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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海口
至洋浦一小时交通圈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洋浦至白马井跨海
大桥及南连接线正在加紧施工"截
至目前分别累计完成工程进度
!"#和 $"##

洋浦至白马井跨海大桥起点位
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疏港大道" 终点
至白马井沿海路" 由主桥$ 两侧引
桥$两侧引道组成"全长 %&%公里"

主桥长 $'(米"桥梁宽 ')米"引桥
长 *'$$米"连接线长 **)'米#

目前" 洋浦至白马井跨海大
桥已完成主塔工程和引桥部分
工程#主桥 + 号$, 号墩钻孔灌注
桩基础和北引桥 -(* 号墩钻孔
灌注桩基础全部建设完成%主桥

* 号$' 号墩已进行墩身施工# 今
年上半年完成投资 $"(( 万元"至
今累计完成投资 %&!" 亿元"占总
投资的 %)&"#" 累计完成工作进
度 !"#" 按目前的施工进度"预
计明年年底可通车#

此外" 洋浦至白马井跨海大
桥南连接线也正在加紧施工# 目
前" 路基已完成 )%#" 路面完成
+)#"白马井互通立交桥桥梁完成
$%#"累计完成工作进度 $"## 据
悉" 该工程起点位于连接洋浦海
湾大桥南引道处" 路线正线全长
$&' 公里" 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
路"总投资 " 亿多元"目前已累计
完成投资 '&%'亿元" 其中今年上
半年完成投资 )+*)万元" 占年度
计划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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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旅游委以及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的
代表昨天抵达安徽淮南" 今天一早来到游
客姚远家中"登门向姚远致歉"送上慰问金
并邀请姚远免费重游海南# 深深感受到海
南对投诉重视的姚远" 也感受到了海南对
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决心" 他对海南
旅游市场秩序的好转充满信心" 准备今年
再游海南"感受品质海南游#

早上 )时许"省旅游委$海南航空国际
旅行社的代表来到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的

姚远家时" 一小时前得知海南代表将来访
的姚远"正在家中等候#省旅游委有关负责
人首先向姚远介绍了我省对导游熊擘$对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的处理情况" 以及我
省正在开展的旅游专项整治工作" 随后代
表我省旅游主管部门向姚远致歉" 希望姚
远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海南旅游" 并邀请姚
远再游海南#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有关负责人介绍
了该公司正在进行的教育与整顿工作"并
给姚远送上了 '(((元的慰问金"同时邀请

姚远再来海南旅游"该公司将承担机票$住
宿等全部旅游费用" 将安排姚远参加该公
司推出的&乐享海南"四星臻品'旅游团线
路"以使其享受到海南品质旅游"更好地见
识海南的美# 据了解"&乐享海南" 四星臻
品'旅游团线路全程共五天"该旅游线路接
待奉行&接待不满意"免费重玩一次'的品
质承诺"着力打造品质海南游#

未曾想到海南代表会大老远前来登门
致歉的姚远"不住地感叹&没想到海南省领
导和各单位这么重视这个投诉'#听到导游

熊擘被吊销导游证"姚远显得有些不忍心(

&他能改就行了"不用吊销导游证了#'看到
海南代表们一路辛苦"他忙端上西瓜$茶水
等招待#

面对重游海南的邀请" 姚远表示准备
在今年秋天再赴海南" 好好地欣赏海南的
美景#&我也想到时看看海南的旅游市场整
顿得怎么样# '姚远说"海南旅游市场能整
顿好"是他最大的期盼# 前几天"他又写了
一封信给海南省省长" 主要是反映今年 %

月海南游时遇到的购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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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我之所以写信投诉海南旅游"一方面
是因为心里憋着气" 更重要的是海南的风
光让我久看不厌" 我不想看到海南旅游因
市场不规范而声名狼藉#'安徽游客姚远今
天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 ,(岁的姚远"是铁路系统的一名
退休职工"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近些年来"

他几乎每年都会外出走走看看"他的老伴嫌
旅游花费高不愿同行"因而姚远往往是一个
人单独出门旅游# 在青年时代"姚远便对风
光旖旎的海南非常倾心" 只因经济因素等"

一直未能赴海南# 今年 %月"淮南当地一家
旅行社抛出 *+"(元的海南游优惠价" 让姚
远动了心"他便报名只身前往海南旅游#

尽管一路旅游因导游的加点$减点"以
及导游的白眼等而令他颇为不快" 不过姚

远仍对海南充满留恋#&海南的风光非常吸
引我" 沙滩$ 海水等等" 真是让人流连忘
返# '姚远说起这些时面露向往之色# 以往
是铁路系统小学老师的姚远"喜欢写写诗#

在从海南旅游归来后" 姚远便一口气写了
+首赞美海南$描写心境的诗#

他这样描绘三亚潜水的景象(&十里白
沙潜水湾"弄潮健儿在海边"快艇如飞逐浪

去"珊瑚礁下逮鱼玩# '他也用诗词表达了
对天涯海角景区$南山等景区的喜爱#准备
重游海南的姚远"有很多旅游点想看"想再
看看沙滩$海水"想去热带雨林"想好好感
受海南的人文魅力#

去过很多地方旅游的姚远" 在一些地
方也曾遭遇不愉快# 姚远希望海南在建设
国际旅游岛过程中"能成为典范"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让游客感受到海南最美的一面#

结合今年 %月份的海南游"姚远建议"

海南需进一步规范一些旅游团线路中涉及
的&自费景点'"别让这些景点胡来%旅游线
路中的旅游购物点不要过多等#&相信在海
南对旅游市场的整顿下" 海南旅游前景会
越来越好# '姚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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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海南论坛”
7—8月主题征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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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中小学生辅导班招生
多媒体教学，由海中、海师附中等

重点中学教师授课
!"#$%&"'$J(T()"(*(+,-"

$%#.%&"'.J)"(*((/�(X"+,-%

bc

^_EB`abG cd ef ge hi jk

^_lB`abG cd ge hi jk mi

n_EB`abG cd ge hi jk mi

\Hde % P !% RMf % P "# RLf

gh CijklDm !"&' nopq rs ()#"*(**++()#*%(''

tu[a

opq为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政

府投资；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地点：五指山市毛阳镇、白沙县青松乡和南开乡以及

琼中县中平镇等4个乡镇，以及白沙县元门乡的21个村庄。rst

uv!五指山市毛阳镇、白沙县青松乡和南开乡以及琼中县中平镇等

4个乡镇的生活污水处理等（详见施工图）；$w'D!180日历天。

opxy!建设单位所发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全部内容。?pqz{|

}!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

利水电专业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

目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能严格遵守监理管理的相关规

定。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中国采购与

招标网上发布。详见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op~k��!天津国际招标有限公司，王小刚：13820836868。

pXvwxyYz[{CD"|w}[=~0=������[\����[a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办公用品、用纸

入围供应商公开采购项目。

E$�����!1、在海南省内依法进行工商登记并合法存续的

企业法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2、注册资

金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经营范围必须包括办公用品的

销售，提供的产品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或要求；3、成立时间满3年，遵

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原则上应当具备不少于30人的业务人员，在海口地区有固定办公

场所，以及必要的硬件设备等。并提供门市照片（实际图）。5、没有处

于被责令停业、法人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破产等状态；6、

愿意且有能力为中国银行提供产品或服务，并接受中国银行的监督管

理；7、具有法人资格且与其他法人具有控股关联关系的供应商的特别

规则如下：同一集团、总公司或母公司等，连同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或

（持股50%以上的）绝对控股子公司等（非控股子公司除外），只能由一家

参加竞争，否则评标委员有权视情况决定是否允许其自行决定撤回部

分供应商只保留其中一家，或径行决定对该集团、总公司、母公司等连

同其下属子公司一并拒绝。

l$-�|}!报名者请携带本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

记证（复印件）和法人委托授权书（原件）等材料，经我行审查后方可

领取项目文件。

�$-���!2012年7月10日-7月11日

�p��!海口市大同路38号国际商业大厦11楼13号房

�L!570102 ��q!潘先生 黄小姐

��2�!66563260、66562214（传真）66562206

!!!!!!!!!!!!!!!!!!!!!!!!!!!!!!!!!!!!!!!!!!!

_���������A6R!�

*()*

B

%

0

-

1

!"#$%&'()*+,'(+-

ÒÎÏÐ"IÅ201207G19±12103�4u56789

u@67JØ:w;<=>?}@ABC469.44D"Eo67% F

GHIJ*120Kº%

�"� !1(FG)��bÝL/MNOMPQÉARSTMP

�UVJ0\WXYì(ZÇPH[Yì(\]^_Ø`Ta+2(Hb

[(cd[eGÎ)fg%

bhFG�" ¼Å201207G19±i�j<u5"kéêl

mbnMPo�bcFGëYpq%

p¡¢£��*201207G10±-18±

��2�!（0898）66725767 66723871

!!!!!!

��!+õö÷ørù18úst8u23v

¤¥¦§¨©!

.../0112/345/36

%ª�8«¬R®¯°±²³´8&µ¶

HIJ)KLMN

OPQRSTU

�$·/¸¹xy

Iº!/012345678

(%+%

9:

;<

$*'9

9#=>

%:7"

?4@AB0CDE

F#6G04H3

:7'

?4>IJ

*

?4$

)¢!截至 +月底"扶贫基础设施项目
完成年度计划的 %"#"其中澄迈$儋州$琼海
等市县完成 ,(#以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完
成年度计划的 '(#%组织 *&*万人次农民实
用技术培训"完成年度计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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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全省 ,&""万套城镇
保障性住房开工 %&+!万套" 开工率 !$&'#%

'&"万户农村危房改造开工 *&"万户"开工率
+(#%+%*$ 户水库移民危房改造开工 *")

户"开工率 '&"## 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上半年新增入住 *&$*万户"约 +&",万
群众受益"其中城镇新增 *&(*万户"约 %&+,

万群众收益#保障性住房资金和用地已经分
别落实年度计划的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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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我省城镇居民医保
和农村居民新农合参保人数分别为 *,* 万
和 !$'万"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人数 ",&'

万人# 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标工作已
经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保基础养
老金补助将分别于 )月$*(月统一实施提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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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全省累计发放物价联动补
贴 '+!"万元# 省政府加大力度抓各市县常
年蔬菜基地建设"为稳定全省蔬菜价格发挥
了巨大的基础性作用"使全省平价菜店得到
有效货源保障#全省新建平价商品 *%家$平
价专区 '%个# 鲜活农产品运输出岛 "%(万
吨" 共减免车辆通行附加费 +$("万元和优
惠运费 *$""万元"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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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已开工 *'+处"开工

率 "(&!#%完工 !+处"完成率 *$&!#%完成投
资 '%")万元"完成投资率 *+&!#%解决饮水
不安全人口 !&)$万人" 完成率 *+&'## &膜
法'农村饮水安康工程完成永兴岛$鹦哥岭
保护区等一批项目"日供水量 *!)(吨"解决
*&*"万农村群众和师生饮水不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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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月底"%!所公办乡镇中心
幼儿园和%)所农村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建
设项目正在抓紧办理报建等前期工作"**)

所农村小学增设附属幼儿园的设备购置正
在办理政府采购手续# '(** 年立项$'(*'

年续建的 ", 所幼儿园和 '(*' 年增设的
**) 所农村小学附属幼儿园将在年内建成
投入使用" 可分别提供学位 *")+( 个和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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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屯昌等 +所思源学
校全部单体项目已封顶并进入装饰工程施
工阶段"其中"屯昌$澄迈思源学校装饰工程
完成 $"#%东方$琼中思源学校土建工程量
完成 )"## 预计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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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全省中职
学校的一$二$三年级城镇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涉农专业学生和所有农村户籍学生免除
学费%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已于 +月中旬
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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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省托老院项目已完
成主体工程的 )"#" 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 省财政安排 %(((多万元建设 *!所城
镇中心养老院$农村敬老院"各项目前期工
作基本完成"儋州$万宁$临高等市县项目已
开工建设# 海口$三亚在任务外还自筹资金
建设养老院 "所"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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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月底"两家专科医院建设
速度较前明显加快"至今已完成投资额 ,(((

多万元"占计划投资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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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飞机起飞后大约 "分钟进入平
飞阶段"%名歹徒开始冲击飞机驾驶舱"另 %

名歹徒在客舱内用从拐杖上卸下来的锐利
金属管攻击乘客"试图杀一儆百"震慑旅客#

此时" 身处客舱的杜岳峰突然听到有
人叫喊着什么" 并看到有人猛烈地冲击驾
驶舱# 他起身准备制止时"歹徒用手中的拐
杖劈头向他打来"他脑袋突然&嗡'的一声"

便失去了意识# 约 "秒后" 杜岳峰恢复意
识" 看到头等舱内几名歹徒正在用拆解的
拐杖袭击旅客" 并听到乘务长郭佳的大声
呼喊# &劫机) '杜岳峰脑海中立刻蹦出这两
个字# 不允许做过多的思考"杜岳峰立即取
出执勤器械与歹徒展开搏斗# 凭借着平日
的训练和航行前的准备与分工" 杜岳峰和
徐洋一边与歹徒殊死搏斗" 一边与乘务员

紧密协作"牢牢保护驾驶舱门#

另一边" 看到歹徒手持凶器冲击驾驶
舱时" 乘务长郭佳第一时间按下了应急通
话铃"向驾驶舱发出警告提示# 趁头等舱旅
客与几名歹徒搏斗时" 郭佳立即按照机长
反劫机指令推出餐车防止歹徒再次攻击驾
驶舱"并用广播告诉旅客有人劫机"请求旅
客协助# 期间"有歹徒恼羞成怒"几次猛踹
前舱窗户" 郭佳和一名旅客不顾一切将其
扑倒# 有歹徒两次试图点燃爆炸物"但都被
郭佳和另一名旅客扑灭# 斗争中"郭佳眼睛
被打肿"手臂被戳伤#

而在中舱"当歹徒举起凶器"企图加害

旅客时" 另外几名乘务员奋不顾身地冲上
前去#

与此同时"有旅客喊(大家都起来"跟
他们斗"不然我们都没命了) 还有乘客喊(

是男人吗* 都上啊)

终于"第一名歹徒趴下了"随后"第二
名$第三名++机组人员和旅客用手铐$警
绳" 以及旅客自发解下的腰带将歹徒的手
脚捆绑起来"彻底制服歹徒#

从报告劫机到返航的过程中" 作为机
长"邹劲松知道事件的严重性"尽管心急如
焚"但他却不能冲出驾驶舱"他此时唯一能
做的"就是全力保持镇定"平稳操纵飞机"

不惜一切将飞机安全返回和田机场#

*'时 !(分"郭佳电话报告(&+名歹徒
已被制服# '邹劲松立即回答(&我们正在尽
快落地) '并继续使用最大安全速度下降#

当劫机事件发生后" 邹劲松知道一切动作
皆为尽早落地# 因此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他使用了大速度和大下降率" 并全力保持
飞机平稳飞行++

*'时 !+分"飞机平稳地落地# 舱门打
开" 客舱中参与斗争的人员纹丝未动站立
着"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押着 +名被制
服的歹徒#

旅客们高声欢呼&团结就是力量) '&我
们胜利啦) '许多旅客掩面而泣#

&事件发生前后大约 *+ 分钟"但我经
历了这一生中最漫长的煎熬# '事后"邹劲
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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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齐心协力 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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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òó"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调查资
料显示"+月份" 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0-同比上涨 %&"## +月份"我省 ./0环比
下降 (&*## 上半年我省 ./0比去年同期上
涨 %&$##

从同比来看"+ 月份"八大类均有不同
程度的上涨"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烟
酒及用品价格上涨 *&+#" 衣着价格上涨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
%&+# "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居住价
格上涨 '&%##

从环比来看"+ 月份"八大类呈&五升
一平二降'态势"其中食品价格持平"烟酒
及用品价格上涨 (&*# " 衣着价格上涨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
(&%# "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居住价
格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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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黎族故事/剧组部分演员搭乘的列
车抵达海口火车站" 带回了闪亮的奖杯"更
带回了沉甸甸的荣誉#

在 ,月 +日闭幕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会演上"海南参演剧目$大型原创舞
蹈诗.黎族故事/大放异彩"成功问鼎剧目金

奖 ,最高奖-" 海南省代表团荣获优秀组织
奖"创下我省参加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
演的获奖纪录#

.黎族故事/是海南省歌舞团转企改制
后"独立创作完成的第一部大型剧目"该剧
的成功"也使得演职员们对海南本土的创作
水平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