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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园博会今日青岛开幕，三亚园匠心营造魅力景观

踏沙观水“遥感”鹿城之美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第 33 届世界园艺博览会明日即将
在山东青岛开幕，作为海南省唯一参展
的城市，三亚园备受关注。 据三亚市园
林环卫管理局预计，在本届园博会上，三
亚园的参观人数将突破 1500万人。

记者今天下午来到大会举办地青
岛，抢先一睹三亚园的别致风景。

Y形水流贯穿园中

三亚之名源自水， 三亚河有东西二
河交汇，形成“丫”字形，当地方言中
“丫”与“亚”同音，故得名“三亚”。 据
悉，三亚园的主体结构也是由仿照三亚
河的水流所构成。

“园区的创意来源于‘三亚’二字，
整个区域分为 3 大块，分别体现人文三
亚、浪漫三亚、魅力三亚。 ”三亚市园林
环卫管理局规划工程科负责人安亚明介
绍说，这 3 个区域由一条 Y 形水流划分
而成。

记者从该局提供的资料图片中看

到， 这条仿照三亚河而建的 Y 形水流，
其形象被抽象地表现为三亚市鸟———白
鹭展翅高飞的样子。 安亚明称， 如此设
计，寓意着三亚蓬勃发展的面貌及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与发展的蒸蒸日上。

据透露，这条 Y 形水流除起到划分
展区的作用外，整个三亚园的热带雨林
景观也是围绕其布设的。

“三亚特有的热带雨林景观仅仅围
绕 Y字水系布局，水系旁会设置通道。”
安亚明说，该区域配上音乐，将会营造出
可穿越和体验的空间气氛。

琼岛植物演绎三亚魅力

“世园会与诸多城市展不同的是，
没有任何微缩景观，全部景观均采取植
物来表现。 ”安亚明说，为了将三亚的特
色完整地展示出来，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
理局特意从三亚的沙滩上带来了约 300
立方米的沙子，还从海口市搬运了火山
岩，用于此次园区布景。

据介绍，在浪漫三亚展区，游客可踩
在软软的细沙上，在椰树下散步，亲身感

受三亚独特的沙滩、 海水和椰树等自然
风光。 修建在酸豆树上的小木屋是该园
区的制高点，站在那里，可以将整个三亚
园的美景尽收眼底。

“魅力三亚展区使用三亚特有的乔
木、亚乔木、灌木、花卉和地被植物等做
创意景观造型。 ”安亚明透露，结合标识
牌， 参观者可以了解一些热带植物品种
的生长特点、造型园艺等方面的常识，独
具匠心的设计一定会让游客更深地领略
鹿城园艺之美。

（本报青岛 4 月 24 日电）

品芒香 赏黎乡 行海湾

昌江联袂三亚
共推“旅游月”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记者程范淦）借助
三亚著名热带滨海旅游城市的知名度， 昌江黎族
自治县今天与三亚市有关旅游企业签订了合作意
向书，推介“2014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月”活动。

昌江有“中国芒果之乡”的美称，每年 5月正
是芒果收获季节。因此，昌江把农产品与旅游相结
合，推出“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月”活动，培育开
拓芒果采摘体验乡村游市场， 打造农业旅游业相
互协调、共促发展的新路子。

今年 5 月上旬至 6 月上旬，昌江向社会推出
“品芒香·赏黎乡·‘森’呼吸的———洗肺之旅”以
及“品芒香·游古城·行海湾———乐活之旅”等两
条旅游线路。

昌江拥有“山海黎乡”的独特旅游资源，不仅
有碧海蓝天、阳光沙滩、热带雨林，更有黎苗风情、
温泉河谷等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 是海南西
部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 近年来， 昌江县整合资
源，推出 2、3 月“昌化江畔木棉红”，5、6 月“芒
果飘香昌江情”，8、9 月 “激情玩海棋子湾”，11
月份“黎苗风情体验游”等“四大旅游月” 活动。

本报海口 4 月 24 日讯 （记者郭景水 通讯
员刘炜）今天上午，海南省新型城镇化与职业教
育发展研究基地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揭牌
成立。

海南省新型城镇化与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基地
设置了学术委员会， 并且包括海南省新型城镇化
与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海南省冷链物流研究所、
海南省旅游研究所、药物研究所等分支机构，研究
团队人员包括了 30 多名职业教育、 教师教育类
专家。

据介绍， 基地将以我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
契机，组织开展新型城镇化研究、海南新型城镇化
与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农村劳动力培训研究、新型
城镇化与职业教育发展质量的评价与管理、 新型
城镇化与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研究等， 研究成果将
为改善我省的新型城镇化与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
考， 为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提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方面的决策依据， 为全省新型城镇化与职业教育
发展工作者提供咨询服务， 为全省新型城镇化劳
动者提供教育教学培训。

据了解， 基地由海南省社科联与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共同建设。

我省
研究基地揭牌

含冷链物流、旅游等多个研究所

新型城镇化与
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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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资料员王儒翰
频繁走访琼海市国税局，每次出来都抱着一堆资料
书籍。

“7 天前，最后一名红色娘子军逝世，我要尽快
收集第一手材料为她们写史。 这十几年来，海南国
税一直关心红色娘子军，每年春节都会前去慰问关
怀，与老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留下了动人的故
事。 ”王儒翰说。

时间回溯到 1997年 3月，全国税务系统 50名
女局长会议在海南琼海召开，一群意气风发的时代
巾帼遇到了革命年代的铿锵玫瑰红色娘子军老战
士，双方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促成了海南国税与红
色娘子军结下一段不解之缘，在海南国税积淀下深
厚的红色文化精神。

18 年来，在省国税局前后两任局长孙利军、林
明鹊的带领下，海南国税干部职工以及琼海市国税
局局长王辉若等同志每年春节前集体前往当年所
有健在娘子军老战士的家里慰问关怀，聆听她们的
心声，帮助解决她们的困难。

在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每一次见到孙利军、林
明鹊，90 多岁高龄的娘子军老战士依然能亲切地
叫出他们的名字，拉着他们的手话家常；在阳江镇
山竂村，90 多岁的陈宗琪老人每年都会让儿子给
前来慰问的海南国税干部制作椰子粿，这个待遇一
般只有远方归家的游子能享受到……当他们离开
时，老战士们都会坚持拄着拐杖出门来送行，并留
下叮嘱。

“我们的好生活来之不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要
保持党的优良传统，积极为党工作，带领群众过上
更美好的生活。 ”多位娘子军老战士一直对海南国
税机关全体党员如是叮嘱，希望他们做红色精神的
传承者，紧跟着党走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牢记使命、
勇担大任，无私奉献、奋发有为，以优异的成绩回应
时代的召唤，向海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娘子军老战士虽已逝去，但海南国税干部铭记
叮嘱，传承“红色精神”，充分发扬娘子军老战士艰
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作风，坚定不移地推进税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台
阶，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十一五”期间，海南国税组织税收收入 883.9
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了 3 倍；税收职能作用充
分发挥，为离境退税、离岛免税政策、南海油气税收
管理等各项优惠政策在海南的落地实施发挥了积
极作用；文明创建工作硕果累累，近三年来省国税
局和三分之一的市县局被评为 “全国文明单位”，
省国税局和三分之二的市县局被评为“全省文明单
位”。 （怡文 孙亮 林国利）

18年，海南国税传承“红色精神”

2010 年植树节当天， 省国税局在红色娘子军纪
念园开展党日活动，种下“国税椰林”。

199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50名女税务局长来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慰问红色娘子军老战士。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贺邦靖（右一）、总会计师张英慧（左一）向红色娘子军雕塑敬献花篮。

2005 年春节，省国税局慰问红色娘子军老战士
活动现场。

2007 年，在慰问活动现场，省国税局林明鹊局长
（右一）和老局长孙利军（左一）亲切地搀扶娘子军老
战士。

2009年春节前夕，省国税局林明鹊局长（后排右四）、老局长孙利军（后排左四）以及省局领导班子成员亲切慰问红色娘子军老战士。 (本版图片由省国税局提供)

荨上接 A01 版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
每个地方的人也有着独特的乡情记忆。

邦溪小镇的生活是有山有水、 有家
有爱的幸福天地，是久居高楼大厦，渴望
释放的城市人的精神家园。 来自黑龙江
的王女士 2012 年在此购房定居。 每天
的生活，王阿姨买菜散步，老伴则整日和
一群小区里的“候鸟”老人在家门口的
芭蕉水库垂钓，生活怡然自得。

王女士的舒心生活， 不单来自城镇
化推进中日益成熟的便捷服务，更源于
白沙山清水秀的自然美好。

白沙土地总面积 317.66 万亩，是海
南省的生态核心区，是松涛水库的主要
集水区。 2013年，白沙全县森林面积为
245.9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83.47%，
被全国绿化委员会评为“全国绿化模范
县”。

在大力打击毁林行为， 扶持造林绿
化的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和文明大
行动，白沙加快推进农村排污等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实行乳胶收购，杜绝胶片制
作造成水土污染，并关停、转移了一批污
染企业。

白沙的绿水青山， 在悉心呵护和爱
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绿色之路，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 ”白沙县委书记严正说，一种来自
山水的惬意与宁静， 往往最能拨动心
弦。 人们爱上白沙，是源于对纯粹生活
的一种渴望。 白沙的自然纯美与休闲
情调， 正是忙碌的人们埋藏在心底的

共同追求。

“一产接二连三”的产业互动
邦溪镇王琴村群众何元德， 去年种

植了 10 多亩生姜。 对于生姜市场上屡
屡出现的“姜你军”现象，何元德没有丝
毫担心。

“咱有销路就不怕。 ”何元德说，邦
溪农林产品（南药）加工与交易基地里
一家叫做“姜妈妈”的企业，开发了 10
多个以生姜为主要原料的产品，是种姜
农户强有力的后盾。

何元德今年收了 1 万多斤生姜，一
部分以每斤 2 元的价格卖给企业作原
料， 另一部分以每斤 2.5 元的价格卖给
县农业部门制种，赚了 3 万多元。 就在
王琴村，还有 10多个种植户喜获丰收。

目前，邦溪农林产品（南药）加工与
交易基地里共有 15 家落户企业，其中 9
家已建成投产，涉及木材、竹笋、竹材、生
姜、 南药等特色农林产品加工业。 而竹
笋、生姜和南药等农林产品，也正是白沙
农业种植中占比较大的品类。 通过引资
建厂，一产顺利与二产衔接。

在挖掘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潜力的
同时，白沙耐心寻找跨越式发展之路，利
用生态环境优美，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业，打造休闲度假天堂。

周末的元门乡罗帅天涯驿站， 游客
如织。 这里于 2013 年获得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景区殊荣。

自从 2011 年底开业迎宾， 每逢节
假日驿站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而村里

的群众，不仅住上了二层小楼，还成为了
企业的员工， 实现了在家门口打工领工
资的愿望。

罗帅的成功经验正在白沙复制。 位
于松涛天湖中的老周三村，18 户农户今
年“三月三”当天乔迁新居。 不久的将
来，投资企业将在老周三发展花卉种植
产业及乡村旅游，老周三的群众也将投
身到亦工亦农的新生活中。

白沙县委副书记陈鸿亮说， 白沙正
在形成靠一产优势发展二产、再靠生态
优势发展三产的“一产接二连三”发展
模式。 他认为，随着产业基础日渐稳固，
依托自然生态良好， 白沙未来还将出现
跨越二产，依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直
接进入三产的“跨二进三”发展模式，走
上一二三产联动、综合协调发展的新路。

分管农业的白沙副县长周秋平说，
白沙把生态资源转化成了资本，大力发
展农业三产化，农民不再仅靠一产增收，
这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再添一计。

过去的一年，白沙按照“一产调优
提效、二产调强提质、三产调大提速”的
发展思路和“一产接二连三”的产业互
动目标，培育发展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
竞争优势明显的特色产业。

在发展的道路上， 白沙一手挖掘和
保护生态，一手悉心经营生态，把生态优
势转化为生态效益， 把青山绿水变成了
金山银山。 白沙的实践告诉人们，山区

县的资源在山水，潜力在山水，山区县的
发展完全可以在仅依靠工业化或城镇化
的常规模式之外， 走出一条通过优化生
态环境带动经济发展的全新道路。

百姓幸福看得见享得到
虽然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

但白沙的变化却一年一个模样： 越来越
多的高楼，越来越繁华的商业，越来越美
丽的乡村，越来越优质的生活，都在见证
白沙的美丽嬗变和成长。

2010 年 3 月 30 日，海南首家农村
银行———白沙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挂牌开
业。 目前，白沙 2 万多户农户中已经有
5142户在白沙银行贷款。

作为白沙农民自己的银行，白沙银
行通过金融服务打开了白沙百姓通向
幸福的大门，在促农增收、建设美丽乡
村和为农村提供均等金融服务方面作
出了积极贡献。

2011 年 11 月，白沙提出力争用五
年左右的时间，让白沙一半以上的农村
得到高水平改造，并形成具有白沙特色
的乡村旅游产业———“乡村生态旅游百
里长廊”。 目前，全县 44 个村庄完成改
造，17 个村庄正在建设，23 个村庄已经
规划，涉及农户 3135户。

白沙农村几代人安居乐业的梦想，
因“美丽乡村”计划而一步步变成现实。

生活一天天蜕变， 幸福就在不远的

前方。
看病要去海口、儋州，曾经是白沙患

者最无奈的事。 但随着政府对医疗卫生
事业的关注，这一状况已经改变。如今的
白沙县人民医院， 新修建的门诊楼和住
院楼已投入使用， 全院医疗设备价值较
2008 年翻了一番， 达到 2000 多万元，
诸如全进口飞利浦 16 排螺旋 CT、全进
口飞利浦四维彩超、 飞利浦数字胃肠机
等医疗设备， 与周边地区二级医院相比
均处领先水平。

政府投入加大， 医疗设备硬件上去
了，好医生也随之而来。 目前，白沙医院
中高级职称医疗人员共有 45 名， 而这
一数字还将不断增长。

近年来，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白沙倾
力而为。据统计，几年来白沙对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共投入 2.82 亿元,新建、改扩
建、重建校舍面积 10 万多平方米，其中
易地新建的白沙中学新增高中学位
1200个,使得每年近一半初中生都有了
上高中走进高校的机会。

山里孩子上思源，乡镇都有幼儿园。
如今的白沙，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对百姓关心的事，白沙县委、县政府
做到了 “大事倾力而为， 小事尽力而
为”。 2013 年，白沙民生支出 10.34 亿
元，10件民生实事件件落到实处。

随着时代的发展， 白沙带着对绿色
的执着，带着对幸福的追求，带着对美好
的向往， 正在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范例的大潮中戮力前行。

（本报牙叉 4 月 24 日电）

三江源头绘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