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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文昌定位国际航天城
由发射基地向产业基地拓展 吸引华商投资

海南一季度生产总值首破千亿 同比增 8.9%

“天舟一号”成功发射

三亚天然巨石获世界纪录认证

南海博物馆获批复正式定名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搭载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
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 596 秒后，
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
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这是
天舟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
箭组成的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的
首次飞行试验。

飞船入轨后，将按预定程序
与在轨运行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
室先后进行自动交会对接、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等 3 次交会对接，
3 次推进剂在轨补加，以及空间
应用和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多项实
（试）验。

其间，“天舟一号”与天宫

二号组合体在轨飞行约2个月，“天
舟一号”独立飞行约 3 个月。完
成既定任务后，“天舟一号”将
受控离轨，陨落至预定安全海域。
天宫二号留轨继续开展拓展试验
和应用。

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地
面 393 千米的近圆对接轨道，设
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满
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

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与之
前执行首飞任务的长征七号遥一
运载火箭技术状态基本一致，为
满足发射货运飞船要求，进行部
分技术状态更改，进一步提高了
安全性与可靠性。这是长征系列
运载火箭的第 247 次飞行。 张素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
船“天舟一号”于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
功发射。作为中国唯一的滨海航
天发射场所在地，文昌定位国际
航天城，计划由航天发射基地向
航天产业基地进行扩展。

经过 2016 年两次航天发射，
文昌市作为航天发射基地的接待
准备工作正逐步实现常态化，在
人员疏散、游客接待、医疗保障、
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有成
熟预案。

在此基础上，海南省明确提
出建设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把
文昌航天发射场建设成国际性、
开放性、商业性的发射场并向航
天产业基地拓展。

文昌国际航天城规划面积约
90.8 万亩（605.7 平方公里）。据
文昌市长王晓桥介绍，该市将在
航天上下游产业上同时发力，以
军民融合为契机重点打造六大产
业链：航天重装产业链、航天科
研及空间信息产业链、航天区块
链金融产业链、航天种业产业链、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于 4 月 20 日 19 时
41 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目前，天宫二号运行在距
地面 393 千米的近圆对接轨道，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状态良好，满
足交会对接任务要求。“始发站”文昌也即将步入新的发展轨道。

记者 19 日从 2017 年一季度
海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经中国国家统计局计算
确定，今年一季度海南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达 1056.39 亿元（人民币，
下同），比上年同期增长 8.9%。
这是多年来海南一季度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首次破千亿。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方
少民表示，今年一季度海南地区
生产总值等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均超过年度预期增长目标，快
于全国水平，全省经济实现了良
好开局。

今年一季度，海南房地产开

发 完 成 投 资 355.17 亿 元， 增 长
13.3%；全省房屋销售面积 692.93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03.8%；
18 个市县房屋销售面积增速均在
17% 以上，9 个市县房屋销售面积
同比增速市县翻倍，呈现出房地
产销售高速增长的特点。

方少民介绍，今年 3 月末全
省商品住宅待售面积（已批准预
售和销售而未销售部分）2338 万
平方米，比去年末减少 283 万平
方米，商品房库存去化期进一步
降至 17 个月，比上年末减少 6 个
月，房地产市场去库存效果进一
步巩固。

在重点产业投资方面，今年
一季度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完成
投资 729.73 亿元，其中油气产业
投资增长 627.9%，医疗健康产业
投资增长 499.2%，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 20 个医疗健康产
业项目正加紧建设，内容涉及肿
瘤防治、整形美容、抗衰老、干
细胞应用等领域。

此外，在旅游旺季带动下，
全 省 一 季 度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1809.42 万人次，其中接待旅游过
夜 1426.4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23.13 亿元。旅游产业对整体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1.7%。�洪坚鹏

近日，选址海南省琼海市潭
门镇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下称南海博物馆）正式获得中
国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定名。

南海博物馆位于潭门中心渔
港南岸，距离博鳌亚洲论坛会址 9
公里，建筑面积为 7 万多平方米，

分为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该馆的概念设计方案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何镜堂领衔的华南理
工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设计，以
“丝路逐浪、南海方舟”为设计
主题，结合了海南黎族船型屋、
渔网、海浪等地方文化和海洋文

化元素，集收藏、展示、教育、
保护、科研、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自去年 9 月底完成主体结构
封顶后，南海博物馆转入钢结构、
玻璃幕墙、金属屋面、展陈设计
施工及室内装修、室外景观等施
工程序，现已基本建成。� 洪坚鹏

4 月 20 日，
搭载“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的长征
七号遥二运载火
箭，在中国海南
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发射。

骆云飞摄

图①为记者用无人机航拍海南文昌龙楼航天小镇。图②为记者用
无人机航拍海南文昌龙楼航天小镇的安置居民区。图③为距离文昌航
天发射场直线距离不足五公里的村庄——好圣村。图④为当地小学生
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参观神舟十号飞船返回舱。 骆云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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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科技旅游文化产业链、航天国
际合作教育培训产业链。

作为航天种业产业链的重要
组成部分，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
中心于 2013 年建成运营，已试验
上百个航天育种品种，推广种植面
积达 8000 亩。

中心副主任周天宇介绍说，
太空育种属于物理诱变而非转基
因技术，航天种子质量和产量均高
于常规品种，有利于大规模种植推
广。

文昌航天发射场定位开放性
和商业化，由此带动当地航天旅游
发展，文昌市航天科普中心、龙楼
航天小镇等一批具有航天元素的
景点也成为游客首选。

据官方数据，去年文昌市接待
一日游人数与过夜游人数分别增长
21.8% 和 15.1%，旅游业总收入增
长 15.2%，所推出的航天亲子游、
航天生态游线路串连起当地宋氏
祖居等传统景点，成为独树一帜的
旅游产品。

文昌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晓佳说，未来将开
发八门湾、航天主题乐园（科普中
心）、历史文化园等景区，集中展
示侨乡风情、自然风光和航天元
素，丰富游客体验。

航天产业落户，也在改变文昌
城乡面貌。在距离发射场不足五公
里的龙楼镇好圣村，航天元素无处
不在，游客可采摘、品尝“航天菜”，

购买航天主题旅游商品，体验航天
创客民宿，一个“航天科技小康村”
正在成为现实。

文昌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
过去五年该市共建设重点项目 633
个，完成投资 826 亿元（人民币，
下同），当前文昌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重点园区开发提速，文昌今年
还将安排发展基金 2 亿元，战略性
培育航天军民融合相关产业。

丰富的华侨资源也将助力文
昌航天产业链的发展。作为著名的
“华侨之乡”，文昌将充分发挥在
“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乡情基地作
用，加强区域性经贸文化交流，吸
引海外华商投资。

王子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位于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红霞岭主峰之巅的一座象形巨石
“亚龙湾弥勒大佛”，4 月 10 日
通过英国伦敦世界纪录认证公司
的权威认证，获颁“世界最大天
然弥勒佛像”的世界纪录认证证
书。

“亚龙湾弥勒大佛”海拔 450
米，由多块花岗岩巨石自然堆砌
而成，佛像高 28 米，宽 46 米，
佛身周长约 76 米，整体形象为坐
姿。在山腰远眺，巨石高大，光
头大肚，双手合十，怀抱的大树
犹如龙头拐杖，威严又慈祥，端

坐山顶，自成一景，形象酷似大
众喜欢的弥勒坐佛。

弥勒大佛头部后面有一个自
然生成的梯形石洞，型似石室，
石洞高 4.2 米，洞长 10 米，洞宽
5 米，著名书法家李双海先生在此
题字“佛在心中”。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最理
想的观佛点，是在亚龙湾一侧半
山面海方向，向山顶仰望，景区
内有座仰佛桥因此而得名。

景区常务副总裁操竞东对记
者说，当地民众把它称作大佛石、
老人头石等，把它作为圣石、灵石、
仙石顶礼膜拜。� 尹海明

图为象形巨
石“亚龙湾弥勒
大佛”。

尹海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