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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 观察

■ 本报记者 刘 袭
通讯员 曹传佳 马睿娴

昨天上午，记者在呀诺达热带雨林
文化旅游区的游客中心，看到一队一队
游客不断涌进来，绝大部分是父母亲带
着孩子来旅游的。小学毕业考和中考结
束后，第一拨暑期学生游来临。

呀诺达主管市场副总经理王厚林告
诉记者，今年1至5月接待游客92万多
人次，同比增长30.45%。“团队游客明显
减少，来的主要是自驾游、家庭游等散
客。散客最多的时候，占游客总量的近
九成。”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今年1至5月

接待游客173.9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
比增长21.32%；旅游收入近3亿元，同
比增长31.2%。县旅游局局长高淑兰分
析：“现在是散客时代，必须推出针对散
客的旅游产品，强化对散客群体的市场
营销，并且做好自己的特色文化，才能赢
得散客市场。”

第一招：主动出击

在新《旅游法》推出后，规范旅游市
场管理，一些景区客流量受到明显影响，
但呀诺达景区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
游客量不断增长。

王厚林告诉记者：“早在2012年，我
们就制定了主动出击、走出去的营销战
略，加强旅游客源地市场的宣传推广力
度。”同年8月，在呀诺达取景拍摄的爱
情喜剧电影《HOLD住爱》在全国各大

院线上映，呀诺达以此为契机，首次直
接面向客源地公众推出 15秒宣传广
告，通过与北京等地的旅行社合作，在
北京等地进行视频、宣传折页、海报等
形式的推广。今年5月，又在长沙、大
连、武汉、成都等机场进行大范围的灯
箱广告推广。

据了解，保亭旅游局从今年6月开
始，在海口统一推销“酷爽保亭”旅游活
动：与自驾游俱乐部、车友会合作，发布
招募信息，组织百车千人保亭消夏游活
动；开展暑期旅游进社区活动，每月进海
口的两个大社区推广，推出不同主题的
旅游产品供市民选择，引导社区居民积
极参与散客游活动。

第二招：开发新产品

上海游客刘铭夫妇在滑过高空滑

索、踏瀑戏水后，立刻加入了雨林采摘的
行列。他采完龙眼后笑着说：“在这热带
雨林里，还怕什么大太阳，一条龙玩下
来，那才叫一个爽快。”

采摘游是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旅游方
式，这与游客逐渐增强的周末出门度假
休闲的理念，以及城市私家车的增加有
很大关系。6月份是传统旅游淡季，但
呀诺达景区日接待自驾游车辆依然超过
400辆。

今年 6 月初，明道七仙岭温泉酒
店推出野生百年荔枝采摘游，同时组
合推出“微农庄”旅游活动，包括稻田
抓鱼、稻田插秧、烤竹筒饭、采摘野菜
等，极大增强了客人的参与性与体验
感。

高淑兰说，保亭7月份还将举办红
毛丹采摘游活动，组织更多的特色旅游
产品，吸引游客到保亭来。

第三招：发挥原味特色

来自河南的游客王家明开车带着一
家四口游海南。他说：“我是黎族人，女
儿都读高一了，但还没有接触过真正的
黎族村落，这次一家人都来槟榔谷感受
黎族的民俗文化风情。”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近年
促进景区转型，充分发挥黎苗文化资源
优势，为自驾游、家庭游等散客提供优
质服务。

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全国各地游
客都充满吸引力。来自广东汕头的游客
黄其山先生一家七口游槟榔谷。他说

“这个景区很特别，有船型屋，纹身阿婆
织黎锦。这里的表演我父母亲和小孩都
很喜欢，他们都玩的很开心。”

（本报保城7月2日电）

针对散客推出旅游新产品、强化市场营销、发挥民族特色

保亭“三招”赢得散客市场青睐
旅游新 资讯

本报三亚7月2日电（记者黄媛艳）为丰富暑期
旅游市场，三亚千古情景区7月5日—9月30日期
间，将推出青春狂欢季·泼水节。并开展征集50名
游客免费体验首场泼水狂欢、海南学生优惠游三亚
千古情景区等多个配套优惠游园活动，这是记者今
天从该景区获悉的。

面对日渐升温的暑期市场，三亚千古情打出
“特惠牌”。

7月5日至9月30日，海南小升初考试、中考、
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海南籍学生凭本省身份证
和学生证可购得“青春狂欢季·泼水节优惠票”（150
元/张）。

三亚千古情景区将举办
青春狂欢季·泼水节

本报讯（记者侯小健）有的未取得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就上路营运（“黑车”），有的未经旅游客运
公司统一调派就私自揽团，有的超越范围违规经营
……针对旅游客运市场乱象，省道路运输局从6月
16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旅游客运市场“打非治
违”专项整治行动。至6月30日止，共查处7部非
法违规营运车辆。

据了解，查处的7部非法违规营运车辆中，“黑
车”1部、超范围经营“一日游”车4部、班线车1部，
其他车辆1部。

省道路运输局高度重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局领导亲率执法人员赴呀诺达雨林景区、分界洲岛
景区、兴隆热带植物园等“打非治违”一线，督导“打
非治违”工作。该局还从有关市县交管处、站（所）
抽调了15名执法人员组建稽查分队及机动队，分赴
各市县景区、景点、车站、码头等地实地稽查。

我省开展旅游客运市场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时间：6月16日起为期3个月
专项整治对象：非法从事旅游客运的私家

车、行政车、套牌车（含假牌军警车）；退出道路旅
客运输市场的客车、报废车；超越许可范围的“一
日游”车、违规从事旅游客运的班线车、自驾（租
赁）车和外省籍旅游车；擅自改装增加座位的客
运车辆；未经省旅游客运管理公司统一调派私揽
业务的旅游车

时间：7月5日—9月30日
征集：三亚千古情景区从即日起，征集50

名游客，于7月5日晚免费体验景区首场泼水
狂欢

6 月 29
日，炎炎夏日，
不少游客携家
带口前往定安
县龙门镇久温
塘村火山冷泉
寻“清凉”，享
受着鱼疗的乐
趣。图为小游
客在冷泉里惬
意游泳。
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
记者 张茂 摄

炎炎夏日 来冷泉享清凉

本报定城7月2日电（记者赵优 特
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陈红艳）定安母瑞
山红色旅游“七一”迎来热潮，来自省内
外的1000余游客陆续来到母瑞山，一睹
这座昔日“海南井冈山”的风采，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

记者昨天在母瑞山革命历史纪念
园看到，一批批各地前来的游客在园
内宣誓、瞻仰，纪念园里熙熙攘攘。来
自省老干局的劳女士告示记者，“来到
母瑞山开展学习考察，沿着革命先烈
们的足迹，去寻找曾经见证海南人民
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遗址，聆听可歌
可泣的革命故事，在建党93周年之际
显得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对职工的一
种精神勉励。”定安退休教师莫先生
说，他们这代人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
代，选择在建党日参观母瑞山，目的在

于重温当年的革命情怀，缅怀先烈，再
次接受爱国教育。

据母瑞山革命历史纪念园园长王学
广介绍，昨天，母瑞山共迎来十一个参观
团共1200余人。“今年1-6月，已有2.2
万游客踏足母瑞山饱览‘红’色风光。”

记者了解到，2013 底，定安编制
了母瑞山红色景区总体规划和母瑞山
核心区详细性规划，按照“红色母瑞、
海南井冈”的主题定位，结合定安南部
地区“百里百村”丰富的乡村旅游资
源，规划建设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近
期将建设母瑞山乡村文化展示馆、廉
政教育基地、红军驿站、拦水坝和广场
等。目前红军驿站正在建设，预计七
月份完成，红军潭景区正在进行道路
建设，其他项目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前期工作。

定安母瑞山迎红色旅游热潮

游“海南井冈山”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发动学生自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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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通讯员 高春燕

今天上午，2014年海南省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
员和地方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国防生面试体检在解放
军187医院正式开始。记者进入面试体检区，在现
场目击面试体检程序的同时，感受“95后”高考生对
于入读军校的那份真挚追求。

“文章出演的军旅电视剧《雪豹》，给我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说起对于军队的憧憬，1996年
出生的儋州市第一中学应届毕业生吴同学告诉记
者，他报考的是国防科技大学，“我的家中有一个
姐姐，两个妹妹，但是父亲非常支持我报读军队
院校。”

1995年出生的海口市灵山中学高三应届毕业
生李同学，报考的是武警警官学院。“军人的挺拔气
质，是我最向往的。”说起自己的军旅梦，身高1.8米
的李同学这样描述，此外军人的吃苦精神，也让他感
觉自己需要到军队院校历练。

报考军队院校，圆梦橄榄绿，不是男生的专利，
巾帼不让须眉。1995年出生的湖南师大附中海口
中学高三理科女生李同学告诉记者，她报考的是武
警工程大学的通信专业。“军旅剧《亮剑》让我更加坚
定了自小就在心灵中萌发的军营梦。”

1995年出生的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女生曾同学，
在今年高考中考取723分（理工类），报考了第二军
医大学。面对该校仅招3名女生却有11名女生面
试的激烈竞争，曾同学非常淡定地告诉记者，如果不
被本次提前批军校录取，那就在之后的一本志愿中
填报医科大学。 （本报海口7月2日讯）

一些“95后”热衷报考军校

渴望圆梦橄榄绿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潘媚）今天上午，海口市滨海九
小召开六年级学生家长会，公布“小升
初”推荐实施方案，并安排专人接受家
长咨询。记者获悉，由于海口“小升初”
指标推荐备受家长关注，包括滨海九小

在内的多所小学均已开始着手制定相
关实施细则，确保推荐公正透明。

在滨海九小，“小升初”推荐方案
已在校门口张榜公示。该校推荐生
的操作流程将分 7 步完成。（如图表
所示）

在滨海九小“小升初”推荐生综
合素质量化评分表上，荣誉称号、素
质发展、科技、艺术、体育、服务社会
获奖情况各占一定比例的分值。

今年滨海九小共获得了99个优质
初中指标到校名额，其中有56个名额

参加第一组摇号确定学校（包括海南中
学、海南华侨中学2所学校），有15个名
额参加第二组摇号确定学校（包括琼山
中学、海口实验中学、省国兴中学），有
28个名额参加第三组摇号到海口一中
初中部就读。在每个获得推荐的学生
的量化评分表上，有科学、美术、音乐、
思品等各学科任课教师签名、班主任签
名、体卫艺处主任签名、德育处主任签
名、教导处主任签名、学校分管领导签
名，这意味着，这份评分表将有近 10
人见证。

滨海九小“小升初”操作分7步完成
评分表将有近10人见证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在今年海口市“小升初”入学办法中，首
先实施优质初中学校划片就近和指标到校
相结合的招生方式，89所学校分配到海南中
学初中部、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等六所中
学的1225个招生计划。根据海口市教育
局的安排，7月5日之前为小学遴选时间。

小学究竟怎样推荐、产生指标到校

的名额？如何保证遴选过程中的公开
公正？……带着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海口市部分小学校长。

隶属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口市第二
十六小学，今年一共获得了45个指标到
校生，其中海南中学初中部、海南华侨中
学初中部组25个，国兴中学初中部、海
口实验中学初中部、琼山中学初中部组
8个，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中部组12个。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校长蔡春菊
介绍，该校的遴选程序首先由学生家长
带户口本（注：本次指标到校生要求是海
口市户籍）在班主任处进行填报申请。

学校之后对六年级六个班的报名进行汇
总，之后按照报名学生的学业成绩、综合
素质，分别在三组初中学校进行排名。

“学业成绩方面，我们将采集学生
五六年级的考试成绩，其中包括期末考
试、中段考试、月考、模拟考试等，综合
素质则包括学生的参赛获奖情况等。”
蔡春菊表示，在同分的情况下，省市三
好学生、参赛获奖者优先。

蔡春菊向记者透露，往年该校六年级
毕业生入读上述六所优质初中的人数在
100人左右，学校今年获得45个指标到校
生，“这使得就读一些资质相对薄弱的学

校的小学生，有机会到优质初中读书。家
长们就没必要再为了让孩子挤进个好中
学而挤破头选个热门小学。因此新政将
会缓解热门小学一年级的入学压力。”

海口市琼山第四小学校长云文龙
认为小升初新政会对小学阶段的插班生
产生影响。“如一名小学生想在六年级转
入我校，到了小升初遴选的时候，学校要
采集的是四五六三个年级段的学业成
绩、获奖情况，而这名六年级的插班生只
有一年的学业成绩、获奖情况，他在外校
四五年级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和
转入校的标准不一致，推荐时无法参

考。”云文龙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遏制其他市县或外省的家长们为了获得
指标给孩子转校的风气。

对于家长担心遴选程序不公开的
担忧，海口市海燕小学校长韩玲表示，该
校的遴选程序是先召开学校领导班子和
毕业班老师会商议推荐方案，之后按照
五六年级的大考总分排名加上省市三好
学生、优秀干部得分，进行排名，接着召
开前五十名学生家长会，确认学生户籍
所在地，征求家长意见，达成一致后家长
填写学生入学意愿表，最后报送名单并
公示。 （本报海口7月2日讯）

海口市部分小学校长谈“小升初”新政

新政会给小学择校热降温
关注

“小升初”

关注高招

本报嘉积7月 2日电（记者蔡倩）
“有饭、有菜、有肉，都是我喜欢吃的！再
也不用带午饭了！”琼海市石壁镇南通小
学二年级学生蒋军妹捧着午餐喜滋滋地
告诉记者。

南通小学从7月1日开始为学生供应
免费午餐。在海南省“美在心灵”大学生支
教志愿者协会的协助下，中国社会福利基
金会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选择了将海
南省第一个“免费午餐”项目落户在这里。

“我们以前要从家里带午饭到学校

吃，饭菜凉了不好吃。”蒋军妹告诉记者，
半碗白米饭、一块炒鸡蛋或几块咸菜，就
是她以前的午饭。她住在离学校4公里左
右的南通村，每天要步行近1小时上学。

南通小学位于偏远山区，是1-3年
级的小规模学校，全校44名学生全是苗
族孩子，近一半住在山里。住得最远的
孩子，家离学校有5公里，每天要带着简
单的午饭，步行1个多小时来上学。山
路崎岖、家庭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午饭一
直是个难题。

“不能保证好吃，但每个学生3元钱的
午餐，至少能做到荤素搭配、新鲜、热气腾
腾。”南通小学校长王琼金告诉记者。

据悉，“免费午餐”项目将陆续走进
更多海南乡村小学，每个市县将至少有
一所小学的学生能享受到“免费午餐”。

爱心送到琼海山区

苗村小学生吃上了免费午餐

在偏远的琼海市石壁镇南通小学，
苗族孩子们开心地吃“爱心鸡蛋”。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三亚7月2日电（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白
磊）近日，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结果正式
公布，三亚学院共有4项课题获批准立项，这在我省
民办高校中并不多见。

这4项课题分别为《海南少数民族社会组织发
展研究》、《文化交流视野中的琼学研究》、《马克思自
由观及其当代价值》、《南部海疆岛屿渔民社会的转
型发展文化比较研究》。

记者从三亚学院科研处获悉，仅今年上半年以
来，三亚学院除获得4项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资助外，还获得1项省重大招标项目，10项省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

三亚学院4项课题

获2014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有 饭
有 菜
有 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