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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20日电（记者黄媛
艳）日前，知名在线旅游网站——途牛
旅游网发布《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旅游意
愿报告》（下称《报告》），预计今年“十
一”将成为近年来出游持续时间最长、
人气最旺的黄金周。根据用户预订情
况和历史大数据，双节期间，三亚位列
最受欢迎十大国内游热门目的地第二

名。
根据用户预订情况和历史大数据，

从今年中秋国庆游客的出游意愿、旅
游目的地偏好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报告》显示，中秋国庆双节，两成用户
选择“拼假”出游，且比往年更早预订
旅游产品；相较于暑期亲子游用户为
主力军，“双节”长假期间，预订出游群

体主要为城市年轻白领等期望长假的
在职人士；受益于可“拼假”形成的超
长假期，境内外长线游和深度游最为
受宠，最受欢迎的国内游目的地主要
集中在海南等地。

途牛旅游网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
八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中秋、国庆黄金周
期间将外出旅游。9月和10月，全国各

地均已进入凉爽秋季，正是出游的好时
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最受欢迎十大
热门目的地分别为丽江、三亚、昆明、大
理、北京、杭州、迪庆、嘉兴、厦门、苏州。

此外，双节期间受到用户欢迎的热
门景区主要集中海南等地，天涯海角、
亚龙湾、蜈支洲岛、三亚湾等景区位列
国人最喜爱的十大旅游景区。

秋意凉爽好出游

三亚位列双节国内游十大“热地”本报保城9月 20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贺林丽）在全省投资项目“百
日大会战”号角吹响之际，作为省重点项
目，以中华玉文化和生态文化为核心主
题的文化旅游度假区——神玉文化园，
今天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碧玉湖畔
（原缘真湖），正式开工建设。据了解，该
项目计划投资百亿元，将为海南省中部
文化旅游增添新的亮点。

据了解，保亭神玉文化园地处五指
山南麓，热带生态雨林腹地。园区已建
成枕水湖居、湖心岛居、观湖山居等独特
体验客房共55套，以及水莲花风味餐
厅、翡翠厨、湖心岛餐厅、大堂吧餐厅等
多种配套设施。

保亭神玉文化园总裁顾贵水说，目
前，项目总体旅游规划已经完成，定位为
雨林谧境、湖泊禅岛、文化圣地、度假天
堂。是以中华玉文化和生态文化为主
题，融合文化生态旅游景区、健康养生度
假基地和主题精品酒店集群三大业态的
文化旅游度假区。

项目生态规划控制范围面积为
6800多亩，核心规划占地面积2900亩，
建设用地规划指标为380亩。计划申报
3A景区，然后升级到4A，最终达到5A
级景区。

“我们计划投资百亿元，在这最美的
‘人间仙境’里，打造一家以雨林山水为
展厅的中华玉器博物馆——保亭神玉艺
术馆。”神玉文化集团董事长王伟斌说，
今年将建设入园乡村公路、生态酒店以
及相关配套设施，计划投资1亿元以上。

保亭神玉文化园
正式开工建设

本报海口9月 20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李拉）为进一步掌握全省污染
源排污现状，全面摸清全省“十二五”污
染物排污基数，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在
2010年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的基
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决定独立开展
全省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工作（以下简
称“更新调查”），以实现全省污染源调查
结果与环境统计数据衔接，保证“十二

五”后期各项环境管理和污染减排工作
的连续性，奠定污染防治与减排基础，实
现我省“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良好开
局。

此次更新调查的对象分为工业污
染源、生活污染源和农业污染源3个部
分，具体包括工业企业、城镇污水处理
厂、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垃圾处
理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医疗废物处置

厂、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以及养殖小
区等。调查内容主要针对工业、生活和
农业污染源，调查其污染源的基本情
况，包括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污
染治理设施及其运行情况等指标。更
新调查工作时间从今年7月起持续至
明年3月。

据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处负责人介绍，此次更新调

查工作的数据资料将作为我省“十三
五”规划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的基础，为
各级政府及环保部门科学决策和量化
管理提供重要参考，是制定环境保护
方针、政策，是编制环境保护规划、计
划，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重要
依据。

此外，此次更新调查工作涉及对象
广、内容多、技术要求规范、数据要求细

致准确，需要各相关方面齐心协力配合
完成各项调查任务。据悉，更新调查工
作得到的调查数据资料不与“十二五”污
染减排计划挂钩，不作为实施处罚和收
费的依据，调查对象的所有信息资料都
将进行严格保密，不允许泄露，希望各调
查对象做好相关数据协调获取工作，保
证数据真实完整，共同完成全省污染源
动态更新调查工作。

我省开展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
调查资料不作为处罚和收费依据，并严格保密

本报那大9月20日电（记者郭景水 特约记
者谢振安 通讯员刘占锋）儋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服装设计实训室里，19岁的符美瑞正和同学们
缝制衣服。门外，她的母亲符玉鸟欣慰地说：“女
儿在学校才学习了一年时间，就已经会做衣服了，
今年暑假在家给我缝了一件短袖衫。”

近日，儋州职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暨创新素质
教育成果汇演活动，300多名家长来到学校，现场
感受孩子们“交出来的学习成果”。

2014级学生拿出了他们在烹饪、美发、服装、
雕刻、器乐等方面的“专业技能成果”。品尝了孩
子们制作的马蹄糕、绿豆糕之后，学生家长王不勇
连连点头：看来让孩子选择上厨师班很正确。

2015级的千余名新生则为家长们表演了T台
走秀、集体舞、形体操、礼仪操、健身操等。儋州职
校今年秋季开始与深圳奋达教育集团开始合作办
学，这些表演就是由深圳老师带队训练的。学生家
长王傅后看了之后高兴地说，感觉孩子精气神非常
好，“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读书学技能，我非常放心”。

儋州职校校园开放日，家长感叹——

“把孩子送到这所
学校，我们放心！”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上接A01版
省政府直属各部门也以百日大会战

为契机增强责任担当意识，提高抓发展、
抓经济的能力，提高行政效能，强化抓落
实的意识，积极主动服务项目建设。譬
如，省发改委将全面梳理500个项目计
划，对审批项目实行绿色通道，提高审批
时效；省工信厅积极对接有关部门“会
诊”重点项目建设，促使一批新开工项目
摘掉投资为“零”的后进帽子，同时积极
谋划储备一批总投资额超1900亿的重
点工信项目；省工商局则亮出实招，企业
一时无法提交所有材料的，一律实行“容
缺预审”，等等。

省统计局新近披露的数据，一定程
度上佐证了我省正掀起抓项目促投资热
潮：今年1-8月，全省固定资产完成投
资2000.99亿元，同比增长7.8%，固投
呈继续加快增长的势头。

◀上接A01版
进行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一是有利
于更加有力地推进这些工作，二是有
利于检验各级政府开展这些工作的成
效。我们要通过大会战，学习经验、查
摆不足，进一步纠偏拨正、鼓舞干劲，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生根，更
好地推动项目建设快速发展。

开展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是对
全省上下干部作风是否过硬、是否严
实的一次检验。项目审批速度快不
快、效率高不高，关键在于是否有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项目建设的能力强不
强、效果好不好，关键在于是否有担当
精神、严实作风。认真负责、迎难而上
的干部作风可推动项目建设事半功
倍。相反，庸懒散贪、不严不实的作风

却是干事创业的天敌，不仅影响项目
建设的进度，甚至造成项目建设变质
走样、劳民伤财。开展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就是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集
中检验党员干部作风是否过硬、是否
严实，就是要通过奖优惩劣、狠抓整
改，进一步形成敢于担当、严实奋进的
良好氛围，开拓聚精会神抓项目、抓落
实、抓推进的新局面。

大会战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
打好百日大会战这场硬仗，关键在于
履职尽责、落实到位。全省上下一定
要讲政治、顾大局、强执行，确保大会
战的各项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以上率下；
广大党员干部要凝心聚力、敢于担当；
各地各部门要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相
关部门要督查督办、严肃问责。做到

投入力量、工作节奏、方法措施、督导
力度的超常规。要将“三严三实”贯穿
百日大会战始终，坚持落细落小，真正
把“严”字体现在每一件事情上，把

“实”字落脚在每一个项目上，做到时
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

攻坚冲刺，时不我待。年初确定的
经济指标能否实现，各项重点工程能否
完成，惠民实事工程能否让百姓满意，
都将在这100天的时间内见分晓。走
马项目建设现场，处处是紧张施工的繁
忙景象，耳际回荡着机器的轰鸣，“一切
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大会
战场面令人精神振奋。只要我们咬定
目标，拿出敢拼的勇气，坚决干、加油
干、一天也不耽搁地干，扎扎实实地推
进项目建设，就一定能取得这场攻坚战
的胜利，迎来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

大干一百天 决胜攻坚战 投资项目百日会战启幕

■■■■■ ■■■■■ ■■■■■

“美丽中国”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
次被确立为我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
目标。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细胞。建设
美丽中国，重点难点在农村，关键还是要看
农村。澄迈县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
全省各市县中起步早、动作快、标准高、措
施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典范县、中国绿色
名县、中国生态文化建设示范县、全国生态
文明先进县，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低碳旅游
示范区等。在推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澄迈深入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将澄迈8年
多来国内率先进行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工
作，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凝炼和集萃，将

“美丽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有机结合，
绘就美丽澄迈新篇章。

产业造血带动乡村发展

宽阔整洁的街道，现代时尚的小区，郁
郁葱葱的绿化……走进澄迈福山镇向阳
村，实在看不出这里曾是茅草屋连片，垃圾
随地可见，道路坑洼不平的村落。

“这几年来福山镇的游客越来越多，给
我们村也带来的巨大变化。新房一栋接一
栋地盖起来了，村民不是打工就是做生意，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向阳村村民蔡琼花
感慨。

向阳村是一个幸运的村庄。2007年，
乘着我省文明生态村建设的春风，在当地
政府及农垦的大力支持下，向阳村经济收
入年年增加，并开始进行文明生态村建设，
村民们逐渐盖起了小楼房。2010年，澄迈
县借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海南西部地区
开发建设的东风，抓住承办第十一届中国
海南岛欢乐节的契机，在向阳村的前面建
设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沾风情镇的光，
向阳村的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的改善，如今
与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融为一体。2013
年，澄迈县开始创建三条“美丽乡村带”，向
阳村又幸运地成为该县创建的第一个“美
丽乡村”。

得益于福山风情小镇的带动，向阳村
有许多农民开始建起咖啡手工作坊，边供
游客参观体验，边销售咖啡。还有些农民，
以咖啡为原料，制作咖啡糕、香草糕等特色
小吃销售，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楼房
越盖越多。

澄迈认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发展，绝不
仅仅是建几条村道，种几株花草就能解决，
而是要通过产业‘造血’，让农民转变生产
方式，增收致富。

例如3条美丽乡村带中的福桥带，以
“美丽乡村”旅游带以咖啡文化为主题，在
试点村庄重点建设品牌咖啡文化产品，形
成咖啡文化氛围，从而打造成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小镇的休闲度假旅游带，并引领和
推进福山咖啡文化风情小镇建设成为国
内著名的以咖啡文化为主题的5A级旅游
景区。

农旅结合结出致富之果

随着城市化发展加速，澄迈同样也和
其他市县一样，面临乡村“空心化”、老幼留
守等问题。农村城镇化发展，劳动力是基
础，绝对不能让农村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

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经过调研与探索，澄迈县委、县政府认

为，以县域内小城镇的发展为城乡连接点，
实现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共
建共享，并依靠乡村的土地、旅游、农业等
资源，吸引农村人才回流创建家园。

侯臣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就是澄迈目前
正在探索的农旅结合方式之一。以党委政
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入股共建，积极探
索解决农村空心化、农村土地流转发展新
模式，实现党委政府、村民、企业多赢。政
府美丽乡村专项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路网、电网、给水、排水管网、水系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引进优质社会资
金投入旧村改，将旧村庄闲置的房屋和宅
基地建设为集商铺、家庭旅馆、茶坊等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民居，村民获得财产和
经营收益，参与新村经营管理获得工资收
益；村集体成立管理公司壮大村集体经济

实力。
“澄迈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让

村民生活更舒心更便利，收入更多。”自从
咖啡风情小镇开放之后，便吸引了大批游
客，毗邻小镇的侯臣村村民摇身一变，成为
风情小镇里的保洁员、销售员，甚至是超市
老板、农家乐老板。以前的果园菜地也变
成可供游客采摘、玩乐的农家田园。

如今，侯臣村规划建设了“美丽乡村”
项目，将进一步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业。
侯臣村村民蔡亲袖告诉记者，通过引进公
司，农民入股的模式进行美丽乡村改造的
侯臣村，平均年收入已经超过两万元，部分
村民通过搞第三产业（农家乐、饭馆、茶艺
馆、特色产品超市等）和现代高效农业（石
榴和木瓜种植基地等），年收入轻轻松松达
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收入增加了，幸福感也在增加。”在工
作之余，喜欢跳跳舞唱唱歌的梁大姐表示，

当她住在花了40多万盖起的自家楼房里，
在大枣基地和咖啡作坊里被游客们争相邀
请合影时，她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2015年4月21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与澄迈县战略合作备忘录暨侯臣村美丽乡
村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澄迈县福山镇举
行，海南广电与澄迈县强强联手、合作发展
乡村旅游的一次大胆创新和积极探索，双
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和资源，将“侯臣
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成海南“旅游特区”的
一个成功范例。

绿色低碳创建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改
善人居环境的战略要求，我省第六次党代
会提出了“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战略部
署。澄迈县迅速行动，贯彻落实党的战略
要求和部署，以发展“三农”（农村、农业、农

民），改善农村生产、生态和生活为抓手，多
措并举，全面推进该县“美丽乡村”建设。

2013年，澄迈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杨
思涛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澄迈
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总体方案》，提出

“示范引领、打造品牌、连点成带、全面推
进”的思路建设美丽乡村。到2015年，建
成6条美丽乡村带，力争全县99个500人
以上的村庄达到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要求。

美丽源于规划。为了科学有序地开展
建设工作，澄迈县提出了“五个结合”工作
原则和“五化”标准，“五个结合”即是建设
美丽乡村要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文明生态
建设、文化建设、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民增
收结合起来。“五化”即是环境净化、闲地绿
化、村庄美化、村道亮化、布局优化。

为最大限度节约资源地城镇化，澄迈
依据县、镇、村三级规划，综合考虑各个村
庄不同的资源优势、区位条件、文化底蕴和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突出特色，按照“示范
引领、打造品牌、连点成带，全面推进”的思
路建设美丽乡村。

例如福桥带中的白堂村、敦茶村，这两
个相邻村庄都是以种植香蕉和槟榔为主，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福山镇政府对两个村庄
进行了路面绿化平整、垃圾中转运输、房屋
立面改造等工程，两个村庄焕然一新。村
民们也不乱扔垃圾污染了，房屋全部刷漆
以香蕉、槟榔为图标，各有特色。

而不仅仅是白堂村、敦茶村，澄迈县
在所有自然村配保洁员、所有镇场配垃圾
转运车的基础上，提出了村庄人居环境改
造标准，包括布局优化、村庄绿化、路灯亮
化、河道净化等，采取“村收集、镇运转、县
处理”的创新性村庄环境卫生整治模式，
投入 900 多万元，健全和完善村镇垃圾
池、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建设。通过改造建
设，村庄改变了以往脏乱差局面，变成了
如今道路畅通、房屋整洁、环境优美的“美
丽乡村”。

建设美丽乡村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重要举措，是加快
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和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载体。海南省澄
迈县以“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生态优美、农
民生活富实”为目标的“美丽乡村”建设，
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效尝试，也是可供
借鉴的范本。 （文/晓慧 图/乐凯）

主编：罗清锐 美编：孙发强专题

以“美丽乡村”创建引领“就地城镇化”发展——

澄迈：挖掘特色资源 创建“海南范本”

2013年，澄迈县开始创建三条“美丽乡村带”，向阳村成为该县创建的第一个“美丽乡村”。

本报吉隆坡9月20日电（记者陈蔚林）9月
18日至20日，由省文体厅指导，马来西亚海南会
馆联合会、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海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海南省文联联合主办的“故乡情——
2015海南省·马来西亚书画作品交流展”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市展出。此次展览展示了我省知名书
画家吴东民等人创作的74幅书画作品，马来西亚
艺术家也带来了40余幅书画作品。

开幕式上，马来西亚琼侨代表表演了琼剧唱
段，随团前往交流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第5代刘
三姐扮演者王予嘉也登台献唱，现场气氛热烈融
洽，乡音不绝于耳，乡情深厚绵长。

“故乡情——2015海南省·马来西亚
书画作品交流展”吉隆坡开展

以书会友 借画牵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