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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歌诗达"经典号#

邮轮载着 !"""多名游客抵靠三亚! 邮轮上
的游客纷纷上岸观光游览$ 来自德国%意大
利%英国等国家的 #""名中老年游客分批前
往三亚南山景区瞻仰 !"$米南海观音$

在冬日的暖阳中!#"" 名欧洲游客乘
坐游览车参观了南山寺% 南山海上观音等
主要景点$ 他们除了感受三亚热带海滨风
光外!对中国的佛教文化十分感兴趣!边参
观边拍照留念! 尤其是在瞻仰世界之最的
!"$米南海观音时!纷纷赞叹称奇$

据介绍!行走&香港'越南'三亚(一
程多站的歌诗达经典号邮轮在本月 ##日
还将再次靠港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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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托琼州学院举办的&发展中国
家旅游管理高级研修班#今天在三亚开班!

来自亚洲和非洲 $个国家的 #"名学员将
在这里接受为期 #"天的学习培训$ 据悉!

这是该学院首次举办此类培训班$

此次研修班是为了促进我国与亚非发
展中国家间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帮
助亚非发展中国家培训所需人才$ 学员来
自南非%坦桑尼亚%毛里求斯%肯尼亚%埃
及%津巴布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个
国家的旅游局官员$

据了解! 研修内容主要包括旅游知识
介绍和旅游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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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三亚市综合执法部门一次性出动 #"

余台炮机! 对三亚市田独镇乌石村 !%栋总
面积 &万多平米的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这也是自三亚市开展&铁锤行动#以来!一次
性出动炮机最多的一次$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被拆除的违法建筑在建造前均未获

得相关部门审批! 且多栋房屋破坏山体而
建$ 记者在现场看到!被拆除的 !%栋楼房!

基本都是挖掘山体而建!被挖的山体露出红
色豁口!其中地势最高的一栋!挖山坡度超
过 &'度$

在拆除的 !%栋违法建筑中! 有一个小
区备受关注$ 据小区一位业主介绍!该小区
的业主大部分都是来自内地的退休人员!由

于三亚气候宜人!希望能在三亚有个固定住
所过冬$ #""$年!近 $"位退休老干部共同
集资从当地 (位村民手中非法购进小区所
在的这块闲置土地!建成该小区$ 小区共有
&栋 $个单元!%)户人家! 总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 每户平均约 $"平方米!造价 +"

万元左右$目前已入住 #+户!其他的业主原
计划将在近日陆续抵达$

据现场的村镇干部介绍!乌石村是田独
镇新村村委会的 '个自然村之一!该村的违
建已经远远超过全村居民的房屋建筑面积
总和!村民意见很大!多次到执法部门反映
情况!要求依法强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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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亚圈”究竟该如何圈？
本报记者 ./

时下正步入三亚旅游的黄金季节!旅
游%房地产开始抖擞精神!迎接一年中最好
的时机$ 与此节奏合拍的是三亚周边市县!

高举着&大三亚#之旗!借其成熟品牌的优
势!与三亚一起分享市场$

对岛内人而言! 三亚及周边的行政区
划是非常清晰和明显的!因为人文%历史%

资源%产业都各有差异$ 但对岛外人而言!

大三亚和三亚并无太多区别$ 以至于会听
到&三亚清水湾#)清水湾在陵水*%"三亚龙
沐湾()龙沐湾在乐东*!甚至"三亚保亭(这
样的提法$

"大三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还是一个
确定的地理范畴!"大三亚圈( 究竟该如何
圈+ 海南日报记者多方了解!从地理位置上
界定!目前大三亚概念范畴基本上有"北纬
!$!(%"琼南五市县(%"牛岭以南(三种分法$

w¦

!"!

§

三亚位于北纬 !$!")"+&#'!$!+%"#%#$ "北纬
!$!(曾一度提炼成为替代三亚的热门词语!编写
了浪漫的歌曲传唱,&我在北纬 !$!等你- (

但北纬 !$!不只有三亚!还有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全境% 陵水黎族自治县全境%乐
东黎族自治县全境! 以及绝大部分五指山
市%部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部分万宁市%

部分东方市$

文艺作品的渲染!以及房地产和旅游产
品的营销作用下!&北纬 !$!(被塑造成一个
令人向往的神奇地方$

如果说整个海南岛 )约北纬 !$*!"!'

#"*!"!*都处于热带)南北纬 #+*'!之间*!那
么北纬 !$!的独特性在哪里! 值得被如此
&圈(释!尚待人们进一步研究$

}Z§

琼南大三亚一说!最早出自海南的&两
极(提法$琼北圈!以海口为中心的北部市县
产业%交通%物流%文化圈.琼南圈!以三亚为
中心的南部市县圈$海口作为海南省省会城
市!地处全岛最北端!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但从距离上看!省会城市的区位优
势不能均衡辐射各个市县!处在海南岛最南

端的三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重任$

三亚市规划局一位专家透露!!))" 年
代三亚的一版规划中!三亚曾经定位为&南
部中心城市(! 后被否定$ 今年 )月 #"日!

/三亚市城市总体规划)#""$,#"#"*0通过专
家评审!重新提出三亚在全省的职能为南部
中心城市$ 由于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

今天的三亚在旅游业上的探索和经营!使之
坐稳了琼南的头把交椅$

如果将海南分为东南西北四块的话!琼
南大三亚习惯上包括陵水%保亭%五指山%乐
东%三亚五市县$

¨©§

至于牛岭以南!则是与&山(有关$

田小姐 !!月 !$日晚开车从海口去三亚!

半夜穿过牛岭隧道后!立刻觉得空调不凉!又调
低了几度才想起把外套脱下来'''三亚到了$

每到冷空气南下!海南岛上有两个点的
温差特别明显,东线高速公路的牛岭隧道和
西线高速公路的青岭隧道$ 开车从隧道经
过!进出隧道仿佛两重天!温度相差最多时
可达十几摄氏度$ 换句话说!从陵水牛岭到
五指山腹地!再到乐东梅山一带是一道大自
然的天然屏障!将寒冷的空气阻隔在山的北
面$ 而山的南面!就成了&大三亚($

其实无论地理位置上如何界定!&大三
亚(可以定位为!以三亚的知名度%基础设
施%城市运营%文化%服务和可持续发展为平
台!辐射三亚以外陆地半径约 !""公里的区
域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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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政府获悉! 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安排!当地时间 !!月 !%日!

三亚市政府市长王勇率三亚市代表团抵达
西班牙东南部城市阿利坎特市! 出席
#"!!'''#"!# 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第一
次会议!并商谈相关事宜$

会前! 三亚市代表团参观了沃尔沃环
球帆船赛总部! 并与赛事管理机构总裁进
行了交淡$ 沃帆赛总部工作人员夜以继日
的工作态度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亚是 #"!!'''#"!# 年沃尔沃环球
帆船赛亚洲唯一经停港$目前!三亚方面正
按照计划把赛事码头建好! 同时着手成立
强有力的组织机构! 落实赛事各项准备工
作! 围绕这次跨年度全球顶级帆船赛事做
好文章$ 按照计划!三亚站赛事将于 #"!#

年 #月举行! 届时全球将有数百只帆船队
抵达三亚经停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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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了! 我国很多省份已开始供
暖$但是!三亚的太阳依旧灿烂!照在身上暖
洋洋的$

南繁的季节又到了!全国各地的&科技
候鸟(们也悄悄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

今天一大早!记者来到位于三亚市郊的
师部农场$ 这是一处南繁的主要基地!袁隆
平领军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吴明珠领军的新
疆农科院哈密瓜研究中心均落户于此$

也许是为了迎接今年南繁专家们的到
来! 在水泥道路旁边的围墙刚刚刷上白灰!

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显眼$ 在刚过绕城公
路桥东侧的一块水田里!来自陕西省汉中市
农科所的农技专家胡晓勇卷着裤腿正在忙
碌着$ 他正在拔掉秧苗中的杂草!避免杂草
争夺肥料!影响了秧苗的生长$

&这一小块秧苗是在 !!月 $日下的种!

今天刚好第十天!长势还不错!到这个月底
就可以移植了$ (胡晓勇说!一共有 !"来个
新品种! 将全部在这块 !*' 亩的水田里播
种!进行对比研究$他是在今年 !"月底第一
次来到三亚的!这里的空气新鲜%光照好!是
开展南繁育种的好地方$

南繁苦不苦+ &在外人看来!我们每天都
要早起床%晚归家!整天泡在水田中!一定会
很辛苦$但是!当你真正融入到研究中!寓乐
其中!就不会觉得有多苦的$ (

在隔壁一块地里! 来自湖南的农技师汪
少方头戴草帽%肩披毛巾!正在给刚长出不久
的棉花植株喷洒除草剂$他说!这种生物药剂
既可以除草!还可以抑制植株的过快生长$

沿着水泥路再往前走 !""米!就是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地$几块
水田已经整理干净了! 并且育上了种苗!但
是更多的水田还没有开垦!长满了杂草$

在基地西北角的一块水田里忙着整地
的农技师颜安说!研究中心大部分的专家都
还没有到来! 今年由于受 !"月份强降雨天
气的影响!南繁活动晚了 !"多天!但总体影
响不大$ &正在开垦的这块水田里!研究中心
要试验亩产超过 )""公斤的杂交水稻新品
种$ (说完这话!他乐呵呵地笑了$

三亚及其周边地区拥有中国独一无二
的热带资源!能够提供动植物周年生长繁殖
的优良自然条件$ 每年秋冬季!全国的农业
科技人员利用其特殊的天然大温室!建立试
验站%工作点!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等活动!

促成了中国农业南繁基地的形成$

国家南繁办有关负责人说!每年 )月份
到次年 '月份!都会有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
#"""多名&候鸟(育种专家飞来三亚!在三
亚南繁基地开展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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