进入三亚湾"傍晚 0时
许!有三名在三亚湾路海边闲逛的青年男子

进入了巡逻防控队员的视线"

民警发现!这三名男子时而聚集交头接
耳!时而分开靠近带有提包的游客" 陈运斌
立即带领巡逻队尾随侦查"当这三名男子走
到三亚湾路昌达二期雅华香榭小区对面海
滩处时!发现海边有一名单身的女游客把手
提包放在身边!正忘情观海"三人开始作案!

两名男子分别在马路边和沙滩边望风!一男

子则快步走到女游客身旁! 将手提包盗走"

巡逻队员以盗包男子为重点抓捕对象!立即
展开缉捕!当场将盗窃提包的犯罪嫌疑人苏
某!

!"

;#<=>?"抓获!装有 #'#万元现
金和一部手机的手提包被当场追回!另两名
望风的嫌犯趁乱逃脱"

随后!新居派出所顺藤摸瓜!将逃脱的
!!岁的曾某)!#岁的符某从市内一家庭旅
馆内抓捕归案"经审讯!三人对见财起意)结
伙盗窃女游客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苏某等三人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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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属国有企业正积极参与三亚的开发建
设!并将加紧推进一批项目" 今天上午!海
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与省属国有企业投资
合作恳谈会上获悉! 海南金林集团正在推
进的首届%中国环海南岛飞行拉力赛&拟将
首站落户三亚$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也将在三亚开发建设新汽车客运总站)

公交东站和公交西站等项目"

目前!三亚共有 0家出租车汽车公司!

出租汽车总量 #+%!辆! 按 0%万正常人口
计算!约为 #-'.标台1人" 随着三亚国内外
知名度的提升和游客逐年增加! 城市旅游
交通压力越来越大"海汽集团计划在三亚投
资海南新能源交通运营项目!助力三亚市绿
色能源利用和节能减排"同时拟在三亚建设

集旅游客运运调中心) 旅游专线服务中心)

汽车租赁中心)旅游信息服务中心等四大服
务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策划在三亚
推出水陆两栖观光巴士一日游项目等"

自去年以来! 海南省海建集团有限公
司在三亚市承揽的工程项目已达 $-+ 个!

合同总造价超过 ((亿元"除积极参与三亚
的建筑施工项目招投标外! 海建集团还计
划在三亚设立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推广环
保材料的生产使用)支持旧城改造)参与保
障性住房建设等"此外!海南省路桥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计划争取到更多的三亚市政基
础设施施工)代建项目$省发展控股公司计
划在三亚建设三亚接待中心项目等"

副省长) 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出席恳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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