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旅游岛建设十大成果候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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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宜人的环境!气候"环岛赛的组织!接
待"加上环岛赛奖金又大幅提高"这对各国参赛
的车队和车手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年"获准参赛的$&支队伍分别来自五大洲$

亚洲'支%欧洲'支!美洲&支!大洋洲&支!非洲&支& $&

支队伍包括&支()*职业队%+支()*洲际职业队%&+支
()*洲际队和$支国家和地区队" 参赛车队的整体水
平是$"&&年全国各项公路自行车赛事中最高的&

在这$&支车队中" 不乏高水平的车队和车
手"阿斯塔纳队%西班牙健乐士队%荷兰禧玛诺队
是参加去年环法比赛的高水平车队'伊朗大不理
士石化洲际队排名亚洲第一'瑞士国家队选手曾
在北京奥运会中夺得计时赛第一名'斯洛文尼亚
队曾夺得去年环青海湖赛的总冠军"等等&

高水平的赛事需要高水平的裁判团队执法&据
了解"$"&&年环岛赛的裁判阵容也为历届最强"除
了国际自盟派出的总裁外"组委会还邀请了三位经
验丰富的国际裁判组成了强大的裁判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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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通过环岛赛向世界展示海南国
际旅游岛的魅力"大赛组委会每年在办赛模式上
都会注重加大对海南各个市县的宣传力度& 比如
调整比赛线路"将全省&,个市县的政府所在地和
主要风景区都纳入赛段线路中&

为最大限度地展示海南的优美风光"比赛还
安排了(三亚绕圈赛)和(环五指山赛)'采取赛段
冠名的办法"对澄迈%屯昌等市县进行赛段冠名
宣传'安排赛段起终点市县举办迎送仪式和颁奖
仪式"等等"这些举措让各市县能更好地通过赛

事充分展示本地的风土人情和经济建设%社会发
展的新面貌#

而各市县对环岛自行车赛的举办也加大支
持力度"据悉"三亚市%五指山市%澄迈县%屯昌县
等都划拨专款支持环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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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届的环岛赛" 平均有$"支国内外参赛
队%数百名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参与"涉及政府
&"多个部门和&,个市县以及大量的人力% 物力%财
力%安全%经营%管理等问题"省文体厅作为牵头单
位"承担了整个赛事的运营协调"经过几年的锻炼"

现已培养出海南本土的专业赛事运营团队#

在媒体运用上" 组委会建立大赛官方网站%充
分利用本省媒体频道资源%加强与国内外主流媒体
合作# 以电视现场直播为核心"同时以网络%报纸%

杂志% 微博等多种媒介进行全方位立体式宣传"借
赛事平台向全世界宣传推介海南国际旅游岛#

每届大赛前"海南省文体厅都要召开重大文
体活动合作媒体座谈会"听取中央电视台%部分
中央驻琼媒体和省内主要媒体的意见和建议# 赛
事组委会建立了赛事官网" 对外发布赛事新闻#

中央电视台派出专门报道队伍" 对大赛开闭幕
式%比赛全过程以及海南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
等进行了录播和报道# 组委会还录制赛事光盘%

印制宣传画册"分发给国外参赛选手和嘉宾#

据省文体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大型文体活动
在海南举办期间乃至举办后的一段时间"都会使
海南广泛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长时间%高密度%众
多媒体的宣传使举办地的形象迅速(品牌化)"大
大提高举办地的知名度"而这种知名度和良好形
象将使举办地长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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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于$""'年&&月动工"

$"&&年-月,日正式落成开馆" 其建筑总面积约
&.万平方米"概算总投资为&./,亿元"由一个展
览中心和一个会议中心组成#其中"展览中心面
积-万多平方米" 设有.个展览大厅和一个近
+-""平方米能够容纳近0"""人的室内迎宾大
厅'会议中心面积+/$万平方米"设置在展览中心
北侧"包括一个能容纳$"""人的多功能厅"一个
能容纳&,""人的剧场阶梯式会议厅" 一个能容
纳1""人具备同声传译系统的国际会议厅"$-个
中小型会议厅及多个贵宾接待室等设施#

该项目由$"",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鸟巢)

的中方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设
计结合了节能%环保%低碳等绿色主题"充分考
虑沿海建筑景观"曲线流畅飘逸"在总体布局和
功能安排上融入海南独特的热带滨海风情和海
洋文化元素"设计新颖独特"在全国&$"多家会
展中心中独树一帜#

到目前为止" 一批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大
型展会% 规模上千人的大型会议已成功在会展
中心举办#其中包括($"&&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
暨中国*海口+国际旅游商品交易会)!($"&&*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第八届中国
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第十五届海峡两岸
旅行业联谊会) 等全国乃至国际上颇具影响力
的知名展会及论坛&

今年"这里还将是第八届泛珠三角区域2'3

45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的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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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建成" 解决了海南会
展场馆面积小的问题" 填补了海口乃至全省大
型综合性会展设施的空白& 海南会展界人士普
遍把$%&&年作为海南会展业发展的新起点& 一
名会展业界人士预言$ 随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的建设"海口会展业已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建
成使用" 打破了三亚! 海口会议旺季不平衡局
面& (会议结束之后"公司安排在三亚玩几天"享
受阳光和沙滩& )广东一农业公司员工莫先生的
想法代表了很多到海南举办会议的公司的想
法&此前"三亚和海口会议旺季长期处于不平衡
的局面"但随着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使用"业内
人士认为这一局面将渐渐打破&

海口市政府把会议产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
扶持"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 动
员各部门各行业及各类资源来推动会议产业的
发展& 会展界人士人为" 随着东环高铁的开
通" 西环高铁也呼之欲出" 研究建设琼州海峡
跨海工程也逐步提上议程& 离岛免税政策的执
行" 高尔夫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的举办" 以及众
多高星级品牌酒店纷纷落户" 海口不断完善城
市的基础配套设施" 不断完善的会议服务机
制" 为会议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撑& 海南以
往会议旺季三亚扎堆! 海口冷清的不平衡局面
正在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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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镇
污水处理工作"$%%,年提出了用两年半的时间
实现污水处理厂县以上全覆盖的目标"通过召
开全省动员大会!成立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签订目标责任书!开通审批绿色
通道!实行联合审批!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及出台
,加快推进全省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实施
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配套文件的有力措施"各市
县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截至$%&%年&$月底"全省(十一五)规划建
设的$0个污水处理项目全部建成通水"完成投
资$-/'亿元"总设计规模为 1./,万6.78"敷设管
网.1&公里"实现了污水处理厂县以上全覆盖的
目标"继浙江省!河南省等省份之后成为全国第
-个污水处理厂县县通水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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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省(十一五)新建的污水处理厂
纷纷进入运营阶段"为了确保污水处理厂的正
常运营"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各项运营监管工作&

截至$%&&年&%月底"全省已投入运营的污水处
理厂$0座"污水处理能力'./'万吨7日"平均运
行负荷率为,+/09"累计处理污水4/:亿吨"同比
增长0%9'削减化学需氧量*);<+总量./0.万
吨'平均削减化学需氧量*);<+浓度为&0%6=7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为-:/19& 另外"服务于
旅游!工业开发区的三亚荔枝沟!三亚海棠湾!

澄迈老城!洋浦等+座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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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试运行&

在污水处理厂运营方面" 我省成功实行了
:1个市县跨行政区域打包委托运营新模式"该
模式的成功实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以及住
建部!环保部的一致好评&中标的两家运营商提
前介入!培训员工"快速启动污水处理厂的试运
行" 较好地解决了市县污水处理厂运营管理中
技术欠缺和人员缺乏的难题" 大大减轻了市县
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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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兄弟省市相比" 海南城镇垃圾处理设施
建设起步晚! 起点低& $%%-年底全省只有海口!

琼海两市建有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其他:1个
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均为空白" 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仅为.-9"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海
南生态立省的要求极不相称& 对此" 海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 $%%,年以来" 在省委! 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 举全省之力" 紧紧抓住国家
实施扩内需! 促增长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有利契
机" 采取一系列措施" 攻坚克难" 我省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式发展& 截止$%:$年$

月" 全省共投资:+/1亿元" 建成并运营:-座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新增垃圾无害化处理能
力.0:+吨7日"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9" 实现了全省县城以上垃圾处理设施全覆
盖" 超额完成 (十一五) 末达到-%9的工作目
标" 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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