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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三亚上半年
乃至前三个季度的多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不甚理想$ 但自 !月份开始#三亚经济以一
种%井喷&的态势#一扫%冬天的阴霾&#呈现
出前低后高#后程发力的发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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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推进重点项目投资#保年初既定目
标如期完成#是三亚市委'市政府的一项重
点工作$

包括省重点项目在内#今年三亚全市的
重点项目共 !"个# 有 #"个项目已实施建
设$这些重点项目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约八成#对全市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起主要的
拉动作用$

在三亚市委' 市政府的一系列措施的强
力推动下#西线高速公路至天涯海角道路'南

山货运港及配套设施一期'体育中心'荔枝沟
污水处理厂'中医院二期等项目已竣工$

三亚市发改委负责人预计#全年全市重
点项目可完成投资 $%&多亿元#是年度计划
的 '(&)$三亚市统计局乐观估计#虽然受到
国家一系列调控政策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
销售大幅下滑# 但经济仍有望实现较快发
展# 全年生产总值预计能完成 $%#亿元#同
比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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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不仅三四星级酒店#亚龙湾'海
棠湾的高星级酒店也是一房难求$ 昨天#记
者从亚龙湾喜来登'万豪'丽思卡尔顿等酒
店了解到# 入住率超过 !!)已持续一段时
间$ 海棠湾已开业的三家酒店康莱德'希尔
顿逸林及万丽也经常高挂%满客牌&$ 昨天#

有 +&+间别墅的海棠湾康莱德度假酒店也

几乎全满$

昨天#记者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看到#停车场停满了旅游大巴车#场面蔚为
壮观$ 南山游客量已连续 $&多天突破 +万
人次#最高的达到 +,-万人次$ 营销部负责
人说#去年的此时只有七八千人#今年已提
前一个月进入了春节黄金周$

会议多# 成为今冬三亚旅游的一大特
色$ 海棠湾'亚龙湾的 "家酒店销售总监告
诉记者#自 '.月份后几乎每天都有会议团#

%旺季时单体酒店经常卖超#另外一个 $*..

人的超大型会议团也已确定在海棠湾#需要
*家酒店配合接待$ &

冬天的三亚#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凤凰
机场是三亚旅游持续火爆的集中体现#%目
前每天的旅客吞吐量三四万人次#再过半个
月左右就能突破 '...万人次大关$&机场负
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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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的带动下# 第三产业不断壮大$

这种需求最直观地反映在购物上#最有说服
力的当数海南特产购物及免税购物#海南当
地旅游特产春光食品与三亚市内免税店成
为%晴雨表&$

春光食品在三亚开设了 /%家专营店#

董事长黄春光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三亚市场
的销售额已达 '亿元#同比增加四成以上$

三亚市内免税店开张后意外地成为一
个日接待量超过 '万人次的%另类景点&$免
税店有关负责人说#已累计接待近 $(%万人
次#累计交易笔数 %'.%$%笔#日均 *--"笔$

在各大超市'商场#排长队结账现象非
常普遍$这场景令三亚市商务局负责人喜出
望外(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率为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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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事故原因
已初步查明$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安监
局了解到#据初步调查分析#导致该起事故
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琼 0*$1!'中型客车超
员载人# 在连续下坡急转弯路段偏左占道
行驶#导致事故发生$

''月 $!日下午 *时 (.分# 海南海汽
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定安分公司一辆号牌为
琼 0*$1!'的中型客车 !核载 '-人' 实载
$*人"#沿国道 $$(线!海榆中线"自南向北
行驶至 '!-公里加 /-.米处时 !五指山市
境内"#与由北向南行驶的号牌为桂 2&%-%%

的重型自卸货车对向相碰撞#造成 +$人死
亡'+$人受伤及两车严重损坏$

据初步调查分析# 事故主要原因是琼
0*$1!+中型客车超员载人#在连续下坡急
转弯路段偏左占道行驶#导致事故发生$该
事故暴露出我省一些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客运车辆安全管理不
到位#驾驶人安全意识不高#车辆超速'超
载'超员等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以及有
关部门在客运车辆安全管理方面责任落实
不到位' 安全监管不到位' 防范措施不到
位'治理整顿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据透露#事故发生后#省政府已批准成
立%++)$!&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调查
组在查清事故原因' 认定事故性质的基础
上#将严肃处理对事故负有领导'监督'管
理责任的单位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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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01 23 456" 7'8

舍出一切支援前线作战#1& 多年前#

中国百姓用%支前精神&为解放全中国的胜
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舍出一切支援大项目落地#现今#儋州
百姓用%支前精神&为海南一系列关系到全
省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顺利实施# 同样作
出了重要贡献$

驱车沿海岸线往儋州市三都镇望
去 #看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
荆棘丛生的山坡 #变成笔直的滨海大
道 *原来荒芜贫瘠的滩涂 #变成绵延
+& 公里的规则岸线 *一个又一个大项
目相继落户 #一座又一座厂房正拔地
而起$

%没有儋州百姓的无私付出# 就没有
345等省内重大项目的顺利落地$ 为海南
大项目落地准备好土地# 既是儋州经济发
展的需要# 更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需
要$ &儋州市委书记张琦说$

有舍必有得# 儋州在为海南大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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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罗保铭#省委副书记'代
省长蒋定之# 将于明天率团赴香港出席第
十二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第三届世
界海南青年大会暨 $&++海南!香港"经贸)
旅游)文化活动周!以下简称%联谊两会&和
%活动周&"$

罗保铭'蒋定之在港期间#将出席香

港媒体高层座谈会'%联谊两会&和%活动
周&联合开幕式'招待晚宴等重要活动#

拜会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等机构并与
驻港中资企业和香港部分知名企业家会
面#进一步密切与海外乡亲联系#推动与
香港各界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罗保铭'

蒋定之还将分别实地考察凤凰卫视和香
港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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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蒋定之# 在省委会客室会见了中国
银行董事长肖钢$

罗保铭对肖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感谢中国银行一直以来对海南发展的支
持$他说#近年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发
展规模逐渐扩大#效益日益攀升#对海南的
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对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推进#海南对资金的需求旺盛#更
加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希望中国银
行继续加大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
度$

罗保铭说#海南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推进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和国家发改
委批复的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
纲要,#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目标和规划
推进各项建设# 努力建设中外游客的休闲

度假天堂和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 希望通
过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为我国扩大内需'拉
动消费作出积极努力#也为我国扩大开放#

促进国际交往作出应有贡献$与此同时#海
南的热带高效农业' 新兴工业发展态势良
好#海南发展的产业基础逐渐形成$海南将
继续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 发挥后发
优势#做大做优特色产业#努力实现平稳'

较快#绿色'可持续发展$

肖钢说# 近年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
的经营规模'效益不断提升#离不开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他表示#中国银行
将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发展特色#

充分发挥作为多元化金融集团的优势#努
力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改进金融服务#提供
综合金融保障# 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秘书长许俊#省政府秘书长
徐庄# 以及人行海口中心支行' 海南银监
局'省金融办负责人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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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每两年一度的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再次牵手美丽的香江之畔$今晚#香港
会展中心金碧辉煌#乡亲云集#来自世界
$- 个国家的 -&&& 多名海南乡亲欢聚一
堂#共同见证%香江之夜&启动礼$

今晚 /时 *&分# 象征着启动本届大
会联谊之旅的启动礼正式开始$国务院侨
务办副主任许又声# 海南省副省长李国
梁#本届联谊大会主席张学修#全国政协
常委李昌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曾钰成#中国侨联副主席张小健'林明江
等出任启动礼主礼嘉宾$

李国梁在致辞中对参加联谊大会的
琼籍乡亲表示欢迎#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
成功$他说#本次联谊大会以%五洲乡情聚
香江#百川归海共发展&为主题#在联系乡
情的同时#同步开展海南6香港7经贸)旅
游)文化活动周#将推出涵盖园区开发'新
型工业'现代农业'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等
各个领域的 '-.多个招商项目$

曾钰成' 张学修分别为启动礼致辞$

启动礼还安排了为关心'支持本届联谊大
会的嘉宾赠送纪念品等内容$

晚 /时 -.分#李国梁'曾钰成'张学
修等 '$位主礼嘉宾按下按钮# 会场 (幅
巨幅电子屏幕上霎时打出本届大会的名
称#会场礼花绽放#绚烂多彩#掌声雷动$

启动礼结束后#省歌舞团为海南乡亲
们带来了气势恢宏的大型歌舞诗 +海南
岛,#将欢乐的气氛继续推向高潮$

从今天开始#%联谊两会& 暨海南经
贸)旅游)文化活动周将有十几场活动在
会展中心连续举办# 包括联合开幕典礼#

%联谊两会&#大会闭幕典礼#*场具有品牌
效应的世界海南人论坛'世界海南青年论
坛'世界海商高峰论坛及 (场海南省招商
推介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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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奉献大量土地同时#也收获了多方利益的互
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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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土地供应成为大项目落地的
最大障碍$ 此前#洋浦一些大项目落户也曾因
为土地原因磕磕绊绊$

大项目能否顺利落地是关系海南经济发
展的大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项目土地
供应# 多任多位省领导无数次奔走洋浦和儋
州#协调落实大项目用地问题$ 儋州作为洋浦
大项目落地的主要区域#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全
省的重托$

随着大项目建设对儋州经济发展的拉动
和辐射作用日渐显现#项目建设的征地工作更
显重要$

一度#儋州不少人也有着思想困惑#大项
目征地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容易引发
复杂的农村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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