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创意新城将建
高端产业智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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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三亚市崖州湾创意新
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专家评
审会在三亚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厦
门'海南等地的规划专家对规划进行
详细评审& 根据规划#创意新城区将
建成三亚市新兴产业发展集中区#建
立研发交流'融资推广'孵化结算于
一体的新兴产业发展集中区&

据悉# 创意新城位于三亚西部
的崖城镇崖州湾内& 规划发展目标
是(集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教育培
训'国际论坛'会展度假'港口物流
为一体#建成高端产业'创意人才 '

知识经济聚集的生态型'智能型'环
保型现代化创意新社区&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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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创意产业园将以创意产业' 高新技
术产业为主# 集会展培训' 港口物
流'旅游居住于一体#打造成世界一
流的大型生态办公区#高端产业#高
端人群聚集的智慧湾&

截至目前#已签订投资意向协议
的企业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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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 协议投资总额
#""

亿元& 其中取得土地招拍挂的项
目有海云天'中兴睿海'中兴研发'中
兴置地'清华力合'三亚华纳'益科博
和中改院等#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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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今年还要完
成土地招拍挂的项目有

%&

个& 另外#

有大部分企业正在申报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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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日前#媒体报道称杭州市政府宣
布免费向市民开放室外

'()(

网络#意
味着杭州成为全国首个免费开放
'()(

的城市#杭州市民和游客能免费
使用室外

'()(

网络&杭州此举引起了
网友的热议&记者今天从海口有关部
门了解到#其实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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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口就
曾提出打造)无线海口*的项目发展
计划#同年专家小组也通过此项目可
行性报告#相关实施方案也正在商讨
中# 将在适当的时候推出此项目#让
海口真正实现网络全覆盖&

海口部分场所提供免费
! "#"

记者今天走访了解到#目前海口
虽然没有像杭州一样全城都可以免
费上网#但在一些咖啡店'饭店等场
所#经营者则自行为顾客提供店内消
费#免费上网的服务#可以说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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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已经悄然成为商家营销的方式
之一&

在记者走访的咖啡店内#或是在
桌上服务按钮处#亦或是在店内醒目
的位置#均可看到商家贴出免费上网
的温馨提示#还公布了上网登录的用
户名和密码& 环顾店内顾客#其中不
乏一些拿着电脑上网的人群&

)我觉得来这里上网很休闲& *在
某公司工作的小李#几乎每天下午都
会抽出

%

个小时的时间喝下午茶#点
一杯喜欢的饮料#在店内休闲的音乐
伴奏下#拿着电脑上上网#可以让整
天的工作压力得到缓解& 这样放松的
感觉#也正是吸引小李的主要因素&

在国贸一家咖啡店内 # 记者看
到有一半左右的顾客在一边喝咖
啡#一边用手机或电脑在上网#这样
一来#让那些原本还在聊天的顾客#

也不自觉将分贝降低# 或者拿起一

本书来翻阅&

)其实现在人们用的手机就好比
一台电脑#走到哪都能及时了解新闻
资讯#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该店老板
说#店内为顾客提供免费上网#有些
顾客索性就利用这个便利在店里用
手机或电脑看电影#也有些顾客在店
里尽情享受这免费的网络服务#这样
一来无形中就延长了顾客在店内停
留的时间& 这在店老板看来#无疑是
一个很好的营销手段&

!无线海口"通过专家评审
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 海口作为

海南的省会# 为何不也尝试免费
'()(

全城覆盖呢+其实#海口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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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
已经提出了)无线海口*的建设项目#

项目可行性报告也通过专家评审& 记
者下午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
局获悉#)无线海口* 设计方案现已出

炉# 根据设计方案#)无线海口*将采
用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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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宽带无线接入系
统*建设覆盖全市的宽带无线城域网&

同时#该项目已经列入该局)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 目前正在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将在适当
的时候正式推出此项目&

据介绍#)无线海口*是依托海口
市现有党政办公光纤网为基础#采用
艾维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技术组网
方案建成无线政务城域网#实现全市
无缝覆盖#为政府移动政务'安防监
控'智能交通'移动警务'应急通信'

社区管理'社区医疗等应用提供高速
率'动中通'多业务融合的新一代宽
带无线通信专网式服务& 同时作为现
有公用网的延伸和补充#实现有线和
无线互联互通#使海口市成为)宽带
无线移动数字城市*# 让政务网真正
动起来&

网友热议杭州免费开放室外
$"%"

网络#海口有望十二五期间实现全城网络覆盖

!无线海口"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
我省供水管道
开始升级换代
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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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由海南省给排水学术委员会主
办#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承办
的)

1

等级球磨铸铁管道!海南"技术
研讨会*于

%%

月
%

日在海口举行& 记
者从会议上了解到#)十二五*期间#

海南将对
!&""

公里给排水管道进行
新建或改造# 有效杜绝给排水管道
的跑冒滴漏&

据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顾
问' 建设部城镇水务专家组成员 '

高级工程师肖绍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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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
前# 我国都不生产铸铁管# 引进国
外铸铁管的比例也很小# 从而每年
跑冒滴漏的水资源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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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从九十年代开始慢慢引进# 这几
年才大举引进先进的球磨铸铁管&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教
授胡家骢告诉记者#相比传统管道#

1

等级球磨铸铁管道力学强度高'韧性
好'抗震性好'使用安全方便'寿命
长# 已被建设部列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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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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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展规划大纲%中&

海南省给排水学术委员会有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我省已在三亚中法
水务有限公司管网工程和屯昌县雷
公滩农村饮水工程中开始使用#对提
高水质# 减少浪费将起到积极的作
用& 下一步#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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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 冬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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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南国都市报的暖冬行动
正式启动& 当天#不少爱心市民打来电
话#表示想捐献御寒衣被& 下午#海口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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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阿伯租了一辆小货车#

送来一些御寒的衣被& 还有来自内蒙
古的一位老人想将自家新做的被子送
来& 本报继续开通暖冬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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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缺衣少被' 经济困难的群众寻求帮
助# 为想要奉献爱心的个人和企业搭
建帮扶困难群众的平台&

!

日下午#一辆小货车开到了海南日
报社门口#说是想捐衣被& 记者接到消息
赶到门口#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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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阿伯打开了车
厢的门& 里面堆了很多个袋子#都是阿伯
收拾好的& 阿伯说#自己姓梁#住在海口

滨海大道& 听说有捐衣被的消息后#他特
地租了一辆小货车#将衣被送了过来&

在刚刚遭受台风)山神*袭击的灾
区#群众家里被淋湿的被子'毛巾还没
晒干#家里的电器'炉灶'柴米油盐被
水泡#没办法继续使用#潮湿的家里也
招来蚊虫& 受灾的他们现在急需棉被
御寒#米油下锅#热灶做饭#蚊香驱虫&

还有一些困难家庭# 他们可能没办法
给残疾的孩子买一台轮椅# 因为没有
电视而只能靠着老式收音机解闷& 他
们#都需要大家伸出援助之手&

愿意为困难群众捐献物资的爱心
市民和企业# 可把物品送至海口市金
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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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海南日报社
&

楼南国都市报
社#或拨打)暖冬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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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您身边如果有急需帮助的困难群众#

也可拨打这个电话与我们联系# 我们
将尽力帮助他们&

温馨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旧衣被

需要消毒才能捐赠! 目前本报不具备

消毒条件!为了保障受捐助者的健康!

原则上不接受旧衣被! 请有意捐赠旧

衣被的爱心市民谅解"

六旬老伯租货车送来衣被
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愿捐物资的爱心企业和市民#请拨打本报暖冬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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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
%

日召开的海口地区客运车辆
.56

监控管理现场会上获悉#截至
%"

月
3"

日#海口地区客运车辆全部安装
.56

监控系统&

据海口市交通局运管处客运科有
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海口地区共有客
运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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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包括省际班线'省内班
线'乡镇班线以及一日游'包车等五个
类型的客运车辆& 在该市交通局运管
处的大力推动下# 目前海口地区客运
车辆已经全部实现

.56

安全监控&但是
在管理过程中# 主管部门发现部分企
业虽然已经启用了

.56

安全监控系统#

但管理流程'系统的应用'责任分解等
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在当天的管理
会上#省运输局'海口市运管处还专门
安排海口地区的客运企业代表参观了
海南耀兴集团的智能化监控平台&

)车辆跑到哪里#是否超载'超速
都会一目了然#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我
们会马上通知当班司机# 确保安全行
车& *海南耀兴集团的技术人员告诉记
者& 在安全管理方面#该公司以

.56

监
控室为中心# 各营运车辆为动点的车
辆
.56

安全监控'车辆智能调度管理系
统# 提升了集团公司安全管理的科技
含量# 实现了安全管理监控由人工上
路布点检查向科技设备信息化全程监
控转变# 实现了车辆动态监控信息数
据直接由电脑生成的转变&

据悉# 自
.56

监控室成立以来#海
南耀兴集团共纠正'提醒违章违规!超

速"车辆
!!"

车次#在春运'各节日黄金
周应急客运中指挥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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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班次
!团次"#在处置突发事件中担负起)导
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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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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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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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三
亚凤凰岛邮轮码头彩旗飘飘' 锣鼓
喧天#丽星邮轮)宝瓶星*号第二季
三亚凤凰岛母港起航仪式在此隆重
举行#正式拉开三亚

9

越南航线& 今
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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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外游客登上)宝瓶星*

号邮轮#尽享不一样的海上之旅&

据悉#)宝瓶星* 号本次复航#

已预定
%#"

个航次# 预计从三亚凤
凰岛国际邮轮母港进出的国际游
客将达到

#"

万人次#三亚又将掀起
新一轮邮轮热&

据介绍#在)宝瓶星*号复航的
重要时刻# 丽星邮轮与中国运动
员教育基金会合作# 举办奥运会

冠军募捐活动# 邀请了前奥运冠
军李小鹏'李娜和胡佳#冠军们将
与 )宝瓶星* 号的游客近距离接
触# 为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筹
款& 同时捐出云顶香港投资制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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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巫启贤唱片请三位奥运
会冠军协助义卖&

而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也
捐出林丹亲笔签名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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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卫冕冠军专用战拍#中国跳水队伦
敦奥运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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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奥运会及
残奥会纪念邮票供旅客欣赏和拍
卖&所筹得善款全部捐赠中国运动
员教育基金会&

此外#)宝瓶星*号还邀请了著
名歌手李慧珍#今晚在邮轮上举办

海上音乐会#让游客大饱耳福&

丽星邮轮公司是世界三大邮轮
公司之一#航线以亚太地区为主#旗
下
!%

艘邮轮# 占全球邮轮总数的
:4

#)宝瓶星*号邮轮是丽星邮轮家
族亚太地区航线船体重量占第二位
的豪华邮轮#总排水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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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去年
%%

月至今年
#

月#)宝瓶星*号以
三亚为母港# 共进出港

%!&

个航次#

接待出入境游客
2-!

万人次&

据了解#耗资
2"""

万美元翻新
升级后的)双子星*号将于

!"%3

年
!

月首航三亚#开展三亚出发的母港
航次至

3

月底&届时#丽星邮轮旗下
共有两艘邮轮进驻海南#为海南邮
轮旅游产业注入动力&

!宝瓶星"号三亚复航
邀请李小鹏'李娜'胡佳为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募捐

海口客运车辆
全部安装/01

!宝瓶星"号三亚复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