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2日电
（记者郑直 何军）巴西当地时间12日
的赛事完结标志着里约残奥会已经结
束前半程争夺。在6天过后，中国残
奥军团以50枚金牌、40枚银牌和28
枚铜牌，共118枚奖牌的成绩强势领
跑，其中泳坛健儿贡献了20枚金牌。

12日的残奥赛场见证了中国代
表团单日11金10银5铜的表现。游
泳项目当日四度见金。独臂泳将潘世
云在男子S7级50米蝶泳决赛中打破
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以28秒41
拿下自己在里约的第二金。

“很意外，根本没有想到世界纪录还
能破，很完美。”潘世云赛后连连感叹，提
起同是游泳运动员的妻子，总是带着灿
烂微笑的他一脸甜蜜：“国内这个点儿她
还在睡觉吧，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

在女子S11级50米自由泳中，赛
前目标是“超越自己”的李桂芝超越了
所有人，以30秒73成为世界纪录的
创造者，也以金牌弥补了四年前在伦
敦摘银的遗憾。很少人知道，视力受
损的她曾在备战阶段弄伤脚趾，足足
有20天不能行走，甚至一度担心自己

是否还能来里约。此外，张丽与成姣
分别在女子S5级50米自由泳与女子
SM4级150米个人混合泳中夺金。

本届已经摘得三金的残奥“十金
王”许庆连日征战后略显疲态。在
SM6级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后他
被人搀扶出场，并接受了赛会医疗团

队的治疗。坐着轮椅出现的他笑着安
慰大家：“没事，只是有点缺氧的症状，
所以他们没让我自己走路。”

前半程贡献10枚金牌的田径项
目当日再取一金。男子F35级铅球比
赛的冠军令今年32岁的傅昕瀚欢欣鼓
舞，这是投身体育16年以来，他在世锦

赛和残奥会上第一次品尝到金牌的甜
蜜。他激动地表示，得益于家人与恩
师的支持，自己终于站上世界之巅。

中国队在奥运会后继续展示乒乓
球领域的统治力，当日共有5枚残奥
金牌被中国队员收入囊中。茅经典与
张变实现在女子8级与5级单打中的
残奥两连冠，曹宁宁与葛杨分别在男
子5级与10级单打中称雄，首度参加
残奥的薛娟则问鼎女子3级单打。

艾新亮与周佳敏在复合弓混合团
体决赛中展现神箭手本色，稳定表现
力压英国队夺冠。赛后两人表示希望
国人都能够看到中国选手的精彩表
现，能够为国出战感到非常自豪。

在坐式排球比赛中，中国女队以3：
2击败美国队，盲人门球女队则以8：3
战胜加拿大队。

6天过后已夺50金40银28铜

中国军团领衔半程奖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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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
手张丽以36
秒 87 的 成
绩获得女子
50米自由泳
S5级金牌。

新华社发

里约残奥会

本报椰林9月13日电（记者陈雪怡 程范淦
通讯员陈思国）记者今天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文体局
了解到，2016年中欧乒乓球世界冠军对抗表演赛
将于9月17日晚在陵水雅居乐体育馆上演。

本次比赛高手云集，中国选手王涛、王皓、
丁松、马文革，欧洲选手包括瑞典的佩尔森、德
国的罗斯科夫、丹麦的梅兹、奥地利的陈卫星等
乒坛名将将齐聚珍珠海岸，展开精彩对决。比
赛当晚将进行4场表演对抗赛，中场环节还设
有参赛选手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游戏。

中欧乒乓球对抗表演赛
9月17日陵水挥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口东站站前
广场入口左侧一块醒目的绿色倒计时牌高高竖
起，这是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倒计时牌。
此次竖立倒计时牌是环岛赛举办11年来的首次。

环岛赛作为海南倾力打造的重大国际品牌
体育赛事，历经了10年的发展，已成为亚洲顶级
的公路自行车赛。2016第11届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将于10月22日—30日举行，倒计
时牌的设立预示着环岛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筹
备阶段。

海口东站竖立
环岛赛倒计时牌

北京时间9月15日凌晨，欧冠小组赛F组将
迎来一场焦点战役，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将坐镇
主场迎战葡超豪门里斯本竞技。除了胜负悬念，
此战还有颇多看点。

从实力对比和近期状态上看，主场作战的
皇马普遍被看好。不过，葡超豪门里斯本竞技
是一个难缠的对手，皇马取胜也不会轻而易举。

在上周末的西甲第三轮比赛中，C罗时隔
105天后伤愈复出首发出战，第66分钟被本泽
马换下。与里斯本竞技之战，C罗如无意外将
出战，他与贝尔和本泽马的BBC组合很可能联
袂首发。这将是新赛季BBC组合首次携手出
战，他们将爆发多大威力？此战也是C罗首次
代表皇马出战他出道时的老东家里斯本竞技。
在欧足联官方数据中，C罗在职业生涯为数不
多与旧主的比赛中均有上佳发挥，此次他能否
延续打老东家就来劲的表现？ ■ 林永成

■ 欧冠小组赛前瞻

BBC重新合体显威力
北京时间9月14日，山东鲁能将

在亚冠联赛1/4决赛次回合比赛中主
场迎战韩国首尔FC。首回合鲁能客
场1：3告负，主场要想翻盘只能期待
奇迹的发生。

首回合蒙蒂略为鲁能赢得了1个
客场入球，这意味着鲁能主场2：0获
胜也能晋级。但考虑到两队的实力对
比，主场翻盘对于鲁能来说，几乎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小组赛阶段，鲁
能曾在主场1：4负于首尔FC。

显然，鲁能需要进球，而且是两个
以上，但也不能攻而忘守，一旦失球那
么出线将更加艰难。如何把握攻守之
间的兵力部署和力度分配？将考验鲁
能的勇气和智慧。当然，如果迟迟打不
开局面，也只能阵型前压舍命一搏了。

鲁能在最近7场亚冠比赛中仅取

得一场胜利，这一胜是在小组赛中主
场1：0小胜广岛三箭。反观首尔FC，
最近18场亚冠比赛只有一次出现过
净负对手2球的情况。相对于进攻，
鲁能在防守端面临的考验难度或许更
大，他们在中超亚冠近8场比赛中场
场失球，本赛季零封对手的场次屈指
可数。首尔FC在近期国内联赛中表
现平平，不过，这与他们目前的形势有
关，排名第二的他们追赶领头羊全北
现代无望，被身后的几支球队追上的
可能性也不大。首尔FC有可能把重
点放在亚冠赛事上。

无论是实力对比还是统计数据，都
显示鲁能翻盘希望渺茫。但对于鲁能
来说，必须忽视对阵纪录和历史统计数
据，只有做好自己，才能创造奇迹。

■ 林永成

■ 亚冠1/4决赛前瞻

鲁能翻盘寄望奇迹

9 月 13 日，在亚
冠联赛 1/4决赛次回
合比赛中，上海上港
队客场0：5惨败给韩
国全北现代队，两回
合总比分0：5无缘四
强。图为失落的上港
球员。 小新发

亚冠1/4决赛次回合

上海上港
0：5

惨败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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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澄文”一体化加速

厦洽会期间的文昌市专题招商推介
会上，一部风光旖旎的宣传片，从交通、
旅游资源、航天产业、南海资源开发服务
基地、对外开发平台等五方面，向前来参
会的客商详细展示了“海澄文”一体化发
展战略中文昌的独特作用和定位。

据文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晓桥介
绍，就交通优势而言，文昌北部地区正在
建设的铺前大桥连接了海口，贯通整个文
昌东部沿海的滨海旅游快速干道串起风
光产业带，文昌至博鳌高速公路等一批重
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这让文
昌一举摆脱了以往的交通劣势。

王晓桥说，文昌坐拥着丰富的旅游
资源，风韵独特的东郊椰林、神奇迷人的
百里红树林、胜似仙境的七洲列岛以及
木兰湾、月亮湾等36个美丽海湾等，是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6月25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此后每年
将有大量发射任务在文昌执行，这个面

向国际商业市场、兼具旅游观光功能的
新型发射场也为文昌旅游增添了新主
题，并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新亮点。

同时，文昌还有分布在世界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万海外华侨，尤其
是在东南亚各国，活跃于政、商、军、学各
界的文昌籍侨胞，不仅在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文昌
发展的坚实后盾。

据介绍，“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
圈的孕育，不仅让海口、澄迈、文昌连接
成了海南岛北部版图，也让2015年地区
GDP达1566.91亿元、超过全省GDP总
量40%的三个市县实现了多方并举的联
结，未来将在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基础
设施、生态环保、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六
大方面实现一体化。

“海澄文”一体化的加速，凸显了文
昌的优势，也收获着投资的青睐。

“十三五规划”起航

王晓桥介绍说，“十二五”期间，优
美的生态环境、便捷的交通网络、独特

的旅游资源、巨大的发展潜力、优越的
人文环境支撑起了文昌的经济发展，也
成功吸引了大量投资。随着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提质升级，以及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海澄文一体化经济圈”的战略部
署，琼东北将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
重要载体。

在“十三五”时期，文昌市还确定了
“一主一辅两带五区”的城乡发展空间布
局。“一主”是以文城城区为“主中心”的
全市政治经济中心、文化商贸聚居区；

“一辅”则是以锦山—铺前为“辅中心”的
文昌北部区域商业贸易中心、滨海旅游
区；“两带”分别为“两桥一路”串联起来
的滨海经济带和“海文高速—文博高速”
贯通的热带农业经济发展带。

而由高隆湾休闲养生旅游区、铜鼓
岭国际生态旅游区（含月亮湾高端旅游
度假区）、航天产业集群区、木兰湾片区
和冯家湾海淡水种苗产业区组成的“五
区”，是文昌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产业
发展重点。

科学的空间布局，也让产业发展土
壤更加肥沃。未来，旅游产业将是文昌

市今后一段时期重点打造的产业之一。
随着航天效应不断释放，航天科技体验
旅游或将成为今后旅游发展的新时尚。

此外，文昌还坐拥全省最长的海岸
线、最茂密的椰林，滨海旅游资源丰富，
同时作为著名侨乡，乡村旅游资源的独
特也正推动乡村休闲旅游的开发。

未来的五年，将是文昌抢抓“大众旅
游时代”的新机遇，发展全域旅游的好时
机。在科学的规划基础上，热带特色现
代农业、互联网产业、新型工业、现代物
流业、医疗健康产业、文化创意、教育产
业也能在文昌找到落脚点，此次厦门签
约成功的8大项目，就是文昌收获各大
产业投资青睐的最好印证。

重点片区建设崛起

在文昌市的“十三五”规划中，重点
片区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借助航
天经济发展重点推进的铜鼓岭国际生
态旅游区、月亮湾起步区、高隆湾度假
区、文昌航天发射场配套区和木兰湾
滨海新城，将把文昌打造成为具有航

天、椰林、侨乡特色鲜明的国际滨海旅
游城市。

目前，文昌市正抓紧推进铜鼓岭国
际生态旅游区、月亮湾起步区和高隆湾
度假区三大片区，这些地区也成为文昌
当下投资最为火热的地区。

规划面积86平方公里的铜鼓岭国
际生态旅游区，毗邻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有着28公里海岸线和原生态热带雨林，
以及独一无二的热带滨海旅游资源，将
重点发展旅游观光、医疗健康、文体教
育、科技创意等产业。

月亮湾起步区南接铜鼓岭、北向木
兰湾，滨海旅游公路贯通而过，自然生态
条件优越、旅游资源丰富。而高隆湾度
假区位于市区南部，湾区滩平浪缓、风景
宜人。目前公共服务、道路交通、市政设
施基本完善，已建成一个富有南国滨海
特色的新城区。

在推进重点片区建设的同时，文昌
还不断拓展新的片区建设。其中位于文
昌市东北角的木兰湾片区规划总面积约
83平方公里，三面临海，与海口隔海相
望，40公里海岸线内拥有多个天然港
湾，是海南少数未开发利用的优质旅游
岸线之一。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深
入，木兰湾的开发建设业已上升为省级
乃至国家层面谋划布局。同时木兰湾片
区也将是“海澄文”一体化与海口城区空
间东进的重要载体，围绕“大力发展热带
滨海旅游和文化、体育等休闲产业，培育
发展卫星应用、海洋科技、教育培训等科
教产业”的发展思路，木兰湾片区的潜力
巨大。

此外，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文昌
约亭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区，也都已经
达到招商条件，静待慧眼发掘。

对外做好联络合作，对内规划重点
片区，文昌市在投资热潮中正是做到了

“内外兼修”，才最终一鸣惊人，收获了投
资商的青睐。可以看到，在未来数年中，
文昌还将依靠自身积累、利用外来投资，
实现经济社会增速发展。 （萧菲）

“海澄文”一体化、“一主一辅两带五区”展开投资大布局

“内外兼修”让文昌成为投资热土

在 近 日 结 束 的
2016中国（厦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文
昌市签下了8个项目、
115亿元大单，不少人
都惊讶文昌为何能如
此受到投资者青睐。
事实上，在本次厦洽会
中，文昌的收获远不止
115亿元。

与天利集团和雅
居乐公司达成合作意
向，拟投资超100亿元
建设航天消费综合体；
与鲁能集团达成合作
意向，拟建设碳排放交
易所项目；与毅宏集团
达成合作意向，拟建设
房车游艇基地项目
……

文昌通过“练内
功、勤交流”的方式优
化了本地投资土壤，力
求通过引入“好苗子”
建起“产业苗圃”，哺育
出一条生命力旺盛的、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
态链，“内外兼修”让文
昌成为备受青睐的投
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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