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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听音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本报海口6月 26日讯（记者陈蔚
林）今天上午，海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化
暨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公开工作推进
会在海口举行。会上，海南省政府采
购电子化平台正式上线开通，标志着
海南省级政府采购步入电子化采购新

时代。
海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化业务系统

于今年5月投入试运行，6月上旬通过了
专家评审和项目验收，被评价为“设计
理念新颖、架构先进灵活、流程规范完
整，实现了政府采购业务的全流程信息

化、规范化、无纸化交易管理，能够满足
我省公共资源交易的业务需要，处于国
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7月起，依托这一平台，海南省级政
府采购将全部实行网上采购，实现政府
采购信息公开透明、采购流程规范透

明、采购全程留痕可追溯、全程操作无
纸化。供应商无需多次跑路，在网上就
可直接进行标书下载、在线投标、网上
开标和网上签约，既节约成本，又公开
透明，便于社会监督。

推进会由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主办，省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共采购
分会协办。副省长王路出席，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省政府各厅局相关负责人参
与会议。

海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化平台上线开通

省级政府采购全部上网

本报北京6月 26日电（记者符王
润 许春媚）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
于今天在北京开幕，海南省旅游委组织
了多家旅游企业参展。此次海南展区
设置了琼北旅游圈、旅游房地产、大三
亚旅游圈、酒店和景区 5大展位。同
时，海南省旅游委和中国工商银行联手
推出的“融e购海南旅游商城”启动上
线仪式。

在今天的海南展区，以婚庆旅游为
主题的浪漫布置引起了众多年轻参观
者的兴趣。海南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参展，海南主打婚庆旅游，也
是为了吸引更多北京的年轻游客。同
时，通过将琼北旅游圈、大三亚旅游圈
的旅游产品整体打包进行促销，能让参
展者不仅仅感受到海南的独特资源，更
能看到实实在在的产品。

在今天的博览会上，由省会经济圈
与琼北旅游工作办公室联合琼北8市县
政府代表，以及绿地集团、富力集团、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等海南旅游地产
和旅游景区等机构组成的推介团队引
起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网、腾讯网等十余家重点媒体的关
注。此次琼北旅游推介的主题为“互联
网+旅游+地产+……”，琼北各市县纷
纷向旅游买家和媒体展示了各自的特
色资源及最新的旅游产品。

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已连续成功
举办了十一届，已成为国内外旅游业重
要的交流交易平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红日初升，为椰城镀上一层暖暖的
金黄。绿茵场上，十几个平均年龄不过
12岁的女孩正迈着整齐的步伐，攻克
每天的4000米晨跑，满头满身的汗水
洒落在跑道上。

这里是清晨7时许的海口，已经训
练了一个半小时的她们，是正在备战
2015“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
赛的琼中女足队员们。

今年4月，琼中女足在“2015斯凯孚
（SKF）与世界有约”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
邀请赛中一举夺冠，获得代表中国参加

2015“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的参赛资格，将于7月初远赴瑞典，与来
自75个国家的1755支球队同场竞技。

奔跑在绿茵场上，12岁的王靖怡
神采飞扬。这个原本爱美的女孩，如今
顶着一头男孩一般的利落短发。她满
不在乎地抖了抖发梢的汗水：“短发比
长发好，看着精神也不挡视线。球一过
来，再远也能看得见！”

不苦、不累、不怕，这是这支诞生于
国家级贫困县，由黎族、苗族青少年组
成的足球队的队员们在接受采访时说
的最多的词组。然而，在这“三不”的背
后，是她们要在保证文化课学习的情况

下开始的高强度训练：每天凌晨5点起
床，从勉强能看清球场时开始训练，直
至天黑后彻底看不清球场时，再用一场
800米长跑结束一天的训练。这其中，
不仅要完成颠球、运球、传球等基本训
练，还要进行七人制针对性训练，配合
教练进行战术研究等。

“尽管训练强度空前，可是还有孩
子在训练结束准备撤回宿舍时舍不得
离开，总央求我们再练‘5分钟’。”教练
肖山告诉记者。

今年报名参加世界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的队伍里，不乏皇马、曼联、巴萨等
知名足球俱乐部的后备梯队，实力不容

小觑。相对于西方国家代表队，琼中女
足有着客观上的身材劣势。“我们的孩子
平均身高一米五，将要对战的队伍平均
身高大多在一米六以上，在身体对抗上
我们处于下风。但有得必有失，这也意
味着我们的孩子更为灵活。”肖山说，连
日来，他为队员们进行了多项针对性训
练，着重提升孩子们的身体对抗性和团
队默契度，及恰当运用身体灵活性等。

在问及是否有信心迎战时，一直羞
涩得不敢面对媒体镜头的王靖怡突然
抬起头来，眼角含着烁烁的光芒：“我们
有信心！”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琼中女足高强度训练备战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一米五对战一米六，她们不怕！

海南组团参加2015北京国际
旅游博览会

主打婚庆旅游
吸引年轻游客

本报三亚6月26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雷厉轮）
近日，三亚对荔枝沟片区的4栋违建进行拆除，建筑面
积17335平方米，其中包括一栋9层楼高已营业酒店。
记者获悉，在拆除酒店过程中曾遭到业主暴力抗法，经
过近5个小时的协调，最终施工队顺利进场拆除。

据悉，这 4栋违建皆为外地人购买土地，于
2010年左右建起的。这批违建中，单体面积最大的
是翠屏湖大酒店，业主为福建籍老板，建筑面积
7875平方米。另外3栋违建均已封顶，共有房间
236间，均未住人，其中有1栋已出售给一家公司。

“这4栋违建都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报建手
续。”吉阳区城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这批违建建
设初期，执法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责令停止违规
建设行为的通知》《关于依法停止违法建设行为的
通知》，并先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强制执行决
定书》《强制执行催告书》，责令违建者自行拆除违
法建筑物。今年5月，吉阳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又一
次挨家挨户宣传拆违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并
下发了违建房屋内物品搬离通知。

截至记者6月26日发稿前，翠屏湖大酒店已被
破坏性拆除。

三亚拆除
荔枝沟片区4栋违建
包括一栋9层楼高且已营业酒店

本报嘉积6月 26日电（记者蔡倩 通讯员谢
戈）今天上午，琼海市政府出动由多部门组成的联
合执法队伍，进驻中原镇沙坡村，依法拆除12户
20间违法建筑物，清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面积
3100平方米。

这批违法建筑抢建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试验区项目内。此次拆违行动，坚决打击了在重
点项目周边地区的突击抢建、乱搭乱建的违法行为。

在拆违过程中，琼海市主管领导带队到现场指
挥，职能部门做到事前下达拆违通知书，执法队伍
仔细检查每一间违法建筑物，确保没有滞留人员后
再行拆除。

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全面
开发建设的条件已经成熟。先行区一期基础设施
项目与琼海迎宾大道的“六路一厂”项目之一的康
乐路，将于今年8月动工建设，连接先行区的其他项
目也将于今年10月份陆续开工建设。

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
项目内突击抢建、乱搭乱建

琼海20间违建被拆

在儋州市保障性住房丰华小
区，部分业主开始入住。

据介绍，自2011年以来，儋州
市分9次对怡心花园、丰华小区、佳
华花园等6个保障房小区的逾万套
保障房进行了配租配售，至今没有
接到一起群众投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张琳 摄

儋州保障房
分配零投诉

———海南日报—海南日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大型采访报道·泰国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朱和春 美编：许丽

■ 本报特派记者 蔡潇 况昌勋 岳嵬

“起立，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标准的中文发音、亲切的开场语，在泰国曼谷

菩提善中学初一，和普通的中国中学课堂一样的，
25岁的汉语老师周佳妮开始了她一天的课程。周
佳妮是海南省教育厅2014年派出的赴泰汉语教师
志愿者，来自海南师范大学。

“现在泰国学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当地华人
华侨送孩子学汉语，就连土生土长的泰国人也在学汉
语。”周佳妮说，她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公立中学，共有
2500名学生，其中有4个年级550多人在学习汉语。

汉语为什么会在泰国兴起？这与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中，中泰紧密交流、贸易繁荣息息相关。与此同
时，汉语也对泰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泰语中，尤其
是生活用词中，有大量的汉语语汇，而且其中以潮
州、海南、福建、广州等方言为读音。据中泰文翻译
专家研究，泰语从汉语借用的词汇在30%左右。

泰国的汉语热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汉语教师
短缺的情况。从2006年开始，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
大学每年从师生中选拔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到泰国
等东南亚国家教授汉语。周佳妮就是其中之一。

“初中的学生从零基础开始，一年后能说上几
句简单的日常汉语。高中的学生进步则比较大，高
一就能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了。”周佳妮说，汉语在
泰国很亲切，“你好”“我爱你”，这两句中文在泰国
几乎人人会说，中文歌曲《甜蜜蜜》更是家喻户晓，

“在泰国教汉语，自豪感和满足感都挺强烈的”。
“我们汉语教师志愿者就像是民间文化使者，

如同星星之火，把汉语传播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周佳妮说。 （本报曼谷6月26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况昌勋 蔡潇 岳嵬

“海南与泰国教育交流在民间有很
好的基础，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今
天，在曼谷湄南河畔，泰国教育部国际
合作交流处处长杜丽娅·阿曼达维娃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非常期待
海南学校与泰国学校建立友好学校，泰
国教育部愿意牵线搭桥。

泰国学习汉语人数出现“井喷”现
象，让泰国汉语师资极为短缺。“我们

没法在短时期内培养足够的汉语教
师，需要中国在师资方面给予帮助。
一方面从中国引进，另一方面让泰国
籍教师到中国进修。”杜丽娅·阿曼达
维娃说，泰国有许多祖籍海南的华人
华侨，两地的教育文化交流历史悠久，
未来海南可以在汉语师资方面与泰国
加强合作。

杜丽娅·阿曼达维娃认为，开展
师资的交流与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泰国可以得到更多很好的汉语教师，

而海南也可以获得丰富的海外教学
经验。

其实，海南非常注重国际教育交流
平台的建立，琼泰具备合作的条件。目
前在琼州学院建有“教育部教育援外基
地”，面向亚、非、大洋洲等发展中国家
政府官员和行业专家开展培训；在海南
师范大学建有“国家汉办东南亚汉语师
资培训基地”，为东南亚国家培训本土
汉语教师和国内高校选派的汉语志愿
者教师。

不仅在语言方面，在其他学科方
面，泰国也非常期待与中国有合作。海
南与泰国气候相似、地缘相亲，旅游产
业、热带农业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专
业可以进行合作与交流。

“我们有泰国农业大学，还有其他
开设了酒店、旅游等专业的高校，非常
期待海南高校来泰国访问，与这些学校
建成友好学校，加强学科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杜丽娅·阿曼达维娃说。

（本报曼谷6月26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况昌勋 蔡潇 岳嵬

6月26日，泰国曼谷，披耶泰路，坐落
着一座美丽校园，年轻的大学生在泰式建
筑下走过。这是泰国最具声望的大学
——朱拉隆功大学，由泰国公主诗琳通倡
议成立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就在这里。

泰国是孔子学院密度最高的国家
之一，汉语热已经持续了10多年，学习汉
语的泰国学生已从2006年的20多万人
增长到现在的100多万人。今天，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泰国教育部国际
合作交流处处长杜丽娅·阿曼达维娃用

“奇怪”来形容，“东盟提倡用英语沟通交
流，但是更多的泰国人喜欢学习中文”。

泰在华留学生2万人

飞机落在曼谷机场，走进签证大
厅，工作人员一口流利的汉语，会让不
少中国游客误认为“还在国内”。

“近年来随着两国的进一步交往，特
别是双方旅游业的发展，不少泰国人热
衷学习汉语。”杜丽娅·阿曼达维娃说，仅
在校学生就超过100万人，如果加上社

会上各类培训班，那数量非常庞大。
泰国艺术大学教师燕芳是土生土

长的泰国人，却说着一口标准的汉语。
她告诉记者，上高一时学校开设了汉语
课，她非常感兴趣，就参加了。2009年
本科毕业后，她还特意到中国青岛大学
就读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

像燕芳这样到中国留学的泰国学生
不在少数。目前，泰国赴华留学生已达2
万人，这对于只有6800万人口的国家来
说，比例极高。“当然，中国也有许多人开
始学习泰语，在泰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达
到1.2万人。”杜丽娅·阿曼达维娃说。

琼泰教育合作频繁

在泰国海南公馆大院内，坐落着一
所小学，教学楼上用中文写着“新育民
公学”。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由泰国琼
籍华侨于1921年筹资创办的华文学校
——育民学校。1926年，育民学校学生
数量曾达到380多人。如今，这所学校
已经成为公立学校。

“不仅在泰国让子弟学习华文，我
们也希望把小孩送回家乡读书，学习中

国文化。”泰国海南会馆理事长陈文秋
说，1947年他9岁时，父亲把他送回文昌
读过两年书，学习中文与中国文化。“现
在我们也与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
南华侨中学建立了教育交流合作，每年
由海南会馆派送学生到海南学习。海南
一些学校也每年选派教师、学生到泰国

进行交流。”陈文秋说，“泰国琼籍华侨人
数众多，有学习华文的需求，我们也一直
在推动琼泰教育的合作。”

周佳妮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的志
愿者，现在在曼谷菩提善中学教授汉
语。“今年是在泰国第二年，教汉语一
年，初中的学生从零基础学起，现在会

说几句汉语了，比如‘我是泰国人’‘我
家在曼谷’等。一些高三毕业生则考取
了泰国名校的汉语专业。”周佳妮说，看
到这些学生的成绩，会非常有成就感。

为经济合作打基础

“会汉语的泰国人就业率很高，工
资也高出不少。”燕芳说，随着中国的经
济发展与中泰的合作日益加深，不管是
在工业、经济贸易还是旅游业等，都需
要大量的汉语人才。

教育文化交流是增强两地相互了
解的重要纽带，是沟通两地人民感情的
重要渠道。地处于海上丝绸之路要冲
的海南，自古以来与泰国经济交流频
繁，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海南与泰
国在进出口贸易、投资兴业、旅游、农业
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杜丽娅·阿曼达维娃认为，教育文化
交流是社会经济交流的前提和基础。“我
们非常愿意与海南在教育方面进行合
作，不仅局限于汉语教学，在其他学科方
面也应该加强合作，为经济发展与合作
储备人才。” （本报曼谷6月26日电）

“走出去”的文化使者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琼泰教育合作日益频繁

汉语热潮涌泰国

泰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杜丽娅·阿曼达维娃：

期待琼泰结成更多友好学校

泰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
杜丽娅·阿曼达维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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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妮（右三）与2015届高三毕业生的合照。
（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