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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粤海铁海口
火车站组织员工举行"服务旅客!创先争优#

文明大行动集体承诺活动! 以实际行动更好
地服务旅客大众!助力国际旅游岛建设$

自从开展"服务旅客!创先争优%文明大
行动以来! 该站组织全站干部职工积极投身
到活动中!大力推行"真情服务%$在客流高峰
时期!对出岛的旅客建议分段购票!竭诚为旅
客解决买票难题&车站开辟重点旅客候车室!

开通绿色通道优先护送老'幼'病'残'孕旅客
上车&免费配备常用药品'残疾人专用车'担
架等便民用品$ 对身患重病'瘫痪'残疾等重
点旅客!从救护'售票'进(出)站'乘降'交接
等过程!实行专人护送一条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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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横跨八门湾的清澜大桥开
始架设钢梁$上午 !"时 #"分!该桥的第一片钢
梁顺利完成安装$ 这标志着该桥建设进入关键
阶段$ 据悉!该桥明年上半年将全线贯通$

据了解!清澜大桥投资 #亿多元!连接清
澜港与东郊码头! 主桥跨度 $"" 米! 全长
!%&%米!桥型为双塔双索面结构梁斜拉桥!双
向六车道设计$据介绍!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
程!去年 $月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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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前!海南电网公司在海口主持召开
了西沙 *兆瓦级风光柴氢储多能互补微网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规划评审会议并获
得通过$

专家对南网科研院和广东电力设计研
究院提交的 +兆瓦级风光柴氢储多能互补
微网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课题一, 电网规
划报告'送审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和评审!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规划评审$ 此项目建

成后! 将成为国内最大的风光柴氢储多能
互补微网技术集成示范工程$ 届时!困扰永
兴岛居民多年的用电难问题将得到解决$

据了解!*兆瓦级风光柴氢储多能互补
微网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 拟结合已经批
复的金太阳光伏电站工程! 建设国内首个
!"千伏电压等级的多能互补微网系统$ 它
将综合利用太阳能'风能'水等多种新能源
技术! 实现群微网供电及供能的可持续发
展!构建高可靠性'良好供电质量的配电网

络!以开放式的供电模式!统筹规划'整体
设计'系统推进'滚动开发!逐步将永兴岛
打造成节能低碳示范海岛$ 首期规划重点
解决永兴岛北京路' 新建渔业码头范围内
的供电区!远期考虑全岛范围内供电区$

评审会上!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兆瓦
级风光柴氢储多能互补微网技术集成与示
范项目%+规划报告-资料详实!满足评审要
求! 规划规模亦能满足目前西沙永兴岛电
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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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三天的 &"!!中国(海南)国际高尔夫产
业博览会暨商界峰层邀请赛今天在海口落
下帷幕$ 岛内外一些高球用品等参展商借
助展会推广了产品! 岛内高尔夫用品等市
场商机显现$

*这次参展达到了预期目标$%武汉贝
特威尔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 该公司在展会期间向岛内多家高尔
夫球会推介了高尔夫球车等用品! 并成
功签订了多个意向协议$ 海南美辰高尔
夫的参展产品得到了省内及台湾等地一
些客人的喜爱!一批球具成功销售$ 据美
辰高尔夫球具专卖店负责人介绍! 目前

海南尚无生产高尔夫用品的企业$ 随着
海南高尔夫球产业的快速发展! 岛内高
尔夫用品'球场设计'高尔夫订场服务等
需求较大$

在商界峰层邀请赛上!来自美国 )*)

集团的大卫!以 +,杆的成绩!成为本次邀
请赛个人赛的总杆冠军! 邀请赛团体赛总
杆冠军则由深圳工商代表队获得$

同时! 本次高博会暨商界峰层邀请赛
有效发挥了以球促商的作用$ 前来参加本
届高博会的美国十佳网络零售商' 北美地
区第 !+大网络运营商 -./0123456437有关
负责人!与海南在线经过洽谈!成功签署了
技术与运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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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总场经济破茧成蝶
本报记者 567 通讯员 89 $:;

#年前!八一总场连维持基本生计都成
问题$ 如今!当你走进八一总场!农场经济
发展*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仅解决了职工
的吃饭问题!稳定了队伍!还有效盘活了资
源! 成为海南农垦存续农场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典型$

是什么促成八一总场经济在橡胶主业
剥离后实现大变身!使这个一度是全省最不
稳定的地方! 短短几年即转入和谐稳定发
展.*八一从大乱到大治!实现农场经济发展
大转变并惠及民生! 关键是八一人不甘落
后!不等不靠!找准了符合自身的发展路子!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成功实现了战略转型$#

八一总场场长罗永华如是说$

,ÚÛÜÝÞ

位于儋州市的八一总场于 !89+ 年建
场! 作为解放军总后隶属的副军级企业!八
一总场产业经济可谓垦区的*先行者#,干胶
产量首个突破 !万吨!以建材厂'砖瓦厂'石
灰厂等 !"多家工厂为代表的农场工业异军
突起$

&""% 年! 为顺应海南农垦管理体制
改革的要求! 八一总场不得不直面橡胶
主业剥离和困难企业重组带来的复杂局

面!加之受到*退场风波#的影响!这个沉
积社会矛盾较多的企业人心涣散! 经济
陷入低迷$

*完成橡胶主业剥离后!八一面临的困
难接踵而至$#罗永华说!在那场历时 $年的
私分'抢割国有胶园的*闹退场#风波中!八
一总场成为当时全省最不稳定的地方$ 他
说!该场原先年产干胶过万吨!吃惯*橡胶
饭# 的农场与海胶集团八一分公司分离后!

留给社区的除了 !&%+万元的职工工资'社
保欠费和银行的负债外!社区账面资金不足
+$万元& 八一总场与红岭' 龙山农场重组
后! 两个农场除了带来 #+&万元的负债外!

还带来了 ,""多名富余人员$

此外!八一糖厂因原料连年紧缺!实际
榨蔗不足 ,"天!面临停产危机$八一水泥厂
和金岭水泥厂因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标准!

被省政府限令在 &"!"年 %月 !日前必须关
停!!9""名工厂职工面临着失业' 下岗!失
掉生活保障!天天吵着要工作$

一组数据凸显着当年的窘境,存续农场
职工总数 !6+9 万人! 其中在职职工 !$+9

人!富余人员 %$$人!存续农场每年负担富
余人员工资和社保费用达 ,,,6#万元$ *假
如不算在职人员! 年关要为逾 !万名退休'

退职人员每人发 !""块钱的春节补贴!那就
是 !""万元$#八一总场财务部负责人说!刚
重组时!红岭和龙山两个片区都处于入不敷
出的状态! 农场总收入平摊到个人头上!人
均不足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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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避免农场产业经济*空心化#'

尽快重现昔日辉煌. 八一人喊出了*二次创
业#的口号!并迅速付诸实施$

面对主产业橡胶从农场剥离的既成事
实!八一果敢割掉*橡胶情结#!在深入调研'

集思广益的基础上! 于 &""8年先后组建了
以自营经济'国土资源开发'物业管理'矿山
经营开发'后勤保障以及八一海口房地产开
发公司为主的*六大产业板块公司#!将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
经营!以期实现不依靠橡胶产业也能实现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

事实初步证明! 八一的发展路子选对
了$

目前! 自营经济股份公司批准上马 &

个合作投资超千万元的开发项目! 还成功
追缴 $8,万元历年欠款!盘活闲置资产 $$"

万元& 国土开发公司在海垦率先使用 ):;

卫星定位!清查出违章'违约和不合理用地
#$+,亩!回收土地管理费 !!&6+万元&矿山
开发公司转变经营方式后!年产矿石 ,%万
吨! 完成计划 !!$<! 实现产值 &,""多万
元& 八一万祥物业公司从过去每年总场补
贴 ,"多万元到现在的承包上缴 !%"万元!

同时安置下岗职工 &%名&后勤保障公司将
原八一招待所更名为迎宾楼! 对外招投标
承包经营!原 !8 个员工每年工资'社保和
招待所水电费等开支近 +"万元! 承包后!

承包者除了负担所有的费用外! 每年还上
缴承包款 9"6!万元&由八一海口房地产开
发公司承建的海垦路 %! 号八一新村已交
付使用&&家水泥厂和糖厂也捷报频传,浙
江恒昌集团以 $""" 万元的价格成功收购
八一水泥厂后!又以 &$""万元的价格收购
了金岭水泥厂! 椰威糖业公司也转让给南
华集团$

罗永华透露!已为农场经济发展寻找到
出路的八一总场职工年均收入 $69万元!现
累计完成保障房建设 !6!万多套!实现了全
场 %9<的居民居者有其屋$去年八一总场经
济总量达 !96%亿多元! 预计今年生产总值
将达 &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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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五届海南
消费文化节 + 大幸福乐章主题活动之一
*征集 !"名读者免费越南游# 活动! 于 !&

月 &日踏上越南奢华之旅$ !"名幸运读者
一行乘坐 *宝瓶星# 号从三亚凤凰码头出
发!途经越南的岘港'下龙湾及顺化!最后
返回三亚$

!&月 &日下午 ,时! 幸运读者登上了
*宝瓶星# 号! 开始了他们 $天 &晚的三
亚///越南体验之旅$当天!幸运读者们在
丽星邮轮公司工作人员带领下参观邮轮!

在邮轮上尽情享受船上提供的各项设施!

参加了各项精彩的娱乐活动, 观摩鸡尾酒
调配示范'品尝各国佳肴美食'切磋牌艺'

在卡拉 -=厅大展歌艺00

结束了 $天 &晚的奢华邮轮之旅!幸
运读者们满载而归$ 谈起这 $天 &晚在邮
轮上的感受!幸运读者黎慧琼激动不已$她
告诉记者!这样的奢华邮轮之旅!以前都是
听人家说怎样怎样好! 没想到自己也能有
机会体验! 非常感谢海南日报与丽星邮轮
公司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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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借助第
五届海南消费文化节这一平台! 海口润园
国际家居广场家具团购专场盛大开幕$ 部
分产品 $6%折起!购满 !6,万元(含特价)即
获 $,%"元港澳四日三晚游的年末巨献吸
引了大量消费者前来抢购$ 记者从组委会
获悉!$日一天共送出 &"多份港澳游套餐$

当天上午!记者在团购现场看到!不少
市民一大早就来到润园国际家居广场挑选
自己心仪的家具产品$ !6%米大床低至 8%"

元'卧房六件套低至 $%%"元'全场部分产
品 $6%折起优惠等!润园国际家居广场旗下
的近 $"个品牌' 万余件家具产品盛惠到
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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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暨首届五指山热带雨林登山赛#今
天结束全部赛程!来自云南的小伙子陈官保
和来自辽宁的姑娘潘梅最终摘得桂冠$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热带雨林登山赛
中! 陈官保以 ,&分 #&秒的成绩最终摘得
男子组桂冠! 潘梅则以 +,分 9$秒的成绩
稳坐女子组榜首!坐拥 ,"""元奖金$ 本次
赛事总奖金 !&万元!也各有其主$

据介绍! 这是五指山市首次举办全国
性登山体育赛事$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说,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搭建了一个全面展
示五指山风采的平台! 体育赛事与城市形
象宣传有效结合!大力丰富五指山绿色'休

闲度假'宜居'健康的城市形象和热带雨林
养生度假旅游城市的内涵$ #

事实上! 将体育赛事和城市品牌推广
相结合!对于海南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环
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海南已经成功举办
多次$海南省文体厅群体处处长刘平久说!

通过高规格的国际大赛! 不仅提升了群众
参与体育运动休闲健身的热情! 同时海南
的优美风光也会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向往!

是对海岛生态旅游的全面展示$

而今年举办的五指山热带雨林登山赛
正是五指山市通过*赛事营销#宣传推介热
带雨林资源的一次有益尝试! 高规格赛事
为五指山带来了活力和更多关注! 也是对
森林旅游资源深度利用的一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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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旅游如何有效促进遗产保护
以及人的发展. 昨天上午!主题为*有效促
进遗产保护和人的发展#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善行旅游#项目启动仪式在海南呀
诺达景区举行$

启动仪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省
旅游委和呀诺达景区共同签署了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关于 *善行旅游///促进
遗产保护与人的发展# 项目与海南省旅

游委及呀诺达文化旅游区合作伙伴关系
之交换书-$

据了解!*善行旅游#是在*生态旅游#'

*绿色旅游#'*低碳旅游# 以及 *可持续旅
游#基础上的一个新概念!最初由亚太旅游
协会于今年 # 月在亚太旅游协会成立 ,"

周年大会上提出$

省旅游委负责人表示!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提出的*善行旅游#项目的核心!就是
强调多元化旅游资源对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价值!强调遗产的真实性作为遗产旅游
的核心吸引力并通过旅游促进旅行者的
人生发展'旅游点社区发展以及旅游从业
人员的素质提高!这些正好与海南在国际
旅游岛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新课题相吻合$

*善行旅游# 项目落户海南和在呀诺达雨
林文化旅游区启动!不仅将对海南旅游业
发展'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有着重要意
义!而且对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有着一
定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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