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快评

■ 韩慧

据媒体报道，海南计划到 2021
年建成480家特色民宿，培育琼北火
山、琼海博鳌、三亚亚龙湾、文昌八门
湾、三亚西岛等民宿产业集群，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这对海南民宿行业
来说，是一个提档升级的良机，值得
期待。

近年来，民宿业日渐走俏，不少
民宿成“网红打卡地”，如浙江莫干山
民宿、重庆民宿、云南洱海民宿等。
海南也不乏一些备受行业赞誉的精
品民宿，如文昌鹿饮溪民宿、琼海南

强村凤凰客栈、海口骑楼老街还客
1921 民宿、临高观海民宿等。但综
观海南民宿业，形似“孤岛”的多，具
备集群式规模的少，民宿周边普遍缺
乏相关旅游产业支撑，成为制约民宿
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

缺乏周边产业支撑的“孤岛”民
宿，规模小、功能弱，无法满足游客多
层次需求，而且易于复制，难以实现
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游客来
说，“孤岛”民宿只能满足住宿需求，
其他“食、游、购、娱”旅游环节均处于
缺位状态，无疑会给旅程造成遗憾，
降低体验度和美誉度。进一步讲，

“孤岛”民宿不能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对当地乡村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有
限，对于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意义

也会大打折扣。
要想打破民宿的“孤岛”现状，

需要在满足游客“住进来很舒服”
的需求外，还符合游客“走出去很
丰富”的期待。打开窗，走出门，不
仅有得看，还有得玩、有得买，形成
完整产业链条，从而为当地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
发动机。

开发民宿周边产业，要把民宿放
到农村“大舞台”当中，多一些深入调
研，多一些因地制宜，多一些科学规
划，多一些统筹意识，多一些精准施
策，多一些贴心服务。

具体而言，即围绕“食、游、娱、
购”旅游环节，从观光度假、农事体
验、乡土美食或文创产品等方面，

创新特色项目，培植优势项目，做
好“1+N”文章，打造出具有独特风
格的成熟旅游产品，充分激发游客

“兴奋点”。比如海南本土戏曲、滨
海娱乐、果园采摘等乡村旅游资
源，大有可挖掘的空间。形成链条
式配套产业，使得游客住一回民
宿，就当一回海南人；使海南民宿
不仅一村一景，更能够在业内独树
一帜，自成风流。

做精做细做足民宿周边产业，
打造新型旅游产业集群，形成规模
化发展，海南民宿业一定能够踏上
高质量发展道路，为推动海南全域
旅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增添新动能，激发
新活力。

发展民宿业不妨多做“1+N”文章

本报八所10月18日电（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陈诗春 戴琼周）海南
日报记者10月18日从东方市相关
部门获悉，东方通用机场一期飞行区
工程近日顺利通过验收。这标志着
东方通用机场一期全面进入竣工验
收的重要节点，为机场一期投入运营
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此次验收项目分为飞行
区工程和航站区工程两大部分。国
家设计院、国家地勘院、业主单位、施
工方、监理方分成多个验收小组，通
过资料查验和现场检查，实地对东方
通用机场一期飞行区维修机库、油
库、停机坪、跑道、围界、气象观测塔
等进行验收。

“此次验收通过，意味着机场
的跑道和整个服务设施已经可
用。”中信海直升飞机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田常奉说，经过行业验
收后，东方通用机场就将进入到运
营阶段。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东方通用机场项目建设，

着力推动东方航空产业的发展，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同时，紧
紧抓住海南建设面向东南亚航空
物流枢纽机场这一契机，立足东
方通用机场一期建设基础，加快
推进占地近1800亩的二期项目尽
快上马。

东方通用机场一期飞行区工程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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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获200万元公益善款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陈怡羽）10月18日上午，天伦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向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捐款200万元，用
于我省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奖教奖学”计划，
以及帮扶失依、贫困少年儿童。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是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公益慈善机构。该基金
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共筹集资金超1000万元
人民币，为我省多名失依、贫困少年儿童解决了学
习及生活困难。

捐赠仪式上，省关工委、省关心下一代基金会
授予天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心下一代突出贡
献单位”荣誉称号。

省关工委主任陈玉益出席捐赠仪式。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习霁鸿 张期望

10月18日上午，海口江东新区
6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达31.4
亿元。这批项目旨在加快推进“五
网”及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江东
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织密”交通路网

当天开工的6个项目中，江东新
区起步区路网（一期）、美兰机场二期
周边路网（临云互通段）、临空经济区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一期、灵桂路
二期市政化改造4个项目都和“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有关。
江东新区起步区路网项目（一

期）是省、市重点项目，位于江东新区
中心位置，拟建道路总长17.2千米。
其中，干路9条，长约7.6千米；支路
19条，长约9.6千米。该项目概算总
投资为14.8亿元，计划于2021年10
月18日建成通车。

项目承建方、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起步区路网项目建成后，将大大提高
江东新区的交通服务水平，优化江东
新区道路路网结构，改善周边居民出
行条件，进一步展示海口新形象。

在江东新区总体规划中，以美兰
国际机场为核心的临空经济区，是产
业集聚发展的重要阵地。此次开工
的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

目（一期），包含云美西一路、云美西
二路（南段）、云美西四路（南段）3条
市政道路，总长1.8千米。建设内容
包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
再生水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和
1座污水提升泵站等，为临空经济区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临云互
通段）项目含8条匝道建设。“项目建
成后，从美兰机场到海口市区的通行
时间可缩短一半。”项目承建方、中铁
大桥局项目技术总工周家学说。

修复海岸带生态

从设立之初，江东新区就确定了
以生态为本的建设理念。

当天开工的“两河一带”两个项

目，即江东新区起步区水系（道孟河、
芙蓉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示范段）
以及海口江东新区防潮堤与海岸带
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起步区段），可有
效防潮并提升生态基础设施水平，是
对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要
求的遵循和实践。项目总投资约9.5
亿元，计划于2020年竣工。

其中，道孟河治理长度2.1千米，
芙蓉河治理长度1.8千米，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河道疏浚、生态护岸、新建
挡潮闸和园林景观工程，并将河道沿
线湿地及坑塘连通活化，建设红树林
公园。

防潮堤与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项
目全长约3.96千米，主要修复内容包
括修复起步区段海岸带防浪林、生态
化改造桂林洋老堤、打造防潮生态缓

冲带，并进行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
海口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河一带”项目在满足防洪排涝的
同时，将形成蓝绿交织的生态基础设
施海绵体河流。“因河流中种有大量
植物，且和鱼塘相连，可以实现调蓄
水量的作用。”该负责人解释。

“今年第四季度，海口江东新区
共计划开工 21 个项目，总投资约
283.1亿元。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1
个，社会投资项目10个。”海口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各级各部门
将把推进江东新区项目建设作为全
市实现“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胜利
的压舱石、推进器，用体制机制创新
破解建设难题，提升服务效能，推动
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

海口江东新区加快推进“五网”及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铺路架桥”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罗霞 通讯员叶健文）10月18日，海
南省与德国莱法州商贸投资推介会
暨企业对接洽谈会在海口举行。来
自海南与德国莱法州的代表进行深
入交流和对接洽谈，将携手开展医疗
健康、旅游等多方面的合作。

此次商贸投资推介会暨企业对
接洽谈会由省商务厅和德国莱法州
经济部共同主办。会上，海南发展情

况及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投资
机遇得到推介，我省相关企业代表分
别介绍了海航集团、三亚-哈恩直航、
海南生态软件园等情况；德国莱法州
副州长兼经济部部长魏辛等与会代
表介绍了德国莱法州发展情况及合
作意向，@home医疗健康管理公司、
BITTMANN控股公司等德国企业
代表分享了合作发展商机。

近年来，莱法州和海南省经贸往

来密切。2017年8月，海航收购了
莱法州的法兰克福哈恩机场。该机
场专注于航空服务与临空产业开发，
将于明年3月开通直飞三亚洲际客
运航线。去年11月，我省与莱法州
签署了结好意向书。

参会的德国企业代表纷纷表示，
将深化与海南的合作。“我们计划在
海南设立糖尿病治疗中心。”@home
医疗健康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海尼

克表示，过去5年该公司一直跟海南
相关企业有接触，海南发展医疗健康
产业非常有优势，希望与海南进一步
深化在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合作。

此外，BITTMANN控股公司希
望在海南找到物流仓储等领域的合
作伙伴，Schaaf钢铁公司正在寻找
智能停车库等建设项目的合作伙伴，
凯泽斯劳滕经济发展局有意在中国
设立代表处。

我省与德国莱法州举行商贸投资推介会
两地企业携手开展多项合作

海南现代妇幼医院
开工建设
总投资10亿元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马珂）10月18日上午，海南现代妇
幼医院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
为海口市2019年重点民生项目，总
投资10亿元，总床位编制480张，
按国际化三级甲等妇产科、儿科医
院标准配置。

据悉，该项目由海南现代医疗
集团投资建设，预计2年内建设完
工并投入运行。医院建成后，将按
照国际化医院标准建设和管理。

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医院建成后将满足更多
人就医保健需求，同时带动一批相
关产业发展，共同推动海南医疗健
康产业的持续发展。

洋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计划年内开建
一期总投资32亿元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李志焕）华能海南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10月17日向海南
日报记者透露，华能洋浦气电、海口
电厂五期煤改气及南山扩建气电项
目已列入海南省“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重大项目，其中洋浦气电项目已
取得备案，并已完成华能投资建设
全部决策程序等开工前所有准备工
作，计划今年开建，2022年投产。

洋浦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位于
洋浦港神头港区北部，由华能海南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省洋浦
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按9：1比
例共同投资建设。项目总体规划
建设4台46万千瓦级和2台65万
千瓦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
联产机组。

上述项目规划拟分三期建设，其
中一期工程静态投资32亿元。项目
投产后不但能有效扭转近几年海南
省、洋浦开发区缺电的被动局面，也
可满足开发区诸多化工企业对用热
的迫切需求，其供热能力可达到760
吨/小时，年供热约1040万吉焦。

10月18日，俯瞰万洋高速
万宁后安枢纽连接线施工现
场。目前，万洋高速公路全线
各标段路面施工已进入尾声，
并陆续进入后期的交通安全和
机电工程安装阶段。该高速路
将于今年底全线开通。

据介绍，万洋高速公路起
点位于万宁后安镇，途经琼海、
琼中、屯昌、儋州，终点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项目全长163.42
公里，项目建成后万宁至儋州
车程将由原来的4个多小时缩
短至约一个半小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洋高速公路
年底全线开通

◀上接A01版
2015年5月成功申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以
来，中国政府和军队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
理念，按照世界眼光、奥运思维、中国特色，高标准
高质量地完成了赛会筹备的各项工作。本届赛会
提出“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的主题口号，就是
希望各国选手充分展示拼搏奋斗的体育精神，用体
育的阳光穿透战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沟
通，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我们将努力把本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打造成各国军人公平竞技的和
平聚会、各国军事文化交流互鉴的国际盛会。

习近平说，中国军队愿以本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为契机，不断推动国际军事合作创新发展，加强
同各国军队交流沟通，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有效履行国际责任义务，携手应对共同安全威胁
和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我希望大家利用这次机会，更多
接触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军队，亲身感受一
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预祝本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圆满成功，预祝各国代表队赛出风格、赛出水
平、赛出友谊。欢迎大家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九届
北京香山论坛，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凝聚共识，努
力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智慧。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上将和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上校代表各国防务部门
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对习近平主
席拨冗会见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热烈祝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和中
国军队对国际军事体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第七
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赛会筹备工作高效有序，衷心祝
愿此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各方愿与中方增进包括
军事体育在内的防务和军事领域交流合作，共同维
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见前，习近平同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及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合影。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第七届世
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等陪同会见。

习近平集体会见
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在武汉隆重开幕
◀上接A01版
展示人民军队强军兴军崭新风貌，展现中华民族
走向复兴磅礴气象，传递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念。整场表
演以母亲河和黄土地为笔墨，以丰富多彩的灯光舞
台效果塑造了“中华母亲”形象，传递出世代中华儿
女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美好愿望和不懈努力。

22时许，火炬场内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开
始。自8月1日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地江
西南昌采集的圣火，先后在多个城市和军营进行
传递，最后到达武汉体育中心。

万众瞩目下，多次获得奥运冠军和世乒赛男
单冠军的王皓，获得26个射击世界冠军的金泳
德，获得10次国际军体军事五项世锦赛冠军的王
堂林，获得奥运会游泳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的
焦刘洋，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杨
珺菁，获得“亚洲足球小姐”称号的武汉籍女足运
动员王霜，两次担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的刘
玉栋等7位火炬手高擎火炬，在全场观众热烈掌
声中接力传递。

体育场一角，名为“和合”的火炬塔巍然矗
立。随着1名女童将镌刻“和平”二字的地板镶入
地面，悠扬的乐曲声响起，通往火炬塔的楼梯点
亮。最后一棒火炬手刘玉栋走到火炬塔下，向全
场观众挥手致意，并点燃火炬塔。圣火，沿着象征

“一带一路”的塔体向上飞腾，在“五大洲”形状的
塔顶熊熊燃烧。

“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为了穿越
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我愿铸剑为犁，愿枪炮弯
曲……”在主题歌《和平的薪火》掀起的热烈气氛
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结束。

来自42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应
邀出席开幕式。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出席开幕式。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办
的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设置军事五项、海军五项、空军五
项、定向越野、跳伞等27个大项、329个小项的比
赛。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27日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