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0123456

789:;<=>?

!海南要提高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
现代服务业水平" 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
有国际水准的人才队伍" 而国际水准的
人才队伍"就更需要有国际化视野#国际
化的教育来配合$ %出席签约仪式的省社
科联副主席曹锡仁认为" 海南建设国际
旅游岛需要在教育& 医疗等公共事业对
外开放$ 目前" 海南旅游国际人才很紧
缺" 但国际化的旅游人仅仅靠引进是不
够的"需要大量的培养"更需要有国际化
的办学水准"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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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 拟建设的中国海南国
际旅游学院项目投资预计#$"亿美
元"占地约%!!!亩"将建设包括教学
区&宿舍区&文体区和酒店&高尔夫&

会议中心& 赛马场以及游艇俱乐部
等实训基地$ 学院将开设酒店管理&

烹饪管理&高尔夫管理&游艇管理&

会展管理以及体育竞赛管理等多门
专业课程"同时按照!国际生源&国
际教育&国际研究&国际就业% 的全
程国际化模式引入爱尔兰都柏林理
工大学国际旅游学院的教育师资力
量进行建设和管理$ 未来海南国际
旅游学院将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
旅游学院和旅游研究中心$

都柏林理工学院是爱尔兰最大
的理工学院$ &'!%年"该校在爱尔兰
大学综合排名中居第六位$ 作为爱
尔兰教育部资助的公立学府和欧洲
大学协会的会员" 都柏林理工学院
在高等教育界声誉卓著" 目前拥有
在校生两万多人$ 鉴于在过去一百
多年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做出的杰出
贡献和在科研领域取得的卓越成
就" 都柏林理工学院被爱尔兰政府

批准成为唯一一所具有独立大学资
质的理工学院" 可以自主颁发学历
证书$ 都柏林理工学院毕业生一直
是企业界及各专业领域的抢手人才"

就业率高达()*以上" 居爱尔兰高
校之冠$

都柏林理工学院下属旅游和餐
饮管理学院建立于+,-+年" 是爱尔
兰当时唯一一所旅游和餐饮管理学
院" 也是爱尔兰酒店教育研究的中
心$ .)年代末学院就在爱尔兰开设
了餐饮管理本科教育$ 经过()年代
和,)年代不断发展" 该学院旅游与
餐饮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已达到世界
领先水准$ 旅游和餐饮管理学院沿
袭了欧洲传统的教育模式" 注重基
础理论教学" 兼顾实践结合" 一对
一师生交流" 采用小班授课" 以职
业为核心设置课程" 为学生安排带
薪实习期" 帮助学生减轻经济负担"

增加工作经验$

目前"都柏林理工学院与我国哈
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建立
了多层面的合作关系"与中国高校的
校际间合作密切"广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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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何选择到海南来办学"都
柏林理工大学国际旅游学院院长/01

2344567表示"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对
于海南和爱尔兰双方在高等教育合
作&校际之间的合作交流很重要$ 海南
定位建设国际旅游岛之后" 旅游发展
很快" 这对爱尔兰高登教育来说是很
好的机会$ 因为海南旅游与爱尔兰的
旅游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旅游高尔
夫&水上项目&食品安全等"他对双方
的文化交流很感兴趣$

/012344567表示"爱尔兰的旅游产
业始于#,('年$ 当时"爱尔兰政府出
资资助大学发展旅游人才培养计划$

爱尔兰都伯林理工大学有幸得到爱尔
兰政府的资助$目前"都柏林理工大学
国际旅游学院院开展了许多旅游的课
程"如酒店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

!我是第四次来海南了"每次来海
南都受益匪浅$ % /012344567说"现在"

是海南旅游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机"旅
游人才缺口很大$ 海南已经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来促进旅游人才的培养"

但还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来弥补市场
的需求$ 该院与海南合作办学也是促
进旅游人才培养政策的落实$目前"双
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接下来
还需要进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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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睦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吕明秋
表示" 将国际知名的旅游院校引到海南
来合作办学" 在当前建设海南国际旅游
岛的背景下"是很务实的想法"国际旅游
人才的培养也能很快见效" 为海南旅游
的发展提供新鲜血液$

吕明秋说" 都柏林理工学院学历是
经教育部认可的$ !海南国际旅游学院%

的招生应该是面向全球的"计划在"年内
建设成在校生达#万人"目前正在进行学
院选址的相关工作$ 该公司正在推动海
南大学与都柏林理工大学在学生互访&

学者访问等方面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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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国土资
源厅获悉"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年度海南生态省建设工作要
点*"指出今年将建设.个污水处理项
目" 启动&'个污水配套管网项目"力
争年底城镇污水处理厂平均运行负
荷率达到8'9以上"全省城镇污水处
理率达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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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指出"要推进昌江循环经
济工业园和洋浦生态工业园区建设"

抓好海口# 三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
系试点"在海口#三亚#保亭等市县开

展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园和示范企业试
点+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新增无公害生
产基地"万亩"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经济
示范园建设+积极发展海洋生态产业"

创建.家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加强城镇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
的建设#配套及营运管理"提高城市
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
力+建设.个污水处理项目"启动&)个
污水配套管网项目"力争年底城镇污
水处理厂平均运行负荷率达到8)*

以上"全省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以上+ 继续实施沼气利用工程"新增
户用沼气"&))户# 小型沼气工程.8

处#大型沼气工程&&处+

)要点*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已建

成&,个城镇和+&)个村镇饮用水源保
护区分区管理制度"新增8"个村镇饮
用水源保护区+ 加快推进南渡江#万
泉河# 昌化江三大流域水污染防治+

建立城乡饮用水水源污染应急预警
体系+拆除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
所有排污口"禁止在饮用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内开展与供水和水源保护无
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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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指出"要继续实施天然林
保护工程+将公益林管护补偿标准提
高到&)元:亩"争取国家将尖峰岭等.

处自然保护区列入生态补偿计划+组

织实施海南岛中部山区热带雨林水
源地保护工程"改善中部山区试点区
域乡村污水和垃圾综合处理能力+

)要点*指出"要创建"个省级生
态文明乡镇#&)个小康环保示范村+

在公路干线#旅游景点和重点项目区
周边创建8))个文明生态村+ 组织创
建(个绿色社区#&"个绿色学校"启动
绿色企业创建试点工作

)要点*要求"将环境保护与生态
建设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推进城
乡一体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资
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研究建立生态
文明建设考核机制"探索将生态环境
保护成效纳入各市县领导班子和主
要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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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资源是海南最重要#最宝贵
的财富+ %)日上午"省政协召开五届
二十三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
协五届常委会)关于加快发展海南省
海洋经济的建议案'草案(*+同时"政
协调研组历时近两年充分调研基础
上形成的)关于加快发展海南省海洋
经济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也正式出炉+

调研组认为" 海南是海洋资源大
省"但与国内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我省
海洋经济规模偏小+ )报告*指出"海南
应抓住机遇"充分挖掘!海洋生产力%"

向海洋要财富"向海洋要发展空间"形
成南海蓝色经济区"争取国家支持"把
建设!海南海洋生态经济示范区%纳入
国家新一轮海洋发展战略+同时"通过
加强南海海域环境生态保护力度"联
合组织开展海洋科学考察活动" 维护
和争取国家海洋战略权益+

针对发展海洋经济")报告*提出
.点建议+

首先"我省应推进海洋渔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低碳绿色的现
代渔业+鼓励渔民造大船#闯深海"开
展外海捕捞, 构建热带水产育种体
系,实施耕海牧渔工程"大力发展!碳

汇渔业%,发展水产品加工业+

其次"我省应确立海洋旅游作为
我省海洋经济特色产业"重点打造世
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发展高端热带海岛观光#海洋文化旅
游#休闲渔业旅游,加强和改善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我省应充分发挥海南的区
位优势"积极打造高水平临海临港经
济带+包括建设立足本省#背靠内陆#

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和物流中心"

创建一批省级#国家级海洋支柱产业
园区"引进大型企业发展"发展修造
船和海洋工程制造业" 建设新材料#

新能源产业基地+

我省还应积极推进!南海资源开
发和服务基地%建设+ 走!科技兴海%

的道路+ 整合全省现有的海洋科技资
源"组建海南省海洋科学研究院,引进
国家级科研院所提升我省海洋技术机
构,加强海洋经济人才队伍建设+

此外" 我省还要制定一系列政策
措施" 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要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作
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法制上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开发海
洋与海岸带生态系统建设" 并加大海
洋环保宣传力度+

%·d$ ¸¹º»¼½/0%/¾¿ÀÁÂÃÄÅ% ³Æ"³

2

²je!

¼½ÇÈÉÊË®ÌÍÎ/ÏÐÑ2

IB!E

!

F

!"

GH

'记者 )

*

(%月%)日"工信部就今年宽带提速
相关工作作出部署+记者在海南通信
管理局召开的全省宽带普及提速工
程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年"海南省通信业将推进全省宽
带普及提速工程+!宽带海南%建设将
以!建光网#提速度#促普及#扩应用#

降资费#惠民生%为总体思路+

今年主要目标-新增光纤入户用
户达")*以上" 城市地区&)/覆盖率
达到()*, 全省宽带用户达到++)万
户"普及率超过+&*,新增+&8个具备
宽带接入能力的行政村"行政村通宽
带比率达到,%*,全省固定宽带用户
接入速率总体提升" 使用-/及以上
宽带的用户超过")*,针对不同人群
设计多款套餐"降低单位宽带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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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海
口市琼山区!五大办%组织征收办#城
管局#联防#住建局等8)多人对红城
湖路延长线规划范围内++处违法建
筑进行查处" 现场强制拆除&处正在
施工的违建" 并对"处加层#-处加顶
的违建标示"责令业主限期整改+

据五大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
违法建筑位于巴伦路一带"琼山区城
管局曾向相关居民下发限期改正通
知书"但他们未理睬+据了解"琼山区
将坚决打击违法偷建抢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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