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3 日，在
海南省图书馆一楼
大厅内，市民在向工
作人员查询期刊内
容。

当天，省图书馆
开展 “文明传递期
刊赠送”活动，市民
凭读者证每人可免
费领取两本期刊。当
天赠送了 2013 年
度的时尚生活类期
刊 2300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相关报道见 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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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保铭会见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
本报三亚 4月 23日电（记者周元）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三亚海棠
湾会见了前来参加 2014世界旅游旅行
大会的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一行。

罗保铭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邵琪
伟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感谢国家旅
游局多年以来对海南强有力的支持和
帮助。 他指出，凭借独特的旅游资源和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特殊政策， 近年来
海南的旅游发展总体上取得了长足进
步， 但是与国际旅游岛的定位和预期
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越发展，问题越
多，当前，海南进入到了发展与管理同
等重要的阶段,管理出生产力、也出经
济效益、 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健
康发展。 海南需要在强化管理上狠下
功夫，同时，用国际化的视野和标准改
造旅游服务，提升人的综合素质，为海

南旅游营造优良的软环境。
罗保铭说， 在管理不断强化、优

化，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基础上，
海南将进一步用好、 用足国家给予的
优惠政策， 着力解决好制约自身发展
的问题， 不断提高海南旅游的吸引力
和品质，提高管理的规范程度。 只要把
海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好， 同时提供优
质的服务， 海南就能拥有一个吸引源
源不断消费、永不褪色的金饭碗。 罗保
铭希望国家旅游局继续关心、 支持海
南，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邵琪伟感谢海南省委、 省政府对
国家旅游局的重视和支持， 并对海南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表示祝贺。 在介绍了全国旅游业和我
国出境游的发展状况和形势后， 邵琪
伟说，国人的旅游消费旺盛，旅游市场

前景巨大， 国家也正致力于将旅游业
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海南拥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建设国际旅游
岛的政策优势， 在发展旅游业这方面
有很大潜力可挖。

邵琪伟表示，当前，国家旅游局正
积极推动海洋旅游， 扶持邮轮旅游的
发展，海南管辖海域面积辽阔，随着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对外开放
政策的不断深化， 海南的海洋旅游发
展前景广阔。 希望海南继续发挥自身
优势，在邮轮旅游的法律法规、配套服
务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全国
邮轮经济发展创造有益经验。 他表示，
国家旅游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和海南旅游产业发展。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阳，副省长
何西庆等会见时在座。

习近平同朴槿惠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4 月 23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23 日上午应约同韩国总
统朴槿惠通电话。

习近平表示， 当前中韩关系发
展很好。 上个月，我们在荷兰出席核
安全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 再次确
认不断推动中韩关系发展、 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 我们保持
了经常联系， 充分显示了中韩关系
的密切和重要。 我欢迎总统女士 11
月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

朴槿惠表示， 当前韩中两国在各
领域合作紧密，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加

深。 我欢迎并期待着习近平主席访问
韩国， 愿同习近平主席就两国关系及
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表示
愿意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韩国。

习近平表示，韩国“岁月”号客
轮不幸发生严重事故， 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和失踪， 其中包括 4 名中国人，
令人深感痛心。 我再次对遇难者表示
深切哀悼， 向遇难者和失踪人员家属
及伤者致以诚挚慰问。根据韩方要求，
中方将向韩方提供救援设备， 并尽快
派往事故海域。

朴槿惠对此表示感谢， 并向在事
故中遇难的中国人表达哀悼。 朴槿惠

还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失联事件
再次致以慰问。

双方还就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交换
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致力于
实现半岛无核化， 坚定维护半岛和
平稳定，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中方愿同韩方就半岛问题继续保持
密切沟通和协调，也希望有关各方都
为缓和局势、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作出
努力。

朴槿惠表示， 韩方赞赏并感谢中
方作出的建设性努力， 愿同中方保持
沟通和合作。

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日渐多元化

三亚旅游，乐了游客旺了市场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三亚气候好，环境也舒服。 ”浸泡
在暖暖的温泉水里，来自辽宁的游客沈
溪开心地和孩子们逗着水里的温泉鱼。

美丽的三亚， 已成为越来越多中
外游客向往的度假天堂。 随着旅游管
理和服务的不断提升，旅游新产品、新
业态日渐多元化， 三亚以更加自信的
心态迎接八方来客， 旅游提质增效成
效显著。

问题导向提升旅游管理水平

近年来， 三亚旅游发展迅速，2008

年全年接待游客为 600 万人次，2013
年则达到 1228.4 万人次，5 年内翻了一
倍。 仅在今年春节黄金周，游客数量就
比上年同期增长 25%。

“这么多游客到三亚，是大家喜欢
三亚，为三亚的环境而来，为三亚这座
城市而来，我们非常高兴。”三亚市有关
负责人表示， 三亚目前在旅游产品、基
础设施、服务质量、政府管理等方面，与
游客的需求还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的本
质，是游客数量快速增长和游客需求明
显提升，与三亚能够提供的有限服务之
间的矛盾。

“我们一方面坚持发展自信和队伍
自信，另一方面也通过问题导向倒逼机

制，加快改善三亚的旅游条件，满足游
客的需求。 ”三亚市市长王勇说。

早在去年国庆黄金周后，三亚就反
躬自省，将 2013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发
现的问题和过去旅游市场常被诟病的
问题进行梳理归纳， 梳理出该市旅游
市场突出存在的 7 大类 60 项问题，形
成 《三亚市综合整治旅游旺季突出问
题部门责任分解表》， 层层抓落实；今
年春节黄金周， 三亚重点成立 9 个工
作组整治旅游市场， 重点向水果摊欺
客宰客、非法潜水、三亚湾管理乱象说
“不”。

与此同时，实行海鲜排档 IPAD 点
菜系统、 旅游饭店黄金周核准客房价

格、推出“诚信一日游”、发布度假舒适
度指数、 海鲜排档微信短信询价系统
……三亚旅游管理在创新发展上多点
出击。

旅游服务多管齐下

一项抽样调查显示，53%的游客到
访三亚主要目的为休闲度假，其次 37%
是观光旅游；2013年前三季度该市接待
过夜游客人均停留时间同比延长 0.02
天。 78%的游客在三亚逗留时间为 3-6
天；15%的游客逗留 7天以上。

非法“一日游”长期以来是旅游服
务质量问题的一个重灾区， 三亚推出

“三亚诚信一日游”，规范“一日游”接
待服务。 针对网上旅游产品销售举报增
加的问题，三亚与淘宝网开展合作规范
旅游电商监管。 同时，三亚以创建全国
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为契机，从基础设
施、服务流程、服务标准等方面，制定了
119 条涉旅标准化管理制度，推出《三
亚导游团队操作规范》， 引导导游员规
范服务，提高游客的旅游舒适度。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周春华说， 三亚
旅游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发展， 大力发
展智慧旅游以不断提升三亚旅游服务满
意度， 在旅游推广中三亚将更加突出旅
游的产品和品牌营销， 全面建设国家旅
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城市。 下转 A02 版荩

本报今日推出 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特刊

世界视野下的海南旅游
(见 T01 版—T28 版)

周经发被追授
“全国模范检察官”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林
玥）人民检察官周经发的事迹感动了全国。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队伍建设座谈会上获悉， 最高人
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追授周经发为“全
国模范检察官”。

据悉， 周经发生前是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
检察科科长，从检 20 年来，清正廉洁，恪尽职守，追回
巨额国家资产，去年 6 月 18 日，因工作过度劳累，心
脏病突发不幸殉职，享年 56 岁。 周经发逝世后，被省
委、文昌市委追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省检察院追
记个人二等功，并当选 2013年感动海南十大人物。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举行中外嘉宾联谊会
邵琪伟出席 蒋定之致辞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记者彭青
林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开幕之
际， 今晚本届大会在三亚海棠湾举行
中外嘉宾联谊会。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
琪伟出席，省长蒋定之、世界旅游业理
事会主席迈克尔·佛伦泽尔先后致辞。

蒋定之致欢迎辞。 他说，作为全球
旅游界的 “奥林匹克”，2014 世界旅
游旅行大会在海南举行， 对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是极为重要的机遇和推
动， 我们热忱期待与五湖四海的朋友
们携起手来、共谋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
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不能没有开放的
力量和国际化元素， 也是因为国际旅
游岛的健康成长将为市场和投资者创
造众多商机， 相信这种互利共赢的合
作将使我们各得其所。

蒋定之在推介海南旅游时说，“要
想身体好，常来海南岛”，这是来海南
旅游度假的朋友们总结出来的， 海南
是名副其实的阳光岛、 健康岛、 长寿
岛。 他风趣地向与会嘉宾和全球旅游
业者发出热情的邀请， 每年来海南呆
上一段时间， 保准越活越年轻，“今年
20，明年 18”。

迈克尔·佛伦泽尔在致辞中说，世
界旅游业理事会在 2012 年与海南共
同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海南旅游业将
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国内外
游客和投资也会纷至沓来。 目前，海南
已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国际旅游岛目
的地， 能亲身来到这里体验优质的旅
游资源、 良好的旅游设施是一件美妙
的事情。 相信本届大会的讨论与交流

一定会产生富有成效的成果， 也希望
各位嘉宾在海南结交朋友， 同时享受
海南世界级的旅游资产。

出席联谊会的嘉宾还有：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
依，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大卫·斯科斯尔， 亚太旅游协会
首席执行官马丁·克雷格，爱尔兰、墨
西哥、津巴布韦、乌干达、赞比亚、柬
埔寨等国政府旅游部长和驻华使节，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执委会委员，中国
外交部、国家旅游局有关领导和各省
区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旅游部
门负责人，以及中外旅游界、航空界、
媒体界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家和代表。
联谊会由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
志远主持。

4 月 23 日晚，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
中外嘉宾联谊会在三亚海棠湾举行， 图为与
会嘉宾相互交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宾朋聚三亚

世界旅游精英相聚海南岛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今日三亚开幕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记者杨春

虹 黄媛艳)明天，世界旅游盛会———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即将在三亚
海棠湾开幕。 世界三大旅游组织主要
负责人将出席大会。

本届大会的嘉宾大都来自全球知
名旅游组织和旅游企业的精英代表，
范围广、层次高，共有来自全球 62 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580 名外方嘉宾
注册参加本次大会； 以及来自国内包
括香港、 澳门、 台湾的嘉宾代表 296
名。

世界三大旅游组织主要负责
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
勒布·瑞法依、执行主任祝善忠，世界
旅游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弗伦泽尔
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斯科斯尔，
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丁·克雷

格等将出席大会。 爱尔兰、墨西哥、乌
干达、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六国旅游部
长，英国、塞尔维亚、新加坡、日本、阿
联酋、 马尔代夫等国家的 50 名政府
官员及旅游管理部门的高层人士应邀
参会。

围绕本届大会主题 “变化的世
界，全新的视角”，组委会精心安排了
丰富的议程和活动。明天上午，大会将
举行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执委会会议、
年度会员大会及旅游部长圆桌会议，
下午将举行大会开幕式及全体会议，
晚上将举行明日旅业颁奖典礼及三亚
之夜旅游推介活动。 4 月 25 日全天，
举行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全体会
议、 分议题讨论当前世界旅游业中的
热点话题， 并举行大会闭幕式及交接
仪式。 （更多报道见 A02 版）

我省通报九起违纪典型案件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李红山 曹晋）“五一”将
至，省纪委、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今天再次对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的

九起典型案件发出通报，要求各地各部
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时刻
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确保过一个清正
廉洁的节日。

（详见 A03 版）

你读书
我买单

海南日报新浪微博粉丝超 100万
本报海口 4 月 23 日讯 （记者饶思

锐 实习生程傲 易小霞 李倩） 今天下
午 4 时，海南日报新浪微博粉丝用户突
破 100 万大关， 至 22 时， 粉丝数已达
101万。 其中， 海南地区粉丝用户约占
56.76%，活跃粉丝约占 73.16%。

为应对新媒体挑战，海南日报积极布
局新媒体转型，先后开通了新浪微博、腾讯
微博、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掌中海南”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目前各类新媒体产
品发展态势良好，用户数量稳步提升，其中
新浪官方微博粉丝用户显著增长。

在内容方面， 海南日报新浪微博坚
持在快速中求权威、在权威中求快速，力
求将宏大议题本土化、小众议题话题化、
热门话题专题化，通过“精准定位、科学
设计，统一风格、创新表达，划分栏目、量
化发博，强化时效、优化内容”等手段，
取得显著成绩。

海南日报新浪微博在粉丝运营、内
容优化、 品牌强化等方面也进行了诸多
创新，通过活跃周边、强化互动、活动营
销、借船出海等措施，积极拓展渠道，主
动推介优质内容，赢得了合作方垂青。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首推 80 个示范项目
向社会资本开放

■确定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缩减投资核准范围， 下放核准权限。 改进

和规范核准行为，加快建设和用好全国联网的项目审
批、核准和备案信息系统，简化手续、在线运行、限时办
结。 改革创新投资管理，减少、整合和规范前置审批及
中介服务，尽快发布企业投资核准办法、外商投资核准
备案办法。

■决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的项目

在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
网及储气设施、现代煤化工和石化产业基地等方面，首
批推出 80 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转型升级的示范
项目，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
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

（详见 B01 版）

防线布控没到位，出生缺陷明显升

生出缺陷宝宝·谁之过

中国海军首次领衔
多国海上联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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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马尼拉人质事件

菲律宾政府
在港正式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