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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邮轮形式进行

随着城镇化发展规划颁布时间
日趋临近，各地除了着力发展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更
多的是 开展大规 模的中小城 市 建
设，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
由此将成为一股“大潮”，目前已有
百余县申请撤县设市。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随着城镇
化的进一步加速，一些辖区人口、产
郭
业体系等已经完全融入邻近城市的
文
地方，将撤县设区；一些人口结构和
婧
社会生活形态都已经独立城市化的
地方，将撤县设市、撤镇设市，是符
合城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了
我国区域管理建制上的与时俱进，
应该鼓励和提倡。
然而，不能不看到，一些已经撤县
设区、撤县设市的地方，不少是在还不
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市
（区）”的匾牌已经高悬，但产业体系的
转型没有跟上，领导的管理观念、管理
谭力介绍，永兴岛有一个小型飞机跑道，还有码头
风格、管理效率也没有跟上，市民基本
的“城市意识”更没有跟上，导致正能
和气象站，“岛上新码头的一期工程已完工并开始
试运行，工人们正在赶工完成其他 !" 个项目，包括
量没有充分发挥，还带来了更多新的
问题。这一轮申请撤县设市的县就有
一个供给船泊位、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
百余个，其中究竟有多少泡沫，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项数据显示，到 "(!& 年，中国旅游业增加值
可达 " 万亿元左右，约占 )*+ 的 #,-.，约占服务业
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于撤县设市，自然有其好处。一
是市的影响、声誉要比县高，有利于提高居民的自豪感，也有
增加值的 !!.。同时，旅游业对 )*+ 增长的贡献率
可达 ! 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可达 " 个
利于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二是市比县的行政管理范围更宽，
行政管理权限更大，如果升格成地级市，还可以在“代管”附近
百分点。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有关人士表示，
“一旦西沙群岛对外开放旅游，不光将带动当地旅游
的县和县级市时，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三是更容易争取到更
市场的发展，还将带动三亚、乃至整个海南市场的
多的项目、资金和政策以及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用。
当然，在这些看得见的好处背后，还有更多的基于权力自
发展。”
不过，有分析称，三沙市的战略定位、区划界
肥的“行政功利”：一是领导更容易受到重视和提拔；二是随着
管理职能的扩大，可以多设一些机构，多一些编制人员，从而
定赋予了三沙市“彰显主权”的特殊使命。这意味
着，该城市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同时，还要服
可以多安排一些职务和人员；三是水涨船高，所有当地公务员
务于“大局”。“开放三沙
都可以获得高一等级的行政级别和工资补贴。但另一方面，
旅游，是具有象 征性 意义
“行政功利”会增加社会成本，名称更换带来的匾牌、公章、公文等
的事件，也是彰 显中 国海
的更新，也需要耗费一笔不菲的财政收入。
洋权益的重大的行动。”军
至于撤县设区，来自上级的冲动要更大，其可得的好处也较
事专家尹卓日前 表示 ，据
多。一是撤县设区之后，城市的“饼子”摊大了，各方面的统计数据
国际有关规则， 对于 有关
会更加“好看”；二是撤县设区也是一个收权和收钱的过程，特别有
领土，是“首先 发现 ，首
利于盘活更多的土地资源，获得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城市
先运营；其次是 首先 经营
建设的开发收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一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和开 发；然后， 行使 主权
迭次出现，城市病会继续蔓延和加重；二是“县域经济”活力可能下
和管辖权。三沙 开放 旅游
降，广东顺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撤县设区后，顺德的经济总
就属于第二种。 此外 ，相
量已由之前的全国县域经济第一跌到了第三位。
对于高污染行业 ，旅 游 业
无论是独立设置的市，还是城市下辖的区，本质上都是指区域载体功能
对三沙市的环境 影响 会小
较为完善、已经城市化的地方。撤县设区、撤县设市、撤镇设市，如果仅仅是
很多。”
拼凑，仅仅是为了“行政功利”，就会将“市”从城市属性中游离出去，丧失应
（据 《国 际 金 融
有的基本意义。另外，一股脑地撤县设区，也与国家加大中小城镇建设、提
报》 报道）
升城镇化的质量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面对新一轮的撤县设市冲动，务必
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保持应有的清醒和谨慎。

可上西沙群岛观光

三沙旅游有望“五一”成行
黄

东方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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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彰显主权”特殊使命的三沙市将有新
的发展亮点。海南省常务副省长谭力在博鳌论坛期
间表示，三沙特色旅游正加快推进，“三沙旅游的
路线、景点、着陆点基本确定，争取‘五一’小长
假前开通。”
谭力表示，三沙正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永兴码头一期完工投入试运行，
‘ 三沙一号’补给交
通船和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 !" 个项目正加紧建
设，文昌清澜港三沙后勤码头、西沙永兴岛供水工程
等正在推进。此外，海口后方基地建设也在加强，三沙
永兴办公区、文昌清澜补给基地建设正在推进。这都
将提高南海开发和三沙市行政管辖能力。”

烨

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比如，建造邮轮的工作已基本
完成，确定旅游的路线和景点、着陆点也基本确定，
制定各项安全保障措施也在研究当中。特别是旅游
的要求、规则，已做了一些要求。”

●观光景点和路线已确定
# 月 $ 日，谭力在博鳌论坛期间再次明确，三
沙旅游的着陆点“基本确定”，甚至可能会在“五
一”小长假期间开通。谭力透露，政府已为邮轮选
好了观光景点和路线。路透社此前引述海航集团的
消息称，能容纳 !%$& 人的邮轮将驶往西沙群岛。
一位旅行社人士称，“对于新出现的旅游线路，
旅行社一般都会跟进。三沙旅游一旦真正开放，就
我们公司看，估计多会以‘零售’的方式吸引消费
者关注该旅游项目。”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助理总经理刘峥嵘表示，“三沙旅游是热点。一旦
真正开放，对旅行社而言，会产生有商机的项目。
不过，在未来可能跟进该旅游项目的同时，我们也
会考虑市场风险等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风险之一可能是在接待能力上。
谭力坦言，三沙目前接待能力确实有限，因此，
“ 三沙
旅游将以邮轮旅游的形式进行，游客食宿均在邮轮
上，可上岛进行观光活动。”他还补充说，三沙市人民
政府驻地永兴岛位于海南岛东南方 '(( 公里处，目前
只有一艘邮轮为该岛旅游路线服务，
“ 关于具体的接
待量、邮轮设施等情况，有关部门会进一步公布。”

●发展三沙旅游是必然
南海一直是不少旅游爱好者期待的目的地，官
方近年来也数次“暗示”会开放西沙群岛等的旅游。
去年 # 月 # 日，有消息援引“海南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刚的话称，国家旅游局正与海
南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动西沙旅游，“具体的
计划是：第一步开放西沙的旅游，第二部开发海南
岛近海无居民岛屿的旅游。”该消息还称，“赴西沙
旅游的航线已确定，即由海口、三亚至西沙北礁及
附近岛屿，由‘椰香公主号’邮轮执行此航段。”紧
接着第二天，国家旅游局新闻处负责人却对外进行
了辟谣称，“关于西沙旅游的细节性介绍，跟旅游
局方面了解的情况不太吻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三沙市首任市委书记、市
长肖杰的一番表态消解了外界“三沙不开放旅游”
的猜测。“发展三沙旅游是未来的必然，并且时间
不会很远。”肖杰说，“围绕西沙旅游，目前各方面

●经济效益大于象征意义
旅游业的发展也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加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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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骑车赶山路

“ 80后 ”博 士 心 系 敬 老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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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之乡”采花迎新年

雷娟丽文 /图

今年 '( 岁的东北小伙儿魏国海
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
所（简称“原子能院”
）一名在 读博士
生。周一至周五，他全身心地泡在实
验室里搞科研，到了周末，他就跟福利
中心的老人去“约会”。> 年里，从学校
!- 公里的崎岖山路，魏国
到敬老院，
海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往返，捎去的不
仅仅是礼物，更是一片敬老之心。

奶放在自行车上绑好，哼着歌儿推着
车走向对面的福利中心。
“呦，
小魏又来啦！”
>$ 岁的王全柱
老人开着玩笑迎了出来。听到小魏的名
字，
在房间里休息的老人都纷
纷走出来，
沉闷的院子顿时欢
腾起来。
魏国海麻利地分完牛
奶，
从包里掏出一个登山杖来

锄头干起了活儿，还将院子打扫得干
干净净。老人们都对这位勤快善良的
小伙子产生了好感，而老人们丰富的
人生阅历也吸引着他。自此每到周末，
魏国海就成了敬老院的常客。
“他不仅
帮忙干活，还陪老人们聊天，就跟自家
人一样。”福利中心的老员工李师傅透
"((- 年，敬老院搬迁到青龙湖镇，
露，
未收到消息的魏国海骑着自行车一路
寻找，最终打听到新址。“距离越来越
远，我们以为他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一
如既往。骑车一个多小时，夏天全身都
湿透了，冬天冻得双手冰凉……”说到
这，王大爷感动得直掉泪。

自掏生活补贴买礼物
从未在敬老院吃过饭
' 月末的一个休息日，魏国海早
上 $ 点起床，整整一个上午，都在实验
室准备 & 月份的博士论文答辩。而后，
在食堂简单吃个午饭，他便骑着自
行车出发了。距离北京房山区青龙
湖社会福利中心有 !- 公里
的山路，>( 分钟后，魏国海
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焦各庄的
一家超市门口。
“老板，来一箱高钙
奶、一箱纯牛奶。”魏国海
掏出 !(( 元。他把两箱牛

刚开始，魏国海选择在周末上午
去敬老院，但后来把时间定到了下午。
他悄悄告诉记者，上午时间短，老人往
到 &$ 岁袁叔的房间。
袁叔是位盲人，
平时靠一根使用多
年的简易拐杖探路。魏国海将登山杖放
到袁叔手中，
耐心地引导他触摸、
安装。
“小魏特别细心，
他得知我喜欢听戏，
还
给我捎来了录音机和磁带。”
袁叔向记
者透露，魏国海老家在东北农村，读研
时每月只有微薄的生活补贴，
但他每次
都会留心老人们缺什么，
下次过来会送
到他们手中。

人物聚焦
大樱桃上市采摘忙
日前，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大棚种植大
樱桃进入采摘期。图为 4月 1
1日，山东省
临朐县城关街道月庄村农民在采摘大樱桃。
孙树宝摄 （新华社发）

敬老院搬家他找上门

图为魏国海耐心地引导袁叔触摸登山杖

"(($ 年，刚考上研究
生的魏国海正在关注中国
老龄化问题，他打听到原
子能院 - 公里外的坨里镇
有一家敬老院，里面住着
二十多位孤寡、残疾老人，
“就很想去看看这些老人
过得怎样。”
一个周末，魏国海骑
着自行车到了敬老院。一
进院子看到有未整理完的
菜地，他自告奋勇地拿起

4月 1
1日，云南三台山举行万人采花扮龙亭暨对山歌、丢包、嘎伴光、竹筒传情、民族团结餐等
民俗体验活动，庆祝即将到来的泼水节。泼水节为傣族的新年，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德昂族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一般为期三至四天。图为身着民族服饰的群众在采花会上表演竹筒传情。
秦 朗摄 （新华社发）

往会热情地留他吃午饭，而在下午天
黑后容易找各种理由开溜，
“我若吃饭
的话，他们会把好吃的都留给我，我
不忍心。” > 年来，魏国海从未在敬
老院吃过一顿饭。
去年 ' 月，青龙湖社会福利中心
主任张文军将一封感谢信送到原子能
院，魏国海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他坦
言，博士毕业后工作会越来越忙，
但只要有空，一定会坚持去看望
这些老人，
“我们彼此需要，彼此
惦记着。”
（据《北京晨报》报道）

北京早樱进入观赏期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早樱日前进入最佳观赏期。
玉渊潭公园樱花大体分为早樱和晚樱两大系列，
次第
开放可持续一个多月。图为玉渊潭公园盛开的早樱与
湖水、
绿柳相映，
构成美景。李俊东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