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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9月 1日电 （记者杜颖
特约记者陈超）南渡江之美，美不胜收，
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承载了海南岛千
百年来流淌着的金色故事。在南渡江
（澄迈段）旅游即将开放之际，海南日报
9月2日起推出“海南母亲河 世界长寿
江——南渡江（澄迈段）水上生态旅游
启航特别报道”（见本报今日A06版），
带读者一同领略母亲河的别样风光和
厚重人文。

今年“十一”黄金周，南渡江（澄迈
段）水上旅游将正式向国内外游人开
放。为做好对母亲河自然生态和深厚
人文历史的探访挖掘，本报组建专门团
队，派出多路报道小组深入南渡江（澄
迈段）水上及沿岸地区实地踏访，分别
从理念、山水、生态、城镇、宗教、饮食、
文化、规划等多视角展开故事叙述，以
16个整版的规模推出，力求向读者展示
出南渡江（澄迈段）的“大美”。

南渡江（澄迈段）旅游开发，作为一
项规模庞大的新型旅游产品，对我省旅
游产业格局势必带来深刻影响。多年
来，围绕着阳光沙滩大海等海洋元素，
海南各沿海市县挥洒笔墨抒写出了多
彩文章，但围绕内河航道而展开的成规
模的森林生态旅游却一直处于空白状
态，此次旅游开发，不仅将提高南渡江
作为海南母亲河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
誉度，也将为海南旅游业增添一道独特
的文化元素。

本报今起推出“海南母亲河 世界
长寿江——南渡江（澄迈段）水上
生态旅游启航特别报道”

行走母亲河，
探寻南渡江之美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当天上
午，首都各界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
也将同步直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69周年纪念活动明天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 本报记者 杜颖 孙慧 特约记者 陈超

清晨，澄迈县金江镇金江大桥之
畔，年逾古稀的海南炭画传承人王远辉
在画布上勾勒着南渡江上的桨橹清波，
专注的神情与南渡江水的清澈、两岸风
光的旖旎自然融合，这情形，令观光到
访者心醉神往。

全长123公里的南渡江澄迈段正
发生着深刻变化，记者近日从澄迈县了
解到，该县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以
旅游业作为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突破
口，投入3000余万元启动南渡江旅游
开发规划。日前，澄迈与山东荣德集团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合力开发南渡江及
两岸旅游资源，“沉睡”许久的内河航道
旅游正被逐一唤醒。

一个酝酿9年的开发构想

南渡江是海南的母亲河，澄迈段位
于其中游，全长123公里，流经金江、加
乐、中兴、仁兴等镇，历史悠久、风光秀
美、人文厚重。南渡江在海南历史文化
溯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旅游开发
多年来却一直处于空白。

南渡江进入澄迈段后，地势开阔，
河床坡度平缓，河谷较宽，特色明显，旅
游开发的优势十分明显。澄迈将在今
年“十一”黄金周前完成南渡江航道旅
游资源整合，开辟一条南渡江（澄迈段）
内河航道旅游新路线接待游客，这开启
了母亲河的破冰之旅，对海南旅游产业
格局将产生深刻影响。

澄迈对南渡江旅游开发的设想由
来已久。2005年，该县推进文明生态
村建设之际，即对南渡江两岸村落进
行环境综合整治，千方百计增加农民
收入，提升群众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
性，为南渡江及两岸开发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然而，探索的道路从不平坦。4年
前，围绕南渡江旅游，已有中国青旅、香
港英皇等知名企业到澄迈洽谈合作事
宜，但因基础设施配套的缺乏，以及澄
迈一直以来坚持高起点规划、高门槛准
入等因素，使得开发构想一度“搁浅”。

“精心保护好南渡江珍稀资源，条
件不成熟绝不擅自开发。”澄迈作出决
定的同时，也夯基础、筑跑道，开始了长
达4年的苦练内功。

2010年，澄迈县做出了有关南渡
江的两个重要决策：一是加快古石滩电
站建设，延长南渡江可游览线路的长
度；二是加快金江电站建设，将南渡江
水上游线路起始点“拉伸”至金江镇。
经过3年多努力，南渡江（澄迈段）描画
出了以金江为出发点，以九龙电站、古
石滩电站为停靠驿站，以迈湾水库为终
点，长达100公里的观光线路。至此，
生态之美加之打下的坚实基础，南渡江
（澄迈段）旅游开发万事俱备。

南渡江旅游开发为三产
“强筋健骨”

在王远辉老人的眼中，如今，南渡
江两岸的环境日新月异。澄迈在加大

南渡江（澄迈段）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
两岸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为促进旅游
业发展，今年又出台《澄迈县奖励旅行
社开发客源市场办法》，以优化政策“软
环境”吸引社会资本，以奖励补贴机制
和现金奖励相结合的办法，激活客源旅
行社积极性，拓展旅游市场。

南渡江（澄迈段）旅游开发的启动，
是澄迈调整产业结构“布局谋篇”中的重
要一步。今年上半年，澄迈GDP中三次
产业比重分别为17.6%、63.3%、19.1%。
第三产业底子薄，不足20%的比例，与全
省第三产业平均比重尚有一定差距。在
结构调整的思考中，澄迈县委书记杨思
涛认为，构建一种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
旅游产业格局，是澄迈提升第三产业比
重的必由之路， 下转A04版▶

澄迈县试水南渡江及两岸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借一江春水润一方百姓

■ 饶思锐

开学第一天，东方市江边乡中
心校配备了安全校车，儋州市那大
镇近 3000 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享
受到了优质的公办教育，文昌市翁
田中学全力保障正常开学……（见
本报今日头版）令人欣慰的消息频
频传来，充分说明了教育财力投入
之大，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
的重视和关怀。

学有所教，更要学有优教。让
每一个学生都平等、无差别地享有
优质教育资源，既是教育公平发展
需要，是民心所向的民生工程，更
是政府职责所系。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抓教育就
是抓未来。因此，对教育怎么重视都
不为过。只有各级政府不断创造条
件、倾斜资源，逐年加大对教育资源
的投入力度，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健康
成长，为海南的教育事业夯实基础，
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更多的后续
人才保障。

给基础教育
更多投入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段小申 孙婧）中秋、国庆

“两节”将至。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
息，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对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的6起
典型问题再次发出通报，要求各级党
委（党组）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这六起典型问题分别是：

一、临高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文锋违规购买公车，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二、万宁市龙滚镇副镇长杨汶锦
（又名“杨文聪”）违规兼职取酬，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三、东方市新龙镇龙北村党支部
书记何其波在组织开展村务工作中，
违反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有关
规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三亚市粮食局原局长符致勇，
副局长陈钟声、叶蓉花和副调研员吉家
荣公款旅游，符致勇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行政记大过处分，陈钟声、叶蓉花和
吉家荣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五、海口市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大队队员吴国雄等6人在抵御超
强台风“威马逊”救灾期间擅离职守，
吴国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
处分、 下转A04版▶

我省通报6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典型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80处国
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民政部发出公告，公布
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国务院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的保护管理，深入挖掘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广泛组织开展群众性拜
谒、参观和纪念活动，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充分认清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民族
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学习
宣传抗日英烈的英雄事迹，大力培育和弘扬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民政部公告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
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
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自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揭开局部抗战的序幕，到1945
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中国军民在亡国灭种威胁的危
难关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以血肉之躯筑
起了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
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无数英烈为挽
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世界和平
与国际公平正义，舍生取义、壮烈牺牲，他们的英雄业
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万古长青。

海南入选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为琼崖红
军云龙改编旧址。黄振亚（1905—1940），琼崖抗日游
击队独立总队第3大队队长，林伯熙（1909—1942），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第 3 支队支队长，黄魂
（1903—1944），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政治部主
任，入选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相关报道见B02版)

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和著名
抗日英烈名录公布

琼崖抗战1遗址
3英烈入选

本报三亚9月1日电（记者黄媛
艳 陈成智）今天，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
店——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正式投入
运营，标志着离岛免税政策的发展又登
上一个新台阶，为我省国际旅游岛建设
提供了有力支撑。

由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斥资50
亿元打造的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位于

国家海岸——海棠湾，总建筑面积约
12万平方米，商业面积达7.2万平方
米。今天投入运营的一期商业面积占
总商业面积的近90%，二期将在2015
年开业。超大的购物中心包含了多种
业态，也拥有更多的功能体验。不仅有
路易威登、普拉达等国际品牌入驻，还
汇集了各国特色商品、海南特产、户外

运动、美食、顾客服务五大功能分区，兼
有儿童乐园等娱乐休闲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棠湾免税购物
中心的300个国际品牌、近10万个时
尚单品中，普拉达、乔治·阿玛尼、劳力
士等10余个品牌，是首次进入中国大
陆免税市场渠道，香奈儿、迪奥、雅诗兰
黛、兰蔻等顶级品牌的香水化妆品旅游

零售市场全球旗舰店、概念店，则是首
次进入海南。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是全球功能
最完善、品牌最多、品种最全、全球最大的
免税商业综合体，集购物、休闲、娱乐多
功能于一身，有助于释放海南离岛免税
红利，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下转A04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汇聚近300个国际品牌、近10万时尚单品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迎客

本报那大9月1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郭树护 吴瑛莹）今天是儋
州市开学第一天，家住洋浦经济开发
区三都镇的羊仁德带着小孩走进那大
第三小学，不用缴费就顺利报名。羊
仁德告诉记者，他和妻子长期在那大
城区务工和做水果生意。据那大镇政
府统计，像他们这样的流动人口随迁
子女有近3000人，本学期均免费入读
城区公立初中和小学。

据了解，在那大中心校、那大二
小、三小、五小、六小、八小、十小、十

一小、那大中心校油棕校区以及儋
州市三中、四中、五中和民族中学的
初中部就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与当地学生一样，享有同等的义务
教育权利。

从9月开始，儋州试行“学区制”，
以“一带一”方式，分别设立那大一小
与那大雅拉小学、那大实验小学与那
大茶山小学、那大中心校与那大第九
小学等三个“学区”，使优质教育资源
实现共享。此举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顺利入学起到了扩容、分流的作用。

儋州那大镇：

3000流动人口子女进公立校

遭受超强台风“威马逊”重创之后，9月1日开学第一天，海口北港
岛北港小学全校师生进行简朴而又庄严的升旗仪式。北港小学目前
仅有4名老师，18名学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北港“麻雀小学”
开学了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嘹亮的国歌声划破宁静，鲜艳的
五星红旗在朝霞的映衬下冉冉升起。
今天8时，文昌翁田中学1000多名师
生用一场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迎接
新学期的第一天。

“我们不能忘记政府和社会各界
在灾后给我们的大力帮助，唯有认真
教学、勤奋学习才能回报。”翁田中学
校长韩昌光在仪式上说，“各班老师要
及时做好学生情绪安抚工作。学生有
困难的要报告给老师。”

灾后的第一堂课开始了。这堂课
主要关于安全教育，学校统一印发了
宣讲材料给各班班主任，里面强调了
设施尚未完全修复的有关注意事项。

“在家睡了一个暑假了！”八（2）班
的林宏用调皮夸张的一句话表达回到
学校的兴奋。正在打扫走廊灰尘的女
生张彩丽告诉记者，好好学习是对关
心帮助受灾学生的人们最好的回报。

主校道上，被台风吹倒的名人雕像
已经扶正，九里香依然散发出清香，工
人们正在修复损坏的宣传栏。今天，文
昌共有220所中小学校(含教学点)7万
名学生返校、入学，各大中小学校如期
安全开学。 （本报文城9月1日电）

在灾难中挺立的文昌各学校迎来新学期

九里香依然清香

本报八所9月1日电（记者杨
勇 特约记者高智）今天是开学第一
天，坐着校车上学的梦想，对于东方
市江边乡的600多学生娃们终于成
真了。

据介绍，江边乡中心校6辆崭新
的校车投放使用后，全乡开通4条运
输线覆盖所有村庄，接送学生上下学。

江边乡地处东方市东部山区，
是该市最边远、最贫困的少数民族
乡镇。

江边乡中心校校长刘杰说，现

在中心校有1栋三层教学楼、1栋科
学楼、2栋学生宿舍楼、2栋教师宿舍
楼，大部分教师都是正规师范院校
毕业，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比教
学点强太多。

东方市整合江边乡教育资源，
把国界、白查教学点、那文小学撤并
到江边乡中心学校进行寄宿制学
习，投入181万元购买6辆校车负责
全乡19个自然村的学生接送。每年
还安排87万元经费委托专业校车管
理公司进行校车的安全运营。

东方江边乡：

600多山里娃坐上校车
湖北十堰:

一小学发生
家长砍人事件
被砍师生9人，3名小学生身亡
犯罪嫌疑人当场跳楼自杀

牛熊争辩下的
中国股市

王儒林
任山西省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