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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国家5A级景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蓝色的大海
上，几对新人在游轮上拍摄婚纱照。

分界洲岛独特的山海美景和特色海岛水上游乐项目，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情侣来这里拍摄婚纱照和婚庆微电影，这里已成为继三亚之后的又
一婚纱照热门拍摄地。据了解，该景区在对新人和婚庆摄影机构推出优
惠举措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婚庆服务部对接婚纱摄影机构。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分界洲岛
拓展婚庆游

本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
蔡佳栩）日前，来自省群众艺术馆、琼海市博鳌书
画基地和母瑞山美术摄影基地的摄影达人手持

“长枪短炮”，踏上了寻找“最美定安”的征程。
为探寻镜头中的“最美定安”，他们的足迹踏

至百里百村，在爱情树下聆听元王子图帖睦尔和
定安娘子青梅的爱情故事，在亚洲榕树王下见证
历史的变迁，在道教五祖白玉蟾羽化升仙的文笔
峰顶感悟“天人合一”真谛。

记者了解到，“最美定安”主题作品全国征集
活动自2014年6月1日起面向全国征集文学作
品、歌曲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以及微视频、微
电影、纪录片作品等五大类主题作品，总奖金80万
元，特等奖30万元，投稿时间截至2015年3月31
日。随着活动知名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
经加入到了探寻“最美定安”的行列当中。日前，

“最美定安”专题网页已上线，方便网友参与。

主题作品全国征集活动火热进行

摄影达人踏寻“最美定安”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张琳 何贤顺）
“白发东坡九死殇，一身无罪自沧浪。文心号角三
年短，笠影孤城一恨长。载酒放形邀夜月，乘风快
意破天荒。铜琶铁板多豪气，愿学先生诗更狂。”
11月30日，已返回太原的山西诗词学会会长时
新，给记者发来一首七律《过东坡书院》，字里行
间，洋溢着对东坡先生的崇敬之情。

11月17日至18日，时新在儋州参加诗词研
讨会期间，与上百位诗人赴该市中和镇东坡书院
拜谒东坡。儋州东坡书院位于该市中和镇城区东
郊，曾是大文豪苏东坡“居儋三年”的讲学场所，历
代均有修缮或扩建。如今，该书院拥有文献、书
画、楹联、碑刻、雕塑、器具、井泉等著名人文景观，
因而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
旅游景区。

在东坡书院，诗人们兴奋不已，每个景点都
要仔细品味，并掏出手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
停。“我终于看到东坡了！”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检
察日报驻青海记者站记者王芷斌激动地说，“近
距离见到东坡雕像，就像见到了先生本人。”王芷
斌特地站在东坡雕像前，请人帮他拍照作为纪
念。他表示，回青海后，要向亲朋好友推荐儋州
东坡书院等景区，让他们多到海南旅游休闲。中
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刘祺子指出：“东坡先生及其
诗作，是重要的国粹和文化瑰宝，到儋州东坡书
院一游，让人收获颇丰。”

百位诗人为儋州东坡书院所吸引

愿学东坡诗更狂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记者黄媛
艳）今天，首届天涯海角婚恋月在天涯海
角游览区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
婚礼秀等7大主题活动将搅热婚庆旅游
市场。

为更好地营造天涯海角作为爱情
圣地的浪漫氛围，打造天涯海角婚庆
产业，天涯海角游览区首次举办婚恋
月活动，希冀借此实现传统景区的转
型升级。

本届婚恋月从12月1日至31日，其
中，12月12日至14日将举办第18届中
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婚恋月活
动由七大主题组成，包括“爱要大声说出
来”互动活动；黎族风格婚礼秀、森系风
格婚礼秀、波西米亚风格婚礼秀、热带海
岛风格婚礼秀；“爱情猜猜猜”谜语互动
活动；爱情长廊相框展示；天涯海角广场
观海平台婚礼秀；“伴爱走天涯”集章寻
宝活动等内容。

首届天涯海角婚恋月三亚启动

七大主题活动浪漫一整月

本报椰林12月1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陈思国）为了让本省居民欢度
欢乐节，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生态
旅游区推出门票优惠活动，这是记者今
天从该县有关部门获悉的。

欢乐节期间，凡海南本省游客持身
份证、在校师生持学生证或教师证、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持老年证，可享受南

湾猴岛生态旅游区门票100元/人的优
惠（含景区门票、往返交通票、价格调节
基金），1.2米以下儿童、70周岁以上海
南老年人持身份证免门票。

本次活动针对自助游游客，旅游团队
不享受上述优惠。游客入景区前，需持相
关证件在景区索道站售票处办理核对登
记手续后即可享受优惠。

今年欢乐节期间：

南湾猴岛门票有优惠

本报嘉积12月1日电（记者蔡倩）
“去年到琼海，还没发现有这么个好地
方。这样的新景点，我们老人最喜欢！”今
天，来自天津市的候鸟老人刘阿姨如献宝
一般，向自己的老姐妹们介绍着琼海嘉积
镇官塘村委会北仍村这个新景点。

确实，今年来到琼海官塘温泉开发
区度假的候鸟老人们有了新去处。“我们
就住在天来泉温泉养老社区，今年一来
就听说这里有个新景点，散步10分钟就

到，是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地方。”刘阿姨
与老伴一行6人在北仍村里参观了乡愁
味道农家乐、草寮咖啡屋、北仍大客厅、
北仍书屋、北仍村生产文化室等景观小
品，在绿林间深深呼吸着新鲜空气。他
们时不时还驻足与村里的阿婆们攀谈，
了解北仍村的历史。

“国庆节以后，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
多，进村的车也越来越多了。”北仍村村
民小组长刘昌江正带领村民加宽村道，
设置会车点以方便车辆通行。近两个月
来，北仍村不断完善村子的清洁绿化美
化打造，新增了北仍村生产文化室、北仍
大客厅、北仍书屋等景点。

变化的不仅仅是小乡村，还有官塘温
泉开发区这个大景区。景区慢慢适应着
村庄的改变，逐步与北仍村融合在一起。

“不知道村里有没有民宿，要是能租
房子住在村子，自己种种花草，空气好、
又安静，那最好不过了。”来自哈尔滨的
候鸟老人王莲在北仍村里转悠，她告诉
记者相比较起景区里的酒店和公寓，自
己和老伴更愿意住在北仍村里。

“今年天来泉社区举行广场舞比赛，
我们的业主还特意邀请了村民舞蹈队来
一起表演。”天来泉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钟春莲介绍，天来泉的业主多
为候鸟老人，他们经常与北仍村互动，军

坡节时还会带上鸡鸭鱼肉，到村民们家
里一起过节。

不仅仅是相互融合，北仍村甚至还
带动了官塘景区的发展。“我们村道路网
都在进行优化设计，进出村的主干道都
与景区相通。”官塘村支书李昭良说，北
仍村是星级酒店、休闲社区重重包围中
的一块“世外桃源”，发展乡村度假游后，
对景区也悄然产生了影响。

毗邻北仍村的星级酒店御泉庄为了
与北仍村互动发展，主动拆除了酒店围
墙。“村道改到哪儿，我们的围墙就拆到哪
儿。”御泉庄项目负责人潘进太说，该项目
紧挨着北仍村，围墙与优美的景色不协

调，拆掉围墙，才能让酒店与村子更融洽。
潘进太告诉记者，他发现北仍村景

观设计时尚又古朴，一处设施一个点缀，
看似是随意而为，却又是匠心独运。村
里不设围墙，天地密林就是天然屏障，建
筑木地板与树木之间紧密扣合，浑然一
体。酒店的景观打造设计，将进一步增
加乡村味道，与北仍村原生态文化融合
一体，形成互动发展。

“让到北仍村的游客想去御泉庄，御
泉庄的游客想去北仍村。”潘进太总结，
官塘温泉开发区的景区品牌需要景区与
周边乡村共同打造，项目与百姓互动，才
能形成全域旅游景区。

琼海北仍村农家乐与官塘景区的酒店、旅游地产项目互动发展

小村庄搅活大景区
旅游新 观察

旅游新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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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楼市政策利好下
的销量回升，并未扭转 11 月
房价的下滑趋势。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12月
1日发布数据显示，11月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为
10589 元/平方米，环比、同比
再次双双下跌。100 个城市
中82个城市住宅价格同比下
跌，下跌城市个数较上月增加
4个。也就是说，超过八成城
市房价已回调至一年前水平。

不过，相比 10 月，北京、
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宅均
价出现回升迹象，在连续6个
月下跌之后11月份首次出现
微幅上涨。

据最新发布的百城房价数据，11月全国
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均价为10589元/平方米，
相比10月份10629元/平方米的均价，环比下跌
约0.38%，连续第7个月实现环比下降。

环比下跌城市数量也在持续增加。11月，
住宅价格环比下跌的城市个数为76个，较上月

增加3个。其中，中山、绍兴、日照跌幅最大，下
降3%以上。环比上涨城市23个，环比减少4
个。仅衡水一城住宅均价与上月持平。

另外，百城房价同比数值也在持续走低。
数据显示，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均价与去年同
月相比下跌1.57%，跌幅较上月扩大1.05个百

分点。
具体来看，11月份，100个城市中82个城市

住宅价格同比下跌，下跌城市个数较上月增加4
个。也就是说，超过八成城市房价已回调至一年
前水平。其中，三亚等10个城市跌幅较大，约
10%—18%。

与百城整体房价环比、同比下跌相比，11月
份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住宅均价数值止跌微
涨，稍显乐观。

据百城价格指数对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
住宅调查显示，2014年11月十大城市住宅均价为

18946元/平方米，环比在经历连续6个月下跌后，
首次微幅上涨0.07%。

上海、深圳、天津、南京4城环比上涨。其中，上
海住宅均价环比上涨1.18%，涨幅居十大城市首位，
同比涨幅也达5.23%。但北京、广州等其余6个城市

仍不同程度下跌，重庆跌幅最大，环比下跌1.81%。
十大城市中，房价同比下调城市数量也超

过半数，仅上海、北京、南京、深圳保持上涨。今
年以来房价下调幅度较大的杭州，11月份不仅
环比持续下跌0.93%，同比跌幅达到了10.08%。

从各地限购松绑，到10月后房贷新政、央
行降息、公积金调整等举措，楼市利好政策相继
出台。在此影响下，近来不少城市楼市成交出
现回暖迹象。

不过，从11月百城房价数据看来，全国主
要城市住宅价格降幅虽已继续收窄，但下跌态

势仍未扭转。
究其原因，业内人士认为，从供应情况看，

年内大部分城市高库存的现状仍未改变。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全
国主要35个城市中，温州、西安、沈阳等13个城
市存销比超过了20个月。

另外，在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张旭看来，上半
年市场低迷已造成了多数开发商较大的业绩压力，
因而涨价动力并不大，平价走量仍为当前主流。

中国指数研究院也预测，未来“去库存”仍
是楼市主旋律，短期内全国主要城市住宅价格
仍面临下行压力。 （来源：中新网）

百城房价再现同环比双跌
超八成城市房价跌回一年前

本报讯 国际现货黄金周一（12月1
日）亚洲时段开盘跳空低开后，进一步
扩大跌幅逾2%，并刷新1142.70美元一
个月低位，因上周日（11月30日）的瑞
士黄金公投以78%的高票被否决，进一
步提振了空头的情绪，同时上周原油价
格暴跌也令金价承压。同时，现货白银
更是暴跌逾5.5%，并创下14.48美元/盎
司的近5年低位。

瑞士11月30日就提高黄金储备动
议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77%的投票
选民反对这项动议。

这项名为“挽救瑞士黄金”的动议
提出，瑞士央行货币储备中的黄金份额
至少提高至20%，储备黄金不许出售且
必须在瑞士本国储存。为达到20%的
黄金储备比例，瑞士央行应在未来5年
内购买1500吨价值700亿瑞士法郎（约
合725亿美元）的黄金，并且在3年内收
回瑞士存储在英国和加拿大的黄金。

瑞士资讯网站当天公布的结果显
示，约49.8%的瑞士选民参加了这项公
投，其中77%的投票选民反对这项动
议，瑞士联邦26个州全部否决这项动
议。

瑞士是全球人均黄金储备最高的
国家，目前瑞士央行黄金储备占其货币
储备的7%。瑞士联邦政府和议会认为
这项黄金储备动议将限制央行的自由，
固定的黄金储备份额不利于央行保障
价格稳定和调控经济发展。

德国经济学家 Martin Gueth 表
示：“瑞士央行的政策受到了确认，通过
反对公投，瑞士人民表现出了对目前状
况的偏向。”

此次黄金公投由瑞士右翼的人民
党提出，内容包括瑞士黄金储备占起外
汇储备 20%且不得再出售黄金等内
容。瑞士央行和瑞士政府此前都一再
表达了对黄金公投的反对。

此外，当天和黄金公投一起进行
的另两项公投。一项关于外国富翁的
优先权，另一项关于移民，也都未被通
过。

事实上，上周五（11月28日）就金
价已经出现了下滑的迹象，当日价格从
1190美元/盎司直落至1165美元，导致
芝加哥期权交易交易所（CBOE）黄金波
动指数（GVZ）上涨了超过11%。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RBC
Capital Markets Global Futures）
的副主席George Gero认为，金价波动
性的上涨是意料之内的，因各基金在过
去几天都在离开黄金市场。

Gero还称，黄金市场的未平仓合约
减少了差不多1万个，并且目前黄金市场
没有清晰的方向，投资者们都处在观望状
态。同时临近年底，一些基金可能在清出
那些已经有所损失的头寸，以使其总账更
好看。 （小升）

瑞士“黄金公投”遭否决 金银价格暴跌
金价跌回1140时代，银价创近5年低位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 （记者陈
平）今日沪深两市双双高开，盘中
出现剧烈震荡，早盘一度冲高突
破 2700 点，但 12 月的第一个交易
日，市场并未能延续之前的强势
上涨，上证指数于午后出现震荡
回调。

截至收盘，沪指收报 2680.16
点，跌幅0.1%；深成指收报9095.76
点 ，涨 幅 1.04% ；创 业 板 指 收 报
1552.31 点，跌幅 1.18%。个股涨跌
比723：1631，两市成交6908.6亿元。

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市场在上冲
过程中遇到抛压较大，但近几日形成
的赚钱效应又令不少投资者勇敢地
入市承接，双方处于僵持中，后市面
临方向选择。后市操作上，建议加大
防范风险意识，注意减仓反弹高位的
个股，提前做好止盈止损准备，迎接
即将到来的调整。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指终结七连阳失守2700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20点

昨日市况

12月1日，一名女士从香港湾仔一
家银行的恒生指数电子显示屏前走过。
当 日 ，香 港 恒 生 指 数 下 跌 ，收 报
23367.45点，比上一个交易日收市下
跌620点，跌幅为2.58%。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王希）国家统
计局1日发布报告，11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为50.3％，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
河表示，11月我国PMI继续高于临界点，表明制
造业总体上仍保持扩张态势。

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11月
份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高于临界点，从业人员指数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低
于临界点。

制造业仍保持扩张态势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王希）中国贸
促会新闻发言人于晓东1日表示，面对严峻的外
需形势，贸促会今年以来通过落实减免涉企收费、
推广办证系统电子化等多举措促进外贸稳定发
展，惠及6万余家进出口企业。

于晓东是在此间贸促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作出上述表示的。

据他介绍，贸促会系统自2012年以来先后免
收企业申办原产地证书（包含一般原产地证书、优
惠原产地证书、加工装配证书和转口证书等）和
ATA单证册费用。据统计，仅今年以来就免收企
业申办原产地证书费用8321万元，免收企业办理
ATA单证册费用448万元。

贸促会系统还通过推广办证系统电子化，支
持企业自主打印原产地证书，推动电子原产地证
书跨境传输，帮助企业提高通关效率，减少综合贸
易成本。

贸促会减免涉企收费
惠及6万余家外贸企业

12月1日，山东省沂源县东里镇前绳庄村的
农家妇女在制作中国结。冬日时节，山东省沂源
县各级妇联积极引导农家妇女开展冬季创业增
收，从业农家妇女达到2万余名。 新华社发

冬闲创业忙增收

百城房价环比
连跌7个月

十大城市房价
环比微涨

降价跑量仍是
市场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