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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据中国政府
网 !"日发布的消息!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

确定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由国务院审批"

通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国务院确定!三亚

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审查
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通知要求! 海南省人民政府和住房城
乡建设部在办理城市总体规划审批时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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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专业旅游展!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今天在上海市新
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海南丰富多彩的旅游
资源!精彩纷呈的旅游活动!借助国际旅交

会大平台! 向参会的上万名中外旅游买家
集中展现" 这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正式上升
为国家战略后!首次精彩亮相国际旅交会"

今年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开局之
年" 今天!海南国际旅游岛无疑是国际旅交

会中国馆的热点和焦点"由 %$个展台组成&

面积 &'$平方米的海南展馆紧挨中国国家
馆! 是所有省市展馆中最吸引眼球的展馆!

也是海内外买家进入中国展馆后最先关注
的展馆"整个海南展馆里处处洋溢着海南元

素'挺拔的椰子树&美丽的海南坡鹿&木船上
装载着的各种热带水果((满眼看到的都
是海南颜色'大海的蓝色&雨林的绿色&阳光
的金黄色((分布在展馆四周的 ()*大屏
幕上!滚动播放着海南宣传片%

)海南展馆非常漂亮!非常靓丽* +墨西
哥驻华大使豪尔赫,瓜哈尔多是海南的老
朋友!在上海博览中心的展馆里一路走来!

站在海南展馆里! 他由衷地赞美起自己喜
欢的美丽海南岛%

在本届国际旅交会上! 我省组成了
!+$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展% 代表团成员
来自省旅游委&!!个市县旅游部门& 旅行
社&酒店&景区等部门和企业!并专门邀请
专业艺术团体! 在海南展馆向国内外参展
商滚动演出海南特色歌舞%

)今年海南展馆最大的特色!是更好地
突出 '月份刚刚通过的 -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规划纲要$!将国际旅游岛的六大组团
第一次向国内外旅游界集中展示! 让中外
买家不仅能够了解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

更能够了解国际旅游岛未来发展布局% +海
南代表团团长&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
志远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布
展时!将全省各市县按北部&中部&东部&西
部&南部等五大组团集中展出!突出各个组
团的资源特色和未来发展重点! 并通过沙
滩&潜水&热带鱼等海洋元素!展现出海洋
组团的特色%

)我两天后就要到海南岛!非常向往!

也非常期待* +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两位
买家非常兴奋地告诉记者! 在结束明天的
专业洽谈会后! 他们将会参加国家旅游局
组织的国际买家考察团到海南考察%

据了解! 为期 %天的国际旅交会共吸
引 ,+个国家&地区及组织参展%

,#-./012!"3-

UVWXY!Z[\W]U^_

45%`

!!

!

!"

Aa$RSWX P

YRSZ[%今天上午 !$时 +'分!中国气
象频道海南本地化节目正式开播% 从今天
起!我省 !"个市县近 "$万有线数字电视用
户!每天可以通过数字电视 !-&频道号.中
国气象频道/了解海南的天气变化情况%

据介绍!海南本地化节目每天从上午 ,

时 -'分开始在中国气象频道插播! 每 &$

分钟插播一次!每次 &分钟!即每逢 -'分
和 +'分播出一次海南的最新气象信息!至
晚上 ,时 +,分结束%该节目由海南省气象
灾害预警中心 .省气象服务中心/ 负责制
作&插播!内容包括海南全省天气概况&未

来天气预测&交通气象&旅游气象以及生活
气象等%遇有重大灾害性天气影响海南时!

省气象灾害预警中心随时在中国气象频道
插播海南本地的预警信息%

据省气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南是
我国受气象灾害影响较严重的省区之一%

热带气旋&强风&暴雨&雷电&高温&干旱&低
温阴雨等气象时有发生! 严重威胁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该负责人表示!中国气象频道
在海南落地并实现本地化气象节目的插
播! 将极大提高我省重大气象灾害性天气
的预报预警信息覆盖面和及时性! 有效提
高海南防御重大气象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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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记者 !"日从财政部获悉!

自 -$!!年 !月 !日起!我国将在吉林&上
海&青岛&海南&四川&陕西等 ' 省市率先
开展中央基层预算单位综合财政监管试点
工作%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负责人表示! 此举
旨在规范中央基层预算单位财政财务管
理!确保财政政策执行到位!提高财政管理
绩效! 是我国基层财政监管政策的一项重
大突破%

据财政部介绍!目前我国 !.$ 个中央
部门所属二级及二级以下预算单位约 -/!

万个!中央二级及二级以下预算单位存在
数量多&级次不统一&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从近年来的监管情况看!基层单位政策执
行不到位&预算执行不严格&资金使用效
益不高&资产闲置浪费&私设0小金库+等
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年开展0小金库+

重点检查时发现的违规问题也主要集中

在基层单位%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负责人指出! 中央
部门预算安排的资金以及形成的资产主要
由基层单位使用和占用! 而基层单位财务
管理基础薄弱的状况严重制约了财政管理
水平的提升! 要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必须加强对基层单位的财政管理%

针对上述问题! 这次六省市试点综合
财政监管! 最突出变化是一改以前事后检
查为主的监管模式! 由财政部驻六省市的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基层单位实施全过
程&全方位&持续性的监管!从而帮助基层
单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严格执行财政政
策!提高预算资产财务等管理水平%

此外!各地专员办将采取非现场监管
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监管方式!综合财政
监管事项主要有 .项' 预算编制执行&资
产管理&国库集中支付&银行账户管理&政
府采购管理&非税收入管理&财务&会计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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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问汝平
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余年前!宋代大
文豪苏东坡留下的感慨诗篇! 将今天的儋州&

惠州&黄冈.宋代时称0黄州+/连在了一起% 今
天上午!海南省儋州市&广东省惠州市&湖北省
黄冈市三地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海南厅联
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儋州&惠州&黄冈
三地将轮流举办东坡节的消息%首届东坡节将
于今年 !-月 !"日至 !,日在儋州市举办%

儋州&惠州&黄冈三地政府有关负责人
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三地将以东坡文化为纽带!以传承和弘扬东

坡文化为主旨!儋州&惠州&黄冈依次轮流举
办0东坡节+!各方互派东坡文化工作者!互
换史料和文物! 共同开展东坡文化研究!打
造东坡文化品牌%

据了解!黄冈&惠州&儋州是苏东坡先后
谪居并传播中原文化的地方!深受东坡文化
影响% 公元 !$,.年!苏东坡被贬到儋州% 在
儋州 &年间!苏东坡开堂讲学!传播中原文
化!启蒙并发展海南文化!使儋州成为当时
海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据透露!首届东坡节活动内容包括盛大
的开幕式&闭幕式&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儋州
调声赛歌会&美食品鉴会&大型书画展等%目

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根据今天签署的协议!三地政府将相互
开展旅游资源宣传推介!客源互送&产品共
享&线路互连!促进三地旅游产业发展%

此外!还将在农业&工业&科技&商贸&城
市建设管理等领域建立友好协作关系!实现
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互补!开展多种形
式&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三地经济和
社会的共同发展%

来自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中央电视台& 香港凤凰卫视等媒体的 '$多
名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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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我们很期待后天的海南岛之行*+在国
际旅交会的专业洽谈结束后!国家旅游局将
组织来自 "个国家的 '$余个买家!#$日集
中到海南岛考察旅游线路!这将是我省迎来
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买家团% 今天!不少报名
参加国际买家团的国外旅行商已经有些0迫
不及待+!专程赶到海南展馆来0先睹为快+%

据了解!在每年的国际旅交会结束后!

国家旅游局都会向国际买家重点推介我国
的旅游资源! 并组织国际买家重点考察国
内相关省市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线路% 今年
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开局之年! 国家
旅游局将海南国际旅游岛作为今年国际旅
交会的重点推介地区! 并确定将海南作为
今年国际买家团重点考察地区%

目前!除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瑞士&澳
大利亚& 新西兰等 "个国家的 '$余个买家

确定参加海南考察团外!还有部分国家的旅
游部门官员也将会赴海南考察% 据了解!在
为期 %天的海南之行中!国际买家团将会重
点考察三亚&保亭&海口等我省重点旅游市
县!其中!在三亚将会重点考察滨海度假产
品!旅游购物等% 在保亭将会重点考察海南
民俗产品&雨林产品等% 在海口将重点考察
高尔夫旅游产品!滨海旅游产品等% 在结束
现场考察活动后!我省还将举办国际旅游岛

专项推介会!向国际买家介绍我省旅游资源
及旅游产业发展!特别是国际旅游岛建设情
况! 还将邀请国际买家就考察中发现的问
题!与我省旅游同行进行交流和沟通%

0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国际买家团的集
中考察! 明年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到海南
休闲度假%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
远说!今年国际游客同比增长 2'3左右!明
年将会争取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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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 0古墓丽影111湖南省博物馆藏马王
堆汉墓文物.海南/展+的专题展!今天正式
亮相海口!!-!件0套4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文物从即日起在省博物馆免费展出 & 个
月! 海南百姓将有机会在家门口一睹 -$$$

多年前汉代文化缩影%

本次展览借由马王堆汉墓出土器物!

配以长沙国遗址的重要发现! 引领观众穿
越时空走廊!从庄重典雅的青铜器&精美绝
伦的漆器&华美婉约的丝织品&质朴简约的
陶器&晶莹剔透的玉器&内涵丰富的简牍!

观众可以从中窥见汉初贵族的宴飨文化&

工艺制造&养生保健&衣饰美容&典籍收藏!

求仙思想及生死观!以及汉代在农业&手工

业&纺织&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化艺术等方
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据介绍!!,.-52,.% 年发掘的长沙马
王堆三座汉墓!是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
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三座汉墓出土的 &$$$

多件珍贵文物和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震
惊世界%这一女尸即墓室主人&西汉长沙国
丞相利苍之妻辛追夫人% 神奇的马王堆汉
墓留给世人诸多待解谜题! 堪称一部内容
深邃的百科全书%

沉睡 #$$$ 多年的辛追夫人的部分随
葬品!例如)君幸酒+云纹漆耳杯&奏乐木俑
等! 以及辛追复原像&6形帛画复制品&导
引练功图复制品等悉数来琼! 使本次展览
极具看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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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的逐步向好!海口市工业企业加大
自主产品的研发力度 ! 充分挖掘自身的潜
力!不断做大企业生产规模!全市工业经济
效益明显改善%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科工信局
获悉!今年前三季度!该市产值超亿元的工
业企业达 +% 家!比去年同期多 ' 家!产值
超亿元企业累计完成工业产值 -+$/-亿元!

同比增长 -'/.3%

今年以来!海口工业克服了各种不利因
素的影响!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7今年前

三季度!该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 亿元!同比增长 ##/'3!增幅同比加
快 #$/"个百分点%

据海口市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分析!与
去年同期规模以上的工业经济效益相比!今
年海口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形势明显好转!企
业获利能力大大增强!说明工业企业的实力
和竞争力显著提高%

据介绍!年底前!海口市将确保海口综
合保税区封关运作2继续作好英利集团光伏
产业项目的服务!并尽快促进光伏二期开工

建设2加快推进药谷二期&海马三期工业园
建设和红塔卷烟易地技改&椰岛保健酒易地
技改等重点项目2抓好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创建工作!力争今年新增创新型企业 +家%

海口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在项目
拉动下!今年全年海口市初步预计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经济效益呈平稳增长态势! 但是!

海口工业还需结合发展实际!广泛开展招商
引资! 积极谋划和建设一批重大工业项目!

在扩大工业总量的同时!注重结构&质量和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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