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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点多# 琼州海峡上
一艘客滚船旅客致电本报反映#下午
!点半左右# 他所乘坐的船舶就到达
了海口港附近# 但是一直不能进港#

已经等了!个小时# 还没有靠岸的迹
象$ %船上有很多老人和小孩#上午$%

点登船#有的孩子都饿哭了#大部分
旅客都饿得慌$ &

!"日下午!点#%分# 由于受浓雾
影响#琼州海峡能见度不良#海口海
事局决定暂停海口港客滚船进出港$

而该旅客所成乘坐的船刚好是海口
海事局作出停航决定后#到达海口港

附近的$

%我们能看见港口#但是一直不靠
岸#据说是没有泊位$&该旅客表示#已
经有$%多艘船滞留在海口港附近的海
上$

对此# 据海口港务秀英客运轮渡
公司副经理吴强表示# 我们也想快装
快运#帮助旅客进出港#但是受浓雾天
气影响# 所有船舶都由海口海事局统
一调度# 客渡公司都按照相关通航信
息执行#已确保旅客及航运船舶安全$

当天下午&点半左右#记者电话联
系该旅客#他表示#%依然停留在海上#

还未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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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海南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概念规划国际咨
询方案征集专家评审会在海南新国宾
馆召开$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
出席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邹德慈先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
师' 原建设部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慧先
生等国内知名规划界专家担任评委$

评审会上#()*建筑设计咨询!(

)" 有限公司' 瑞典腾博建筑设计集
团'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德

国+,'公司' 法国''-(.建筑规划事
务所与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等/家应征设计机
构代表# 通过展板及模型展示' 多媒
体讲解' 专家提问等形式# 向评审专
家组作方案介绍# 阐述了他们对先行
试验区黎安起步区功能定位' 发展模

式' 远景规划等方面的规划理念和设
计思路$

设计机构汇报完毕后# 谭力副省
长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先
行试验区起步区# 黎安片区的规划要
以高起点'大视野'深内涵#处理好中

国传统文化'海南本土文化与全球化'

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保护和开
发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片区旅游资源
中山'海'湖之间的关系#打造世界视
野'中国底蕴'海南特色$

之后# 专家对各方案做出点评并
投票#评审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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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省气象台!"日$0时预报#!#'!/

日全省为晴间多云天气# 北部地区最
低气温$1!(西部地区最高气温"#!$

早晚有雾#能见度低#交通条件差$ 对
此#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应注意安
全# 乘坐公交车上班的市民应早些出

门侯车#骑电动车的市民不要逆行#以
免造成交通事故$

据省气象台预报# 近日# 北半部
地区早晚将有雾# 能见度低# 交通条
件差$ !#日白天到夜间) 全省晴间多
云( 北部 2最低气温$3! 2最高气温
!1!( 中部# 最低气温$1!2最高气温

"%!( 东部# 最低气温!%!2最高气温
!3!( 西部2最低气温$1!2最高气温
"#!( 南部2最低气温!$!2最高气温
"$!$ !/日全省天气晴间多云$ !&日
夜间4"月$日# 本岛北半部地区有阵
雨或雷阵雨# 南半部地区多云为主#

气温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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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海南首家以扶持青年
创业为主的海南青年创业投资担保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可为初
次创业和二次创业青年提供/5$%万
元的担保贷款$目前#全省$3个市县'

!%!个乡镇实现小额贷款全覆盖#农
村青年创业将享受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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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海南青年创业投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 由共青团海南省
委下属海南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
心' 海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联
合民间资本发起组建# 经海南省财
政厅批准# 并在海南省工商局注册
的省级专业化投资担保机构# 一期
注册资本金/%%%万元$

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秘书处
负责人介绍# 青创担保公司主要为
海南青年初次创业和二次创业给予
/5$%万元的%无抵押'无担保&的小
额贷款担保支持$ 同时#面向海南各
类小' 微企业开展项目投资和信用
担保服务$ 主要业务项目包括青年
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合同担保'企业
融资贷款担保和企业项目投资'投
资管理' 受托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资

金投资业务等$

主要服务对象为大中专毕业生'

下岗失业青年'复转军人(二次创业
企业方面#将优先支持符合国家和海
南产业政策的有市场' 有发展前景'

有区域特色' 资信良好的中小企业(

市场和经济效益好'企业具有良好信
誉并有较强还贷款能力的项目(及吸
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一定比例的劳
动密集型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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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海口市海秀中路片区将正
式实施三大循环$ 据了解#海秀中路
片区实施的三个循环中# 需要进行
拆除改造红绿灯'设置标志牌'增设
交通护栏'施划交通标线'渠化改造
路口等工程# 目前各项工作已基本
完成#同时#交警部门还会针对在实
施三个循环的过程中出现的情况进
行即时调整# 确保循环能够顺利运
行$

海口交警温馨提示) 行经该路
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要主动按照执勤
民警的指挥#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
线'信号灯的指示通行$

海秀中路片区实施的三个循环

中#各处的交通组织调整如下)

&('MN-O$PQ(取消东北
人路口左转弯红绿灯!���"

#原左
转进入龙华西路的车辆一律在南大
桥底掉头循环7 绕行距离$#%%米#同
时保留人行道红绿灯#提高东西向海
秀中路的直行通行能力$

&2'RSPQ(海秀中路'金垦
路'侨中路部分路段实施单向交通组
织# 形成由侨中路5金垦路5海秀中
路组成的单向循环 !����

10$

�"

#取消南庄路口红绿灯$

&;'#TPQ(海秀中路'世贸
南路'海垦路部分路段实施单向交通
组织# 形成由海秀中路5世贸南路5

海垦路组成的单向循环 !����

$!$"

�"

#取消海垦天桥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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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正值农历二月
初二#是我国民俗%龙抬头&的日子$

当日#第三届%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
典& 在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区举行#向
市民和游客展示了海南特色的海洋
民俗文化$

上午1点#随着开路锣鼓的敲响#

数百人组成的祭海巡游队伍从海口
市西海岸观海台出发#沿着海边祈福
拜祭行走$祭海拜巡队伍抵达假日海
滩中心广场#顿时鞭炮大作'鼓乐齐
鸣#龙腾狮舞#庄严肃穆的祭海仪式
正让市民和游客感受了古老海祭的
神秘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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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零时起# 新
一轮大雾笼罩# 琼州海峡全面封航#

自!月!!日起# 连续二日来的大雾致
粤海铁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

粤海铁"%%多名员工齐上阵# 做

好相关服务工作# 为旅客送食物$

粤海铁旅客列车调整为) !"日#

广州*三亚8#%09#%3次停运# 三亚开
上海南8/$!次' 三亚开北京西)!%!

次均改为!#日广州始发# 同时# 三
亚5广州8/$!次' 三亚*广州)!%!次

停运$

!"日琼州海峡封航后# 粤海铁旅
客列车)!%!次行至铁路南港待令#

8/$!次海口站待令# )!%$次南港池
外待令# 8#3/次徐闻站待令# 8#%39

8#%0次待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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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农历二月初
二龙抬头节吉时# 约三万名游客齐聚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 参加第八届中
国三亚龙抬头节南海祈福系列活动#

共同向南海龙王'向南海祈福$

上午$%时许# 南海祈福盛典礼在
面对大海的大小洞天龙王别院举行$

在庄严的音乐声中#三亚市人大'三亚
市委'三亚市人民政府'三亚市政协'

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三亚市文化
广电出版体育局' 三亚市旅游协会等
近二十家政府部门' 协会及单位代表
向南海龙王敬献花篮# 并向南海龙王
殿鞠躬行礼$

三亚市政协主席赵普选恭读祭
文$

据了解# 今年的祭海典礼与往届
相比#在形式上有了进一步的调整#以
一种纯民俗的方式祭祀南海与南海龙
王$ 在祭文恭读完毕后#古乐响起#!#

位身着紫色服装的舞蹈演员表演了六
佾舞#表达了对龙王的敬意$ 此时#南
海龙王别院正对的海面上也聚集了几
百艘前来祭拜龙王的渔民船只# 密密
麻麻地分布在海上# 祈福今年渔业兴

旺#万事顺意#场面颇为壮观$

随着上百只象征和平安康的白鸽
被放飞# 盛大的祈福仪式在万千游客
的见证下正式宣告礼毕$ 很多游客也
向海龙王纷纷献花#祈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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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八届中国三亚龙抬头节系
列活动之一的大小洞天民俗庙会今天
上午在大小洞天正式拉开帷幕$

记者看到# 庙会集中展示的海南
特色小吃' 海南特色工艺品展吸引了
大批游客的目光# 尤其是海南民艺表
演#将庙会推向高潮#迅速聚集了大批
游客捧场#场面颇为火爆$

在大小洞天民俗庙会上# 海南著
名四大特色汤粉海南粉等悉数亮相#

不少游客大感新鲜#纷纷购买品尝$

本届中国三亚龙抬头节的一个亮
点就是大小洞天民俗庙会# 在庙会上
不仅%好吃&#而且 %好看&$ 除了各种
各样的海南特色服饰' 热带风情岛服
及各种海南民间工艺品#同时#还呈现
了多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艺表

演#如崖州民歌'黎族打柴舞'儋州调
声'临高人偶等$大小洞天民俗庙会以
丰富多彩的内容# 为游客献上了一场
特别的龙抬头民俗盛宴$

同时很多游客还登顶鳌山# 独占
鳌头#获得了一年的美好祝愿$

据了解# 大小洞天旅游区自!%%#

年南海龙王像安座后# 每年二月初二
都会举办中国三亚龙抬头节南海祈福
系列活动# 目前这个节庆不仅是海南
最大规模的祭海拜龙王仪式# 也是海
南传统文化在三亚的一次盛会$ 今年
的龙抬头节活动内容之丰富# 参加人
数之多#也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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