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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将打造
王府井商业街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单憬岗）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委市政府获悉，海口将引进北京王府
井项目，打造王府井奥特莱斯、王府井商业街。

为加快实施海口市城市“西强”战略，积极推
进海口市棚户区改造，打造海口市生态文化旅游
基地，推动海口市健康医疗和教育发展，提升海
口市城市形象，海口市政府与海南恩祥王府井投
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今天在海口签约，决定打造
恩祥王府井项目。该项目将以建设王府井奥特
莱斯为标杆，打造秀英新型商圈，丰富其内涵和
功能，建设集旅游度假、商业办公、健康医疗及文
化教育产业为一体的多业态商务休闲片区。

据悉，该项目位于秀英区海榆中线和椰海
大道交汇处。双方将本着“政府主导，企业运
作，完善基础，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的基本原
则，加快推进海口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步伐，共
同打造海口城市升级版，建设市民的幸福家
园。根据协议，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投资并引进北京王府井奥特莱斯、文化、教
育、医疗、水上乐园等产业项目落户，并与北京
王府井集团在海口市注册成立合资公司，投资
建设奥特莱斯、王府井商业街等项目。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出席签约
仪式并证签。

北大附中附小
首次办分校落子海口
拟于2018年秋季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单憬岗）今天
上午，海口市政府、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北京大学附中、附小分别签署合作办学协
议，合作打造北京大学附中海口分校、北京大学
附小海口分校。这是北大附中、附小首次在京
外办学和首次设立分校，三方将携手合作，将两
所海口分校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一流名校。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和中科院院
士、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等出席签约仪式并证签。

高松表示，北京大学非常慎重与珍惜这次
合作办学的机会，希望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北
京大学附中海口分校、北京大学附小海口分校
办成全省乃至全国一流水准的实验性、示范性
的现代化学校。

此次三方创新办学模式，采用“自主办学、
机制创新、公助民办”的原则合作办学。按照合
作办学约定，两所学校选址在海口市秀英区永
万东路、椰海大道交叉口西北角地块。其中，北
大附中海口分校含初中、高中及国际部，占地面
积200亩。北大附小海口分校含小学、幼儿园，
占地面积100亩。两所学校均按照高品质、现
代化、超前理念设计建设，总投资7亿余元，将
于2018年秋季投入使用。

本报那大9月17日电 （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肖国庆 李学哲）儋
州市旅游委最新统计，今年中秋节
期间，该市共接待游客6.1万人次，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4.36万人次，接
待一日游游客1.74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3476万元。

今年以来，儋州市持续推进“东
坡文化体验之旅”，并开展发现“儋
州之美”摄影大赛、儋州“十大名菜”

“十大小吃”评选等活动。

儋州旅游吸金
3400余万元

本报定城9月17日电（记者刘
梦晓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
记者今天从定安县旅游委获悉，中秋
小长假期间，定安接待游客4.86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1105.81万元。

小长假期间，短线游、自驾游是
游客主要出行方式，乡村游、生态游
成为出行重点，久温塘冷泉、亚洲榕
树王、皇坡爱情树等景点成为定安
旅游热点。此外，翰林镇的万亩田
洋风光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前来。

定安接待游客
4.86万人次

■ 见习记者 林诗婷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国际游客越来越多，旅游市场
更加规范，城市变美，沙滩洁净，不愧
为知名旅游目的地。”游客陈燃禁不
住为三亚点赞。

类似的评论并不鲜见。今年中
秋小长假，三亚再次成为国内游热门
度假目的地，鹿城度假游旺丁旺财。

质变，成为这座专业化旅游城市
的核心词。

入境市场增长成亮点

“三亚度假，舒服！”首次举家到
访三亚，韩国游客李先生就爱上了这
座宜游的城市。

今年中秋假期，三亚的街头、景
区国际面孔越来越多。“小长假三亚
接待游客 11.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98%，旅游总收入4.11亿元，同比
增长34.75%，旅游收入增长远超游
客数增长。”三亚市委副书记、常务副
市长岳进透露，入境游市场持续增长

成为亮点，进港国际旅客同比增长
53.49%，一系列国际促销的举措正
在释放效用。

今年，三亚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优
化：11条（14个航班）国际航线正在
执飞，冬春航季三亚将再开通9条国
际航线等，“4小时、8小时、12小时”
航程旅游圈渐趋成形。“航路”通，三
亚旅游更便捷。

中秋期间，日本掀起一阵“三亚
度假”的热潮，三亚旅游专场推进会
走进日本青森，鹿城有望在冬季开通
前往日本的季节性直航包机。“随着
系列国际市场营销计划的开展，韩、
英、德、日精准营销，今冬旅游旺季三
亚国际市场游客的增长令人期待。”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

国际市场止跌回升，并呈现持续增
长的良好态势。国内市场亦亮点纷呈。

“景区连续三天呈现接待小高
潮。”南山景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秋期间，三亚旅游饭店平均开
房率为 53.57%，同比提高 2.55%。
抽样调查显示，该市过夜游客平均消
费为1492.6元/人天，一日游游客平

均消费454.7元/人，旅游发展质效齐
升、人财两旺。

创新监管治理体制

5台未经计量检定称具被查处，
3艘非法营运的摩托艇被查扣，7家
销售变质水果、店铺标牌摆放不合规
水果店被当场责令整改……中秋节
前，三亚对旅游市场屡出重拳；

200余次明察暗访！三亚35个
涉旅部门，58个暗访小组，就旅游购
物、交通、住宿、旅行社（导游）、海鲜
排档、水果摊点等旅游监管领域展开
全面监管，依法查处多个涉旅案件，
有力压缩“不合理低价游”的生存土
壤、遏制“欺客宰客”等旅游顽疾；

……
这些细节无一不体现出，中秋小

长假期间，三亚旅游监管及早介入、
范围之广、权责之细、查处之严。

“‘1＋3’‘四位一体’旅游市场监
管体系作用显现，旅游警察与旅游巡
回法庭、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行政执法部门联勤联动，严管旅游市

场，严查旅游投诉，假日期间涉旅投
诉断崖式下降，‘放心旅游’成为引客
新招牌。”樊木说。

关注“数说三亚”微信公众号，及
时了解海鲜指导价格、交通出行信
息；三亚发布等官方微信、微博及时
发布出行攻略；三亚游客中心、交通
交警等部门全员在岗、全天候提供全
方位服务……

服务愈加细化、全面、贴心，是今
年三亚中秋小长假的另一特色。

“24小时值班的 12345、12301
热线与‘微信公众号‘三码合一’，畅
通旅游咨询投诉举报渠道。热线设
英语、韩语、俄语、日语外文坐席，精
准服务。”三亚热线办主任刘春林透
露，假日期间，12301旅游服务热线
回访客人满意率100%，12345政府
服务热线办结率99.40%。

干部和志愿者中秋护航

今天傍晚三亚暴雨袭城，部分
路段因施工导致积水。突发的状
况，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第

一时间作出指示并亲临现场指挥。
三亚住建、供电、水务、园林、旅游警
察、交警等部门千名干部立即行动，不
到一小时，积水散去，城市交通几乎
不受影响。

面对中秋夜10万人海滩赏月的
情况，“三亚海滩垃圾成山”却成过往。

“和往年相比，文明赏月成为新
风尚，市民游客自觉收集，今年海滩
垃圾少了很多！”三亚吉阳区的一位
环卫工人感叹道。

“张琦书记多次部署中秋小长假
服务和监管工作。中秋夜，为全力保障
城市的安全祥和，大东海、三亚湾景区
内数十名救生员全员上岗，城管、环卫、
公安、社区干部、联防队员和志愿者等
近万人对大东海、三亚湾全段的沙滩绿
地不间断巡查维护，疏导城市交通，及
时清理海滩上的垃圾。”岳进透露。

市民游客的中秋夜，三亚干部的
值班夜。为中秋假期护航，三亚主要
领导假期无休，干部工作在一线，新
闻天天发布……做好服务，成为大家
的共同使命，亦是这座城市的目标。

（本报三亚9月17日电）

中秋小长假，三亚进港国际旅客同比增长53.49%

旅游服务细入微 游客天涯乐逍遥

关注中秋小长假

9月15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体验竹竿舞。
据悉，今年中秋小长假，三亚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大幅提高，尤其是境外旅游市场增幅较大，全市未发生安全事故和重大投诉，中秋假日旅游市场欢乐

祥和、平稳有序。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上接A01版
更培育出了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
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
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伟大长征
精神，并浸入民族的血脉，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和光荣梦想提供了不
竭动力。

长征精神，就是视民族利益、国
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理
想信念，就是不避艰难险阻、不计个
人得失、不惜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
就是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敢打必胜
的斗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就是顾全
大局、团结互助、严守纪律的担当精
神，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生死相依的为民精神。

长征精神所展现的非凡意志和
不朽力量，穿云裂石、激荡人心，教育
和激励了一代代国人，克服艰难险
阻，敢于为国家利益而战斗，勇于为
民族利益而牺牲，甘于为人民利益而
奉献。如今，长征精神早已化作不朽
的丰碑，矗立在亿万国人心中，成为
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路标。

琼崖儿女多壮志，革命火种薪火
传。长征铸造了传奇，也铸造了传奇
人物。翻开波澜壮阔的历史，无不是
英雄血染的风采，探寻一位位海南籍
将士的长征步伐，一种油然而生的自
豪感溢于言表。在伟大的革命征程
中，有无数海南儿女，凭借一腔赤诚，
在长征途中抛头颅、洒热血，有英勇
无畏牺牲在长征途中的陈铣，还有历
经艰苦鏖战迎来了革命胜利的张云
逸、周士第、谢飞、云广英、庄田、符确
坚和林青等，他们的革命历程或是惊
心动魄，或是极富传奇色彩……

如开国大将张云逸，参加长征时
已经42岁，他是海南参加革命最早、

资历最深、最具代表性的高级军事指
挥员，在入党之前就已经是赫赫有名
的北伐“虎将”、师级军官，身经百战，
在长征中更是担任红8军团、中革军
委、红一方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参
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重要战役；

上将周士第是黄埔军校一期学
生，同样身经百战，是北伐战争和南昌
起义的重要干将，更是人民军队的重要
创建者之一，长征期间在“上干队”、红
十五军团担任要职，是红军东征河口渡
河司令员，协助指挥过直罗镇战斗；

中将庄田出身贫苦，曾组织工人
运动，后被派到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
学习，在长征期间，庄田率部与围追
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掩护红
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的突
围，并曾率部在云南一举攻占两座县
城，后重回红军大学任职，可谓是“上
阵杀敌、下马练兵”；

琼岛之花谢飞 14 岁便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长征时不过21岁，是海
南唯一参加长征的女性，也是全国参
加长征的30名女性之一，从初期因跟
不上大部队而受责备，到后来提前出
发、提前到达，从翻山越岭地征集民
夫、寻粮筹粮，到高烧带病爬过泸定
桥，谢飞靠着非同寻常的毅力走完漫
漫长征路；

少将符确坚 1934 年恢复组织关
系后，便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后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在长
征途中担任没收委员会保管科长，到
达陕北后任中央财政部文书科科长
兼印刷所所长，1936年任中央财政部
国库局局长兼统收局局长；

云广英在校期间就曾参与反帝
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经海南同乡介绍
认识张云逸后，成为了“百色起义”中
的一员干将，在随中央红军长征期间
担任干部团教员，后在红军大学担任
政工干部，曾赴两广从事对李宗仁、
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

林青投身革命后，曾参与“百色
起义”，随部转战千里进入中央苏区
后，参加长征，成为秘密战线的工作
者，曾担任过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
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电台队长、
政委，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电台特派
员等职务，在无线电波的无形战场里
叱咤风云；

……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大

潮席卷的革命年代里，这些琼崖儿
女，没有忍辱偷安，没有避难求存，而
是选择了激流勇进，为国家独立、民
族解放、人民幸福而矢志奋斗，他们
是琼崖儿女参与革命的缩影，也是传
播革命思想的火种。因为心存革命
信念，坚定革命信仰，他们从未改变
对共产主义道路的追寻，热血拼搏使
他们的人生愈加饱满，血战经历使他
们的经历愈加传奇，长征路遥使他们
的美名愈加传扬……

琼崖革命风云涌，敌后斗争旗不
倒。海南虽地处天涯，却与革命策源
地同气连枝；琼崖儿女身在海角，却
心系陆沉投身革命事业。早在辛亥
革命时期，张云逸就受到孙中山的指
派，与200多琼崖革命党人，一同攻打
琼崖府城清军。1927年11月，根据中
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

再次回到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
经过张云逸和其他革命先辈的努力，
革命思想深耕海南，影响了一批批琼
崖儿女走上革命道路，使得琼崖革命
风起云涌。在长征期间，琼崖特委虽
遭受严重摧残，但依然坚持战斗，发
展党员200余人，保存武装100余支，
他们不惧艰难险阻、坚持革命斗争的
精神，也与长征精神相通共鸣。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
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就像一个巨大的
革命熔炉，锤炼了参与其中的革命
者。他们在长征胜利后像种子一样撒
播到全国各地，担负起领导各地革命
斗争的使命，为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样对远离
中央、远离主力的琼崖革命的坚持、发
展和胜利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派经过
长征考验的庄田、李振亚、覃威等一批
红军干部赴琼工作，充实和加强了琼
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并将革命火
种撒遍琼州大地。这些干部被派到海
南后，不仅将长征精神和中央红军的
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鼓舞琼崖广大军
民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不怕牺牲，勇
往直前，创造了琼崖孤岛奋战“23年红
旗不倒”的光辉业绩；还坚决贯彻执行
党中央的指示，从琼崖实际出发，大力
加强琼崖人民革命武装建设，为琼崖
革命武装斗争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更
自觉运用毛泽东思想，在战争中学习
战争，不断提高部队水平，从而取得一
个又一个的胜利。胜利属于琼崖儿
女，更属于这些琼崖先烈。

琼崖儿女承壮志，万里关山从头

越。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
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也是人类文明史
上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纪念长征胜
利80周年之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启
动“琼崖儿女长征路——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特
别报道”，派出大型采访团，沿着中央
红军走过的步伐，深入江西、湖南、贵
州、四川、陕西等地采访，行程约2万
里。采访团将通过对琼籍红军将士
在长征中战斗地的实地探访，亲历者
及红军后代的回顾，通过寻访当地党
史办、红军遗孤、失散老红军的后代，
以及当年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等历
史人物，借助文字、图片、视频等手
段，通过专版、专栏、网站专题、客户
端专题、微博、微信等形式，全景式展
现这些杰出琼籍将领的长征之路，并
以点带面，全景描绘中国工农红军的
长征史诗，展现伟大长征精神。

抚今追昔，感热血之土处处英魂
血染，奔腾之水滴滴英雄血汗；凭古怀
远，念壮士雄风时时冠绝人群，烈女英
姿每每飒爽动人。步先烈之步伐，重
走长征路，就是为了重拾琼籍红军将
士散落在长征途中的革命故事、英雄
壮举和璀璨精神，缅怀琼崖革命先烈，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为海南争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
中国海南篇章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社会共识；就是为了以伟大的长征精
神指引我们前进的步伐，照耀我们新
的历史征程，鼓舞海南干部群众深入
贯彻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立足海南三大优势，瞄准三大目
标，实现三大愿景；就是为了以伟大的
长征精神指导我们攻坚克难，啃硬骨
头，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十三
五”扶贫攻坚等硬仗，为海南如期实现
全面小康而努力奋斗！

弘扬长征精神 圆梦全面小康

“椰梦杯”红树林主题
摄影大赛开赛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张杰 通讯员
吴建华）今天上午，海南省摄影家协会联合海口
市美兰区演丰镇政府，共同举办的“椰梦杯”海
南美丽乡村（海口演丰红树林地区）主题摄影大
赛开镜仪式，在海口演丰镇东寨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举行。

活动旨在充分展现海口市演丰地区的红树
林自然及人文资源，鼓励全省摄协会员通过摄
影发现、探寻演丰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之美和
人文风情之美，活动得到海南椰梦生态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鼎立支持，以及海南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GEF海南湿地保
护体系项目的积极响应。

据介绍，此次红树林主题摄影大赛，活动一
直延续到国庆节后（摄影大赛10月 10日截
稿），希望广大摄影爱好者通过镜头发现和寻找
红树之美，共同宣传和保护我们的海洋，保护海
南优美的环境资源，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周平虎）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中秋小长假
期间，全省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000余
起，其中查处占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路行驶违
法行为500余起。

节日期间，高速公路车流量激增，特别是第
一天的出行高峰和第三天的返程高峰，在环岛
高速海口至琼海段和海口至临高段，车辆通行
速度明显降低，部分驾驶员人为超越前车，违反
交通法规，挤占应急车道行驶，有的甚至在前方
遇到拥堵时，仍占用应急车道往前挤塞，导致临
时交通堵断。沿途群众反映强烈，三天期间，我
省交警部门共收到有效举报线索200余起、通
过监控中心视频抓拍200余起，共查处占用应
急车道行驶行为500余起。

根据规定，非紧急情况下占用高速公路应急
车道行驶的、罚款200元；遇有交通拥堵时占用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驶的记6分、罚款200元。

中秋小长假期间

我省查处500余起
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