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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刘政）
近日，省物价局下发《海南省物价局关于
做好近期旅游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市县物价部门做好近期旅游价格监
管工作，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
票价格过高的逐步调整降低，并于今年
11月底前完成对三亚市海鲜排档海鲜
品差价率水平进行评估工作。

通知要求，在今年12月底前，由省
物价局负责，市县价格主管部门配合开
展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评估。对我省
5A、4A、3A 等主要旅游景区门票价
格，在本省范围内和全国范围内，对同
类景区门票价格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
评估，理顺比价关系，分类定价管理。
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价格

过高的逐步调整降低；另行收费项目已
收回投资成本的，应当相应降低价格或
者取消收费。

今年11月底前完成对三亚市海鲜
排档海鲜品差价率水平评估工作。
2011年经省政府同意，三亚市人民政府
对三亚市海鲜排档餐饮海鲜品实行平均
差价率管理，3年来，为制止不正当价格

竞争和牟取暴利，规范海鲜排档餐饮业
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
重要作用。根据省政府安排，对三亚市
近3年海鲜排档海鲜品实行差价率管理
情况进行综合评估，进一步加强海鲜品
价格管理。

随着春节临近，省物价部门还要求
各个市县要做好2015年春节期间旅游

饭店客房价格调控措施，海口、儋州、文
昌、琼海、万宁、定安、陵水、保亭等主要
旅游市县，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报省价格
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

通知还要求各级价格执法部门要制
定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从快从重从
严查处一批旅游价格违法案件，并统一
曝光。

我省加大旅游价格监管工作

门票价格过高的景区将降价

本报万城11月2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曾觉 黄良
策）在树枝上犹如跳舞的文心兰，如螺旋
般的羚羊角兰，依靠气根存活的莫卡拉
兰……作为万宁市打造“花的世界”的一
个新举措，兴隆热带花园依托奇特品种
打造的兰花盛宴成了新的观赏点，吸引
游人纷纷前来。

据介绍，为了便于游人观赏，花园管
理方把这批近百种兰花集中种植在离入口
不远的咖啡厅周边，设置成兰花观赏区。
根据不同花种的植物个性及观赏需求，把
它们种在不同地方，形成的花舞树间、石上
生花、借枝生花、花团锦簇等不同形态，或
金黄灿烂，或白里透粉，或姹紫嫣红，风姿

高雅，香气袭人。
“我是专门来看这些花儿的，非常漂

亮，非常独特！”游客黄华带了女儿过来，
对之赞不绝口。记者看到，像黄华一样
的游客不在少数，一定程度上带旺了花
园的人气。

花园管理负责人江淑美介绍，这批
兰花于9月份开始种植，其中大部分是
市面没有的稀有品种，有的还是从国外
引进的。“我们打造兰花盛宴，融合了3
个功能，除了旅游外，一方面延续了我们
保种扩繁的生态保护职能，另一方面也
可以为万宁挖掘花的经济价值提供参
考，这里面有的品种可以转化为商品。”
她表示。

万宁兴隆兰花盛宴醉游人

本报定城11月2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何慧）目前正在
热映的青春励志电影《毕业那年分手季》
（简称《毕业那年2》）全程在海南取景拍
摄，重要取景地定安以静美景色吸引众
多粉丝。11月1日，60余人组团观影并
前往定安，寻找电影中的美丽定安。

“电影中的南丽湖太美了！男女主
角在冷泉美景中做野生鱼疗也让人心驰
神往。”团员刘浩赞叹道。在南丽湖畔大

快朵颐地品尝定安十大美食之一的南丽
湖啤酒鸡，赏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听着周
围葱绿树林里的鸟鸣，团友们感受到了
定安的独特魅力。在电影取景地之一道
教圣地文笔峰，“咚咚咚……”，道士敲
罄，耳边又仿佛响起电影中外婆那句“有
些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令团友们潜心
祈福，用心感受。“影片中定安的景色画
面很美，到了实地细品更有味！”团友纷
纷表示。

《毕业那年分手季》热映

粉丝团探访电影中的定安

旅游新 资讯

11月2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来自海南政法学院和美兰机场的20多名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在机场宣传旅游法，其中4
名志愿者扮演西游记的唐僧师徒深受旅客的喜欢。据了解，为了加强旅游法的宣传，海南旅游委和共青团海南省委等相关部门
多次在景区以及进出口岸等地进行宣传，呼吁出游人员要文明旅游，科学消费，理性维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唐僧师徒”机场宣传旅游法

本报保城11月 2日电 （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曾小穆）日前，我省大型汽车时尚旅游人文
节目《美女车游志》栏目组走进呀诺达景区，拍
摄呀诺达高空滑索、踏瀑戏水等专题，通过镜
头与观众一同领略热带雨林惊险刺激的户外
拓展项目。

在拍摄过程中，第一美差三位主持人化身雨
林精灵，勇敢挑战亚洲最长雨林高空滑索和体验
令人热血沸腾的踏瀑戏水。翱翔雨林的快感和逆
流攀瀑的刺激，令主持人大呼过瘾。

据了解，该栏目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轴心，由
美女驾车带领观众游历国内外旅游热点地区。呀
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被称为中国钻石级雨林，融
汇了“热带雨林文化、黎峒文化、南药文化、生肖文
化”等优秀文化于一体，以“原始绿色生态”为主格
调的高档次、高品位、高质量的大型生态文化旅游
主题赢得海内外游客的喜爱，也受到不同领域栏
目组的青睐。

《美女车游志》栏目组
到呀诺达拍摄

本报五指山11月 2日电 （记者易建阳 通
讯员余军军）记者今天从五指山市委宣传部获
悉，《五指山下大比拼》专题片将在央视七套
《乡土》栏目播出，纪录片时长30分钟，首播时
间11月3日12时27分，重播时间11月4日23
时42分。

据了解，栏目组以黎族苗族人民的生活为主
线，拍摄围绕黎族苗族非遗保护项目、体育竞技活
动、传统习俗和饮食这四个方面进行。通过9月
底近一个星期的拍摄，以及后期一个月的制作，栏
目组制作了一期以五指山秀美自然风光和浓郁人
文风情为背景，以黎族苗族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载体，集中体现五指山黎族苗族风情文化的专
题节目。

近几年，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了媒体的重视，这
也是中央电视台七套《乡土》栏目摄制组第二次走
进五指山，用镜头记录当地人民原来的一些生产
生活状态，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

“该片播出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展示和宣传
五指山黎族苗族文化，让全国观众更加深入地了
解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生活
现状，为带动五指山市非遗产业和旅游业发展都
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大大提高五指山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五指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

央视今日播出
《五指山下大比拼》专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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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官蕾

新常态，这是近两日在海口举办的
“第7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的热门
词。什么是新常态？新常态下新兴经济
体的变化与趋势是什么？中国在新常态
下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来自国内外
的专家学者对此展开热烈的讨论。

新常态下的新兴经济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新常
态”，世界经济格局就在发生深刻调整。“新
常态”一词源于2009年美国投资界对金
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低增长过
程，简单说就是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

而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密切相
关。德国科隆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研
究所经济学家柯乐芙说，尽管现在的经
济危机来自于发达国家，但新兴经济体
并不能独立于全球经济发展之外，“我

们看到的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
增长都有大幅度的下降。”

在此背景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
新兴经济体适应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传统
的经济增长方式遇阻，从以外需为主导
转变为内外需并重，并积极培育新的增
长点。这种新常态既是新兴经济体发
展的新环境新要求，又是新兴经济体提
质增效创新发展的新动力。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前首席总裁艾
森布莱特说，新兴经济体自上世纪90年
代末以来，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
问题，“要确保增长是以人为本，能够使
改革的成果惠及社会的大多数。”

当前经济形势总体稳定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与西
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是中国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说，我国当前的
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虽然经济下行
明显，但就业状态和居民收入均保持总体
稳定，如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就业已经超过
一千万人，基本完成了全年的预期目标。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去
年的一项研究，我国未来几年中高速增
长的潜力范围可能会在6%一8%之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
长郑新立说，要通过改革释放发展的潜

力，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
动力支持，首先就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
革，把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力释放出来。

走向服务业大国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说，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
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在迟福林看来，未来6年中国转型改
革的重点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和制度创
新。比如说养老，至少有一万亿的需求，
但是供给不到两千亿，这与市场的需求有
相当大的差距。根源不在国内资本短缺，
而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

“到2020年，中国能不能从一个工
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将成为转型与
改革的历史任务和重大挑战。它不仅
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
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的新
常态。”迟福林说。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国内外专家热议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让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 本报记者 官蕾 邵长春

走向服务业大国是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中，海南
新的历史机遇来了。昨天，在第79次中
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了海南日报
记者的独家专访。

目前，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已成为中
改院智库建设的一个重要品牌，成为服
务我国及海南改革发展的重要平台。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走向新常态的新兴
经济体”。

海南将实现转型升级

迟福林认为，本次论坛的特殊之处
在于，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兴经济体，从
2008年以来，尤其近两年经济下行的压
力下，实现增长、转型、改革的动力到底

何在？这已经成为不仅是这次研讨会
的主题，也是不久后将在北京举行的
APEC的三大主题之一。这充分体现了
各方面对此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中国
的问题，更是亚太区域的问题，同时具
有全球性视野。因此这个主题的选择
具有现实性、时代性、特殊性。

论坛上，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处于
历史性的拐点，在这个拐点上，迟福林
高度关注三件大事。第一，关注2020年
的中国。202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历史节点，如果到那时，中国能够形

成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不仅为中
国的经济新常态奠定重要的基础，而且
对中国今后公平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第二，关注中国走向服务业
大国的大趋势。第三，高度关注服务业
市场的开放。服务业市场的开放将是
中国未来6年转型改革的重中之重。

“这个历史性拐点，对海南意味着
新的历史机遇来了。”迟福林指出，国际
旅游岛是海南这个历史机遇的一个重
要产物，而海南优先发展健康服务业、
发展现代旅游业、发展职业教育等等，

就是这个新时期、新阶段给海南提供的
历史机遇。

迟福林判断，全国对海南的消费需
求会越来越大。“海南应该自觉清醒地
意识到这个大趋势，抓住未来5一10年
中国给海南提供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
机遇将实现海南的转型升级，实现海南
的绿色崛起。”

海南土壤培育中改院

此次论坛的召开恰逢中改院成立

23周年的生日。自1991年11月1日中
改院建院起，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关
于海南对外开放战略高层论坛，会议对
推动海南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10多年来，每年的这一天，召开研
讨会或举办国际高层次论坛，成为中改
院庆祝生日的特殊方式。

“是海南这块土壤培育了中改院，
养育了中改院，我们对此充满感恩之
情。”迟福林表示，不管是起步、发展，还
是未来，中改院不仅要依靠海南，更要
服务海南，这个责任伴随着中改院到永
远。他认为，中改院立足海南，就要努
力给海南提供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
不仅是给省委省政府决策的影响，也包
括对海南人才培养的影响。“我们对海
南有情感，对海南有研究，所以，我们在
客观、全面地介绍海南、宣传海南方面
有自己的责任。”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

海南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本报综合消息 上周五，日本央行意外宣布扩
大经济刺激项目的规模，引发美元汇率的飙升，黄
金价格受到明显压力一度跌至2010年以来的低
位，主力黄金合约报价场内交易中大跌至每盎司
1171.60美元，并有5.3%的一周跌幅。

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主力黄金合约周五跌
27 美元，收于每盎司 1171.60 美元，跌幅是
2.3%。金价一周以来下跌5.3%，10月以来累计
下跌3.7%，2014年以来的跌幅是3.3%。

上周早些时候美联储在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
中给出了相比市场预期更加鹰派的态度，对黄金
价格已经有了明显的压制。

Kitco.com的高级分析师吉姆-维克奥弗
(Jim Wyckoff)对黄金价格有相比之前更悲观的
看法。他说，如果不能守住每盎司1183美元，金价
可能出现大问题，“如果黄金价格跌到这个水平以
下，可能会有更大幅的动作，对每盎司1000美元位
置的试探也不能被排除。”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一周重挫5.3%

金价仍狂泻不止

本报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1日发布的2014年10月份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8%，较上月回落0.3
个百分点。从12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产
成品库存和从业人员指数上升；供应商配送时间指
数持平；生产、新订单、新出口订单、积压订单、原材
料库存和经营活动预期等指数有所下降。其中，购
进价格指数下降幅度最大，降幅为2.3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陈中涛认为，
10月份主要指标仍处在合理区间，没有突出的异
常变化。综合来看，当前经济运行基本正常，质量
持续改善。 （来源：人民日报）

制造业保持平稳运行

一汽解放高端卡车下线
11月2日，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的一汽解放青

岛商用车基地建成，新生产的一汽JH6、J6F高
端卡车整车下线，并投放市场。该基地全部达产
后，预计实现年产值600亿元。 新华社发

我国未来几年中高速增长的潜力范围可能会在6%一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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