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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年春节长
假! 新晋国家 !"级旅游景区"""呀诺达
雨林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处处
洋溢着新春的欢乐和喜庆!精心策划的#新
春嘉年华$主题活动广受追捧%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七天!呀诺达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万人次!同比增长 &'(&

呀诺达雨林一号度假酒店深受青睐成游客
新宠!天天爆满%广大游客在呀诺达度过了
一个吉祥欢乐的龙年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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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鳞村!

是春节 ) 天长假中最热闹的一天% 从上
午到中午时分! 村里来的自驾车渐渐多
起来%

#假期前几天是低温'阴雨天气!使得
进村的游客明显不如去年!但最近 *天!雨
停了!回暖了!从海口市区来的小车!也就
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该村鳞湖休闲农家
乐合作社理事长唐吉高兴地对记者说!(到
今天为止!春节期间!我们村接待的游客超
过了 +,,人!全因天气变好% $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委和周边市县
的旅游部门获悉! 晴好的天气激发了海口
市民短线旅游的兴趣! 除了体验本市的农
家乐之外!到文昌'定安骑行乡村慢道!到
澄迈浸泡温泉和品味咖啡! 也成了海口人
出游的选择%

毗连海口西海岸的澄迈盈滨半岛某温
泉酒店! 这几天的入住率比前几日明显增
多% 大堂副理向女士告诉记者! 从车牌来
看!客人大都来自海口!很多人是以家庭为
单位来住酒店和泡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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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春节最重要的就是品年味!即使是外出
旅行也不例外%春节黄金周期间!琼北各市
县乡间浓浓的年味!吸引来众多自驾游'家
庭游游客!成为假日旅游一大新亮点%

今年春节期间!琼海推出(到博鳌过大
年$旅游新品牌!并相继打造开发了 #条独
具特色的(行色博鳌$深度旅游线路和万泉
河上游(行色万泉河$-条旅游线路% 春节
期间!&条深度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
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 &,,,余人&温泉

养生游十分火爆!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官塘
地区酒店客房平均住房率达 )-(以上!房
价比平时提高了近 .倍!经济效益比往年
明显提高%

休闲游'文化游'乡村游'自驾游成为
定安今年春节黄金周的旅游亮点% 推出
的原生态绿色休闲游' 名人文化游'百
里百村生态休闲游'古迹游'红色游和
原生态体验'农家乐游等定安(一日游$

旅游路线!吸引了众多自驾游和家庭游
游客% 文笔峰'热带飞禽世界'万嘉果农

庄等景区)点*成为吸引岛内游客的热门
景区)点*%

自驾车' 家庭游是文昌今年春节一大
亮点% 在东郊椰林和白金海岸的停车场!

停满了来自广东'广西'武汉和重庆的自驾
车%据统计!黄金周 )天进入文昌的外地自
驾车日均达到 /,,多辆% 八门湾绿道成为
文昌旅游新品牌和新亮点! 春节期间日均
接待游客在 0-,,人次以上!绿道沿途的排
港村农家乐和天统农家乐也都出现了排队
用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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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部
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 多举措力保节日期
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据统计! 节日

期间! 全省共发生适用一般程序处理道路
交通事故 &/起!主干道未发生长时间大面
积交通拥堵%

据介绍!春节期间!各级交警部门及时

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手机短信'高速
公路交通诱导屏等发布本省主干道路况和
出行提示%

据悉!省交警总队还组织警力严查#酒
驾$'超速'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节日期间集中开展了两次查处#酒驾$行动!

全省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 0-起! 其中
醉酒驾驶 -起!做到查处酒驾#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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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B" 大年初一以
来!临高文庙的游客一直络绎不绝!远近群
众纷纷进城逛文庙'赏书法!缅怀圣贤!过
书香'健康大年%

大年初五上午!记者在临高文庙看到!

大成殿里人头攒动! 很多游客正在祈拜孔
子!寻访古迹% 临高文庙工作人员介绍!临
高有新春拜孔庙的年俗! 此举寄托着临高
人#望子登科$的美好愿望%

为了丰富春节的文化活动!临高配合拜
孔庙的年俗!在临高文庙举行了诗词书法作
品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00,幅书法作品!有
龙飞凤舞的楷书'挥洒自如的行书'风姿多
变的草书等!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过去春节临高人
喜欢打通宵麻将'胡吃海喝过春节!这既伤
身体!又助长不良习气% 如今!人们生活富裕
了!观念也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人以实际
行动追求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过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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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天是春节黄金周最后一天!我省各大
机场'码头一片繁忙!到海南过年的游客进
入返程高峰% 但我省各大景区游客接待量
并未因此而大幅下滑! 随着近两天大量错
峰出游的团队游客进入我省!我省旅游市
场迎来节后旅游小高峰%

受机票和酒店价格影响! 春节期间我
省团队游报价比平时上涨较大!甚至报价
直逼东南亚出境游!极大地限制了团队游
客的进入% 从大年初四开始!随着高端散

客'自由人开始陆续出岛!进岛机票票价开
始下降!酒店价格也进一步下降!团队游价
格逐渐回落!与最高峰相比!降幅甚至达到
六成左右!但行程内容'接待标准其实并不
随之降低%

对于我省春节旅游市场的这一变化!

航空公司给予积极配合% 据了解!为应对
我省春运旅客井喷式出港!南航方面急调
派多架空客 "**,'波音 )))大型客机进入
海南市场运营!并且安排了 *,多个加班包
机班次缓解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港压力%

春节期间! 各大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座
位成为#紧俏产品$!如南航专门调派的空
中客车 "**,飞机头等舱及公务舱数量达
到 &.座以上!但国内重要城市进入海南的
头等舱客座率春运以来一直保持在 +)(

以上!北京'上海'广州等航线头等舱机票
更是供不应求% 与此相反的是! 到海南的
团队客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高端散客'国际
旅游以及自助旅行和家庭游旅客数量出现
较大增长! 从而折射出我省旅游人群结构
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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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为缓解国贸片区交通压力!减
少交通拥堵现象!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从 &

月 .日 /时起!海口警方决定对国贸片区金
龙路等五条道路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管理%

据了解! 国贸片区实行机动车单向通
行管理的道路为+

金龙路自金贸中路金海路交叉路口至
玉沙路侨中路交叉路口段! 只允许机动车
由西往东行驶&

玉沙路自金龙路侨中路交叉路口至国
贸路交叉路口段! 只允许机动车由南往北
行驶&

国贸路自玉沙路交叉路口至明珠路金
龙路交叉路口段! 只允许机动车由东往西
行驶&

明珠路自金龙路国贸路交叉路口至金
贸东路金贸中路交叉路口段! 只允许机动
车由南往北行驶&

金贸中路自明珠路金贸东路交叉路口
至金龙路金海路交叉路口段! 只允许机动
车由东往西行驶%

海口警方提醒! 途经车辆应严格按照
交通信号的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挥%如违
反相关规定!警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规!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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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DG9 特约记者 HIJ

今天上午! 儋州王五镇枝根坡上阳光
明媚%枝根村里鞭炮声此起彼伏!枝根坡上
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村民们正忙着将黑
皮冬瓜苗移栽到地里%

枝根村春江黑皮冬瓜合作社社长李春
荣告诉记者! 枝根坡上种植黑皮冬瓜 *%,,

亩! 现在有武汉' 北京等地的大市场都在
#盯$着呢!好不容易遇到好天气!村民们都
不敢怠慢%

&,,*年! 几位江西种植大户带着黑皮
冬瓜品种和技术来到儋州枝根坡租地种植
黑皮冬瓜%枝根村人跟学技术种冬瓜!到了
&,,)年!已经形成了 &,,,多亩的规模%

#这几年亩产不断创新高!最高时达到
&1-万斤!价格虽有波动!但从来没有亏过
本!远销内地各大市场!黑皮冬瓜富了枝根
坡一方百姓! 枝根坡的瓜农 ++(不住村里
了!而是在王五镇墟'白马井镇墟上盖楼居
住% $李春荣说%

据了解! 这是近来儋州市打造冬季瓜
菜品牌的一个缩影%近三年!儋州市先后获
评 #中国红南瓜之乡$'#中国黑皮冬瓜之

乡$'#中国朝天椒之乡$等称号%

与黑皮冬瓜种植历程相似! 海头镇红
洋村委会 &,,0年引进的红南瓜品种!如今
已经形成 .,,,亩的种植面积% 今天下午!

记者在红洋村委会田头采访! 看到村民们
正在采摘红南瓜装车!每公斤 0$-元% 村民
符成峰告诉记者!瓜菜成熟不等人!春节期
间村民们都没有闲着%

儋州市副市长张广英告诉记者! 不仅
是红南瓜和黑皮冬瓜! 儋州市政府近年来
还在打造绿色芦笋'青皮椒'黄金菜'紫色
地瓜等品种!形成#红'黑'绿'青'黄'紫$为
代表的六大冬季瓜菜品牌%

从去年的 00月至今年的 -月!儋州市
政府将其作为#冬季瓜菜服务月$!精心组
织农技人员深入农村'田间地头!从育苗'

移秧'田间肥水管理'人工授粉'抗寒'抗风
雨等为种植户提供周到的技术服务! 为冬
季瓜菜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据了解! 儋州市今冬计划种植冬季瓜
菜面积 &&$-万亩!比去年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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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OP"细心的海口市民会发现!

从龙昆南延长线能顺利上下绕城高速公
路!方便而快捷%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获悉! 龙昆南延长线主体
工程全部完成!已具备功能性通车条件%

记者在现场看到! 龙昆南延长线与绕
城公路相交处的龙昆立交桥全部成型!可
见桥梁横跨绕城高速!气势恢弘%

据介绍! 龙昆南延长线位于海口市东
线高速公路城市段西侧'北与龙昆南路顺
接!向南经规划的货运大道!终点与规划
建设的绕城高速公路对接!全长 #-,,米!

规划红线宽 #,米!双向六车道% 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绿化工程'交通工程'

排水工程'照明工程等!该项目由互通式
立交一座' 美舍河桥梁一座及 .&)# 米长
道路组成%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该道路及立交桥建成后!市民乘车
可经过这里直通羊山路网! 不仅能缓解市
区交通压力! 还能更好地发挥绕城高速公
路的作用%

该负责人提醒! 尽管龙昆南延长线及
龙昆南立交具备功能性通车条件! 但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尚未完善! 为了确保交通安
全! 途经车辆应严格按照交通引导标志低
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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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U"龙年年初一以来!每天晚
上 %点! 定安县定城镇江南路都会传出悠
扬的乐曲! 琼剧爱好者在这里自娱自乐唱
琼剧!欢欢乐乐过春节%

今晚!记者在定城镇沿江二路看到!近百
名群众围在一个小型舞台四周! 一边听戏一
边跟着唱%舞台上!来自翰林的表演队正在表
演琼剧,狗咬金钗-片段!虽然表演者年纪小!

但台步'姿势像模像样!唱腔'动作一招一式
都颇有些专业水平!引得现场掌声雷动%

今天!定安文体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迎
春琼剧同乐会是 &,0&年定安迎春文化节
主要活动之一! 由政府搭台! 群众自娱自
乐!谁想唱谁就唱!只要是戏迷!而且想上
台表演的都可以报名!今年该局共接到 0-

个业余演出队报名参加演出%

去年! 定安县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琼剧*之乡% 目前在定安有
近 &,个业余演出琼剧队!每到周末他们就
会在社区'村委会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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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间!海口公交集团 .,,,多人次坚守工
作岗位!实现了向社会承诺的#四无'五确
保$的诺言%做到了无甩客'无拒载'无重大
投诉和无安全事故& 确保了出勤率' 准点
率'不提价'零事故'高质量服务%这是记者
今天从海口市公交集团 &,0&年春节营运
情况通报会上获悉的消息%

据介绍!从除夕到大年初六!海口市公
交集团共有 .,,,人次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保证了除夕夜'大年初一'初二特殊时段公
交车运营车辆不少于 -,(% 早班车发车时
间不晚于 )+,,'收班车时间不早于 &,+,,!

其他时段均按规定和要求确保了出勤率和
准点发班率% 期间! 公交车运营 0%,,,班
次!客运量 0,,余万人次!准点率为 +,(&

出租车客运量超 0,万人次! 均无投诉!无
重大安全事故%

节日期间!集团安排专人在市区主要
商业区' 车站等客流量较为集中的站点

疏导和检查! 处理乘客遗失事件 0- 起!

并及时通知失主认领% 组织 .,人次针对
车辆安全'车容车貌'运营服务方面专项
检查!对各线路'调度室'车队检查覆盖
率 0,,(!纠正运营服务违规 # 起!排查
安全隐患 &起%

节日期间! 海口市公交集团制定了
春节领导带班制和领导线路)车队*承包
责任制!将任务和责任进行层层分解!落
实到人! 明确责任% 集团及下属公司有

&# 名中高层领导坚守岗位!坚持在一线
检查指导工作!.,,, 人次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 圆满地完成了春节期间的公交出
租运营任务!实现了#四无'五确保$的社
会承诺%

海口公交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节后
集团还将继续贯彻落实#四无'五确保$的
工作!努力提升公交'出租车服务质量和水
平! 为广大市民乘客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交
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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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陵水黎族自治县龙年伊始
经济实现开门红! 一月份地财收入接近 &

亿元!创历史新高%

截止 &,日!陵水 0月份一般预算收入
入库 0+&0%万元!其中+税收收入 0#--+万
元!非税收入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收
0.*.万元!同比增长 %$,-(!创历年同月收
入新高!同时!全县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等经济发展指标在首月也实现大幅
度增长%

据了解!为了切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陵水县今年狠抓重点工程建设! 不断培植
壮大税源!拓宽#生财$之道%继续推进和服
务#三湾$开发!严格落实重大项目联系'跟

踪服务责任制度! 积极为企业发展创造有
利条件! 建设一批精品旅游住宅小区和五
星级度假酒店!推动旅游房地产健康发展&

积极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推动吊罗山热带
雨林游' 分界洲海上运动' 家民俗风情
游'高峰温泉保健养生等旅游项目开发!进
一步完善南湾猴岛'分界洲景区基础设施!

努力创建 -"级景区! 通过开发景区潜水'

海底观光'垂钓和海上游等海洋旅游项目!

为产业转型升级增添了发展动力& 加快陵
水智慧城高新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全力推
进惠普公司在陵水县建设亚太能源外包服
务研究院和 23外包服务学院! 多渠道'全
方位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提高了财政增
收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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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_` ab" 记者从神泉
集团南田农场获悉! 去年该集团共完成社
会总产值 0,4,0亿元! 比上年 %$/+亿元增
长 0-$&(!职工收入再创新高!劳均收入达
.$.%万元%

作为海南农垦重点开发的一个战略区
域!南田农场 &,00年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加
快!成效显著% 依靠芒果'旅游'温泉三大产
业!南田农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场
芒果种植面积达 .$-万亩5去年芒果总产量
达 !40万吨!比上年增长 &(&去年 0&月开

始!南田芒果已陆续上市!目前价格约每公
斤 %元! 台农芒果收购价最高一度达每公
斤 &.元%

此外!目前南田农场也拥有了自己的
酒店'高尔夫球场'温泉谷% &'00年!经过
对好汉坡凯莱度假酒店' 神泉国际高尔
夫俱乐部' 神泉谷等旅游品牌的精心运
营! 南田的温泉旅游营业收入达 +!&% 万
元!比上年 )!%0万元增长 &!4)(%南田好
汉坡三期项目工程' 六和院项目鸳鸯河
景观改造工程等一批项目都有望在 &'0&

年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