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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 there a big duty- free shop-
ping mall in Hainan？

海南有大型免税购物店吗？
B：Yes， the Haitang Bay duty- free

shopping mall is the largest in Asia。
有，海棠湾的免税城是全亚洲最大的。
Luxury名牌店
Cosmetics化妆品
Toys 玩具
Sweets 甜点
Homeware 家居用品
Home appliance 家电
Optical 眼镜类
Food hall 美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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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英语角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
尤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鼓励海南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依法合规
探索开展森林经营先行先试。

Encourag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natural reserves of Hainan in piloting
forest manage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laws and regulations。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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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健委发布的我省老年人口信息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

全省百岁老年人2093名 年龄最大118岁

首届定安牛肉
风情文化节本月底举行

本报定城9月25日电（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包若言）由定安县委、县政府
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首届定安牛肉风情文
化节将于9月30日在定城镇仙沟墟开幕。

据了解，本届文化节以“生态定安 美食天
堂”为主题，以仙沟牛肉为媒介，进行美食大联
动，将开展文化节开幕式、“大咖来了”现场见
面会、“完美呈鲜”定安美食品鉴会、定安味道
特色美食宴、“定安燥起来”美食音乐会等5大
各具特色的活动，与歌舞表演紧密结合，给群众
带来一场集视觉、听觉、味觉于一体的综合性美
食盛宴。

此外，本届文化节还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性、
参与性，将推出代金券促消费活动。游客可以通
过网络领取用餐优惠券，也可以在活动当天参与
抽奖，免费领取用餐券。

定安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定安牛肉
风情文化节，主要是为了促进定安旅游发展，发挥
特色美食对定安旅游产业的支撑作用。同时，借
助节会平台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品味”定安，打造

“生态定安、美食天堂”的特色品牌，让“享美食，到
定安”的理念深入人心。

■ 新华社记者 刘博 杨冠宇

2020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简称亚沙会）
将在中国三亚举行，这将是海南省第
一次举办洲际体育盛会。

亚沙会让三亚再成焦点

LPGA高尔夫大师赛、FE电动方
程式赛车、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有
体育迷感慨生活在三亚的幸福：“不是
每座城市都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国际赛
事！”除了入境旅游免签政策的便利、
国际航线的开通，三亚还拥有258.6
公里的海岸线、19个港湾、40个大大
小小的岛屿，这让水上运动、沙滩运动

以及户外运动的开展具备了先天的资
源优势。

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三亚全
市生产总值达595.51亿元，常住人口
约80万，接待过夜游客2099.7万人
次。按照体育发展规律，一座城市拥
有200万人口和200亿美元生产总值
就可以支撑一个全球顶级的职业体育
俱乐部，可以说，三亚在体育方面待挖
掘、可提升的空间很大。

如今，三亚正在全方位准备、迎接
2020年第六届亚沙会，公开水域游
泳、沙滩排球、帆船、帆板、攀岩、冲浪、
摩托艇等赛事项目都是三亚群众基础
极佳的优势项目。同时，亚沙会颇具
时尚感的沙滩、滨海元素与三亚城市
风格相契合，提升了城市标识度。观

赏性极高的亚沙会，也会吸引到热衷
体育旅游的群体，扩大城市消费基数。

打造国际体育消费集聚区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已于今年
3月正式开工建设，拟建一座可容纳
4万人的综合性体育场、一座容纳1
万人的体育馆、一座容纳 3千人的
游泳馆，并将为第六届亚沙会提供
赛事场馆及亚沙村配套服务；同时，
产业园区还将引入体育全产业链资
源，包括体育主题酒店、全民运动公
园、商务配套等各种设施。体育产
业园不仅为体育赛事服务，以后更是
将成为人民群众休闲、运动、消费的
重要场所。

今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体育
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发展体育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广泛

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激发大众体育
消费需求。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在为普通大
众、全民健身服务的同时，更会与文体
旅游、体育赛事、文化演出、体育服务
等产业紧密结合，成为“跨界协同”的
一个标本园区。它将成为海南与世界
体育产业交流的平台窗口，成为引入
海内外优质体育产业资源的桥梁，成
为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体育科
研成果的推广转化平台，成为国际级
体育消费的集聚区以及海南自由贸易
区的城市区域新中心。

争当“体育+”新型城市范本

借势亚沙会，三亚正创新思路、凝
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创优势，打造“文
化体育健康之城”。

三亚将不再单纯地举办体育赛

事，而是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整合产
业资源，并将整个体育产业融入经
济、旅游、文化的发展中来，使之逐
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依
托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向体育强市
大步迈进。

作为颇有声望的旅游名市，三亚
正在将体育打造为城市发展的新抓手
之一。体育将与文化、旅游等相融合，
助力三亚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提高体育产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水平，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未来，三亚的规划是坚持倡导全
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打造、建设国际化
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相应品牌，形
成一个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合作平台，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探索实
践体育旅游，成为“体育+”的新型城
市范本。

（新华社海口9月25日电）

亚沙会为三亚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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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9月25日电（记者王玉洁）9月25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大兴机场）正式
投入运营。16时23分，中国南方航空A380客
机执飞的CZ3001航班从大兴机场平稳起飞，飞
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这是南航在大兴机场执
飞的首个航班，也是大兴机场投入运营后的首个
航班。

为了确保圆满完成首航任务，南航派出参加
5月13日大兴机场首航试飞的“王牌机组”和精英
乘务组。客舱内，飘扬的国旗、飘香的鲜花、可口
的蛋糕、有奖竞猜以及国歌合唱等安排，为旅客创
造了温馨的首航乘机体验，也让旅客感受到了浓
浓的国庆节日氛围。

南航运行指挥中心副总经理胡海青介绍，南
航是大兴机场最大的主基地航空公司。大兴机场
投入使用后，旅客从进入候机楼开始，就能从值
机、托运、安检、登机、转机等环节体验乘坐南航航
班的便利。

海南日报记者从大兴机场了解到，南航在机
场设有30台自助值机设备、78台自助行李托运设
备，大兴机场航站楼还设置了6个与A380大型客
机相匹配的停机位，让旅客能分层快速登离机。

据了解，南航在大兴机场拥有40%的时刻
资源，未来将承担大兴机场40%的航空旅客业
务量。按照规划，到2025年，南航预计在大兴
机场投入飞机超过200架，搭建起“四进四出”
的航班波。

值得一提的是，预计从2020年开始，南航将
陆续把海南往返北京的航班转至大兴机场，到
2021年3月，南航所有往返北京的航班将全部转
场至大兴机场运行。

当前南航已获批大兴机场至俄罗斯莫斯科、
日本东京、韩国清州、韩国釜山、英国伦敦、俄罗斯
圣彼得堡6条国际航线。截至目前，南航每天有
3000多个航班飞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24个目的地，航线网络1000多条，提供座位数
超过50万个。

南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王昌顺表示，接下
来，南航将发挥广州枢纽和北京枢纽的独特区位
优势，发挥南航中南、东北、西北航线网络的衔接
要冲作用，面向欧美、日韩、港澳台地区，兼顾中
东、澳新、东南亚等，努力打造国际级航空枢纽，服
务“一带一路”建设。

南航昨执飞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首个航班
到2021年3月，南航所有海南往返
北京航班将转至大兴机场

■ 本报记者 刘操

在定安，有一位用自己的光辉余
热铸造贫困学子希望之舟的老人。从
2001年至今，他用自己的退休金默默
地资助着一群家庭贫困的孩子们，为
受到帮助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他
就是81岁的退役军人曹绍烈。

18年来，曹绍烈先后为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定安县教育发展基金会等
公益和慈善单位捐款共35万多元，共
资助了贫困家庭学生42人。他的善
举，点亮了很多贫困学子的求学梦想。

助学济困雪中送炭

1961年，23岁的曹绍烈应征入
伍。22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任连
队文书、营部书记等职，被各级嘉奖9
次，评为五好战士3次。1983年，曹
绍烈转业到定安县，工作成绩优秀，

先后9次被评为定安县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2001月7月，刚刚退休不久的曹
绍烈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海口
市一名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听闻贫困
山区仍有许多失学儿童无法上学，毅
然决定每月坚持给希望工程的失学
儿童捐款。

“虽然捐款的数额不大，但积少成
多，这对那些连学费都交不起的孩
子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曹绍烈说。

家里人知道他的愿望后，刚开始
不太理解。曹绍烈的女儿感叹，妈妈
为了这事还跟他吵过好多回，“妈妈
是希望他能存点钱，但他就是不听”。

在助学初期，曹绍烈每个月退休
金只有1000多元，一家几口人住的
是一间老房子。然而，曹绍烈仍然坚
持捐款。他向家人和朋友反复劝说：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孩子受到了良
好的教育，将来成才了，在社会上可

以谋生了，家庭环境才能得以改善，
一代比一代过得好，这是良性循环。”
后来，家人理解了曹绍烈的爱心举
动，并支持他的做法。

勤俭节约持续帮扶贫困学子

“这些年，我和家人虽然吃得清
淡些、住得简陋些，但是我们过得很
好，心情很愉快。”曹绍烈说。

从2001年 7月开始，曹绍烈践
行了自己的承诺。一开始，他并没有
留名，而是以“献爱心”的笔名每月给
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捐款。

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通过定
安团县委牵线，曹绍烈与定安城南
中学的4名贫困生结成对子，后来又
资助三亚市崖城中学的几名贫困生
读书。

曹绍烈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
身上的衣裳还是儿子穿过的。他除了
退休金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但资助
的学生却越来越多。

希望影响更多人奉献爱心

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小芬是曹绍烈
资助的孩子之一。她坦言，没有曹绍
烈的支持，她的学习道路不可能这么
顺利。

提起这些被他资助过的小孩的
现状，曹绍烈说：“他们表现都很好，
也在尽力帮助别人，而且还会打电话
关心我的病情，这让我非常感动！”

除了捐资助学外，曹绍烈还热心
参加公益献爱心活动，参与历史文化
名村保护工作。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捐了多少
钱、救助了多少学生多了不起，我觉
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影响了身边一
群人，让他们对人生充满希望，也愿
意帮助身边的人。”曹绍烈回顾18年
来捐资助学的历程时说，帮助贫困家
庭子女读书是自己不悔的选择，会长
久地做下去。

（本报定城9月25日电）

定安八旬退伍老人曹绍烈：

爱心助学十八载 点亮寒门学子梦

第二届进博会海南交易团
报名本月底截止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陈
雪怡）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
下简称进博会）将于2019年 11月 5
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海南日报记者
9月25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第二届进
博会海南交易团报名即将截止，尚未
报名的单位可在9月底前登录进博会
官网报名。

据悉，第二届进博会规划展览面
积33万平方米，将有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企业参展，参与的世界500强
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超过首届。截至
目前，海南已有近300家单位报名参
加第二届进博会。

据了解，凡是注册地址在我省
并有采购意愿和采购能力的各类企
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都可以
报名参加海南采购团。有意愿报名
的各企业可登录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官方网站（www.ciie.org）在线
注册报名。海南交易团邀请码为
10049179172，报名截止日期为2019
年9月底前。报名事宜可咨询电话：
0898-32182580、0898-32182710。

谎称房管局工作人员
海口一男子诈骗125万余元
一审获刑13年半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王娇）海口男子曾某甫
谎称是海口房管局工作人员，以能够
帮忙办理公租房、廉租房等为由，骗
取多名被害人钱财125万余元。近
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曾
某甫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10万元；扣押在案的人民币
45172元按比例分配退还给各被害
人；责令被告人曾某甫分别退赔被害
人黎某花等21个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120.982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曾某甫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现代中式帆船
“顺风相送”号儋州试航

9月25日上午，现代中式帆船“顺风相送”号在儋州市白马井镇成
功试航。据悉，该船由香港知名建筑师邝向荣依据福建泉州湾宋代海船
底部线型设计建造。

作为一名拥有40年“驾龄”的帆船老玩家，邝向荣长期致力于抢救濒
临消逝的中式舟船文化。“我希望以古为今用的方式，将中华传统舟船文
化传承下去，推动现代中式帆船的广泛普及，让‘中国人开中国船’，向世
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邝向荣说。

文/本报记者 赵优 图/见习记者 李天平

9月25日，在儋州市白马井镇，邝向荣拉紧绳索调节船帆以改变帆
船前行的速度。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马
珂）海南日报记者9月25日从省卫健
委获悉，根据省卫健委日前编制完成
并印发的《海南省老年人口信息和老
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18年）》（以
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
月，全省先后领取长寿补助金的百岁
老年人有2093名。年龄最大的老年
人是文昌市锦山镇人，女性，1900年
出生，118岁。

优待水平提升
百岁老人补助提至500元/月/人

《报告》指出，我省老年人的优

待、照顾服务水平稳步提升。2018
年1月起，海南省百岁老人长寿补助
金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300元提高
到每人每月500元，省级财政预算安
排1162.2万元。

2018年末，各地全面建立80周
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普惠制度，全
省共有30.81万名80周岁以上老年人
享受高龄津贴。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海口建25个“长者饭堂”

2018年，我省创新养老服务模
式，坚持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加快养

老服务提质升级，满足基本养老需求。
海口市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推动海口市4个区21个
街道所辖社区全部建立居家养老服
务站，实现全市城区居家养老服务全
覆盖；另外，建设25个“长者饭堂”，
其中15个投入运营，为社区老年人
提供低偿午餐服务。

《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底，
全省开展城乡居家养老服务社区
565 个，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78个。全省132家养老院内设医
疗机构或与医院签订合作协议，
75.86%养老机构以不同形式为入住
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

发挥余热
“候鸟”老人投身“百镇千村”建设

《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底，我
省已建立老年大学、老年体育协会等
城乡社区老年协会685个，入会人数
3万多人。

各市县组织开展了“乡村振兴·银
发行动”帮扶活动，鼓励和引导退休
人员发挥独特优势。尤其注意发挥

“候鸟”人才的凝聚功能，引导他们投
身“百镇千村”建设，在支持农村产业
发展、医疗卫生、保护生态环境、乡风
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船长：10米

定员：12人

结构：玻璃钢+铝合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