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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张文锋 王莉）国庆将至，日前，海
口市纪委下发有关通知，要求海口各单位
廉洁过节。

通知要求各单位：严禁用公款购买、
赠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
公务无关的接待；严禁以各种名义为由用
公款安排旅游、健身、打高尔夫球和高消
费娱乐活动；严禁公车私用，节日期间公
务用车实行集中统一停放；严禁大操大办
婚丧喜庆等事宜，并借机敛财；严禁索取、
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其他与行使职权

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各种礼品、礼金、
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或者接受其他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娱乐、宴请等
活动安排。

国庆期间，海口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组织明察暗
访，对违纪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通报一起。对严重违反纪律规定、
造成恶劣影响的，除依纪依法追究直接
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按照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单位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的责任。

海口市纪委下发通知要求

各单位廉洁过国庆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彭青
林 通讯员林映）国庆佳节在即，日前，海
南省纪委监察厅向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发出通知，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在国
庆期间集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严
肃查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

公费健身娱乐、违规打高尔夫球等违纪
违规问题。

此次针对国庆假期期间的明察暗访
工作由海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
统一安排部署，各市县纪委监察局负责
组织实施，重点目标为全省范围内的餐
饮、旅游景区、宾馆酒店、健身娱乐、高尔

夫球场等场所，以及各级国家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所属的培训中心、内部食堂
等。

通知要求各市县纪委监察局协调公
安、税务、宣传等部门，建立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联动核查机制，通
过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公车私用、公款旅

游、公款吃喝等问题，并通过对票据开具
与报账核销等环节的核查，及时发现违
规公款消费等问题。

通知强调，要正确区分正常公务活
动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
二十条规定精神问题，对那些不收敛不
收手的顶风违纪行为，从重从快严肃查

处，决不姑息；要严守工作纪律，对工作
中隐瞒事实、包庇袒护、敷衍了事、不负
责任的明察暗访成员要严肃问责。

为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畅通
群众监督渠道，省纪委监察厅再次公布
了投诉举报电话和举报来信地址，欢迎
公众参与监督。

我省国庆期间将明察暗访，严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

从重从快严查违纪违规问题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郭景
水）今天，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
2014年国庆节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期间
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通知》要
求，2014年国庆节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期间，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抓好学校
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地
各校党政一把手要对学校安全稳定工
作负总责，明确工作任务，落实责任人，
切实将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在国庆节

前组织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教育，重点
加强游泳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卫生安
全等方面的教育，强化学生安全意识。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在节假日期
间要尽量避免组织师生集体性外出活
动，严禁组织师生利用假期参加商业性
庆典或演出活动。对于节假日期间回家
的学生，要密切与家长的联系，确认学生
是否平安到家，提醒家长增强作为孩子
法定监护人的安全意识，帮助家长更好
地履行安全监管责任，切实加强节假日

期间对子女的安全监护。对于节假日期
间留校的学生，学校要摸底登记，加强教
育管理，并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执
行值班制度，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
守，主要领导要带头值班值守，保证24
小时通讯畅通，遇有重要紧急情况，要
快速反应、稳妥处置。各地各校如遇
到突发事件要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
案，并及时、如实向上级有关部门报
告，不得瞒报、虚报、迟报、漏报。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

严禁组织师生参加商业庆典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邢颖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刚
刚接受过两次强台风考验的琼岛，马上
又要迎接几十万旅游大军的接待考
验。面对考验，相关政府部门、旅行社、
旅游企业如何应对呢？

今天，在省旅游委的组织下，由岛
内十几家媒体组成的“十一黄金周媒体
观察团”，走访了台风中受灾最严重，也
将面临最大考验的海口和文昌，并采访
了两市县的旅游业界人士。

据海口市旅游委新闻发言人助理
吴杨介绍，为丰富琼北旅游产品，国庆
节来临之前，海口推出2014琼北秋季
旅游产品——“秋徜徉”系列产品：包括

民国风情游、“红火”玩转游、“深呼吸”返
真游、动感自由行、琼北祈福之旅/慈孝
之旅、琼北绿野仙踪游、海口潭门风情小
镇游、琼北“西游记”等八个主题鲜明、风
格迥异的线路，让游客能在最舒适的季
节徜徉琼北，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魅力。

同时，海口也借助电商之力促销，
大“放价”夺人眼球。海口市旅游委牵头
策划、与酷秀传媒合作推出的国庆琼北
旅游专题——“琼北放‘价’了”9月12
日已正式上线。与此同时，市旅游委主
导建设的官方权威性公共性服务平台

“琼北旅游交易大平台”正式亮相。
两次迎面遭受台风重创的文昌目

前已经全面恢复了旅游接待能力。今

天下午，文昌龙泉乡园总经理吴周榆告
诉记者，作为我省乡村旅游的示范点和
游客进入文昌的门户，龙泉乡园在台风
过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接待游客，陆
续恢复接待能力。截至目前，龙泉乡园
10月1日至3日的客房已经全部订满。

今年，文昌为抢滩“十一”旅游市场
大蛋糕，还巧打航天旅游牌，设计出三
大精品特色线路，将航天文化融入旅游
线路，更是独树一帜。据文昌市旅游委
副主任冯芬介绍，文昌将在十一期间推
出“航天生态体验之旅”、“历史文化品
鉴之旅”和“航天龙楼珊瑚海岸特色游”
三条线路，让游客体验文昌航天新城的
科技魅力和自然文化魅力。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邓海宁）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运管处获悉，24日下
午，该处对海南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驾驶员资格进行了审查。预计国

庆节前海口将更新投放出租车110辆，以改善市民
的出行环境。

据悉，今年是海口市出租车更新投放较为集中
的一年，继上半年更新工作顺利结束后，24日下午，
海口市运管处启动今年第二轮出租车更新工作。由
于此轮的3家企业审查较为顺利，车辆更新将更加
迅速。据悉，目前相关工作已经基本就绪，预计国庆
节前可完成110辆出租车的更新投放，剩余的20多
辆车将在节后陆续更新投放。据统计，今年海口市
出租车更新数量达700多辆。

海口再投110辆出租车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杨春虹）
随着我省秋冬旅游旺季的临近，我省为游
客旅游消费维权又添一个新途径。海南日
报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协会获悉，为了能更

好地服务游客，及时受理旅游投诉，省旅游协会正式
开通海南旅游投诉微信平台，游客通过微信添加

“hnly315”或者扫描海南旅游投诉二维码，即可通
过微信平台进行旅游投诉。

据了解，海南旅游投诉微信平台作为海南重大
科技项目——海南智慧旅游公众服务与诚信管理系
统工程（又名海南智慧旅游“三心”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利用微信新媒体技术打造“海南旅游
315”，满足来琼游客的安全保障权。在此平台上，
为游客提供六大维权渠道，如海南旅游投诉热线、
12315、12301、在线投诉等，游客可以通过留言、微
信、电话等任何一种方式进行维权投诉，使游客维权
变得更加通畅。

旅游投诉微信平台开通
游客可多渠道维权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邓世贵）国庆长假即将拉开
序幕，省旅游客运部门积极备战黄金
周。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获
悉，为降低国庆期间旅行社接团成本，支
持旅行社组团，该中心决定：今年国庆长
假期间，全省旅游车运价不上浮。

另悉，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统筹安
排国庆运力，安排市县际旅游车1508
辆，另有储备车250辆，运力告急时将临

时抽调班线车驰援。该中心有关负责人
称，运力完全能满足国庆长假期间旅行
社的用车需求。

此外，为确保国庆期间客流高峰
时段运力需求，该中心将按照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积极协助省
道路运输局做好旅客应急运输保障工
作，指导督促各旅游车公司抓好旅游
运输安全工作，确保国庆期间旅游客
运安全有序。

旅游客运运价国庆不上浮
1758辆旅游车保障运力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罗霞 实
习生吴小璠 通讯员谢曦）省住建厅近日
下发加强国庆期间全省城乡卫生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市县及相

关单位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针对国庆期间游客人
数多、市政环卫设施承载负荷重、垃圾产生量大的特
点，加强国庆期间的城乡卫生环境综合整治，其中，
针对重点路段、重要部位，要合理安排环卫工人实行
24小时清扫保洁，增设垃圾收集设施。

通知要求各市县及相关单位实行责任制，严格落
实问责，特别是对旅游景区（点）、主要通道、车站、机
场、港口、码头、商业区、主要街道、加油站等人流量大
的“窗口”部位，实行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机制。

按照要求，国庆期间，我省各市县将规范大排
档的管理，按照《海南省城乡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要求，严格落实“门前三包”管理制度，制定大
排档（或便民摊点）相关管理办法，严肃查处乱摆乱
卖、占道经营、出店摆摊经营等“街面乱象”，使大排
档（或便民摊点）成为展示城市良好形象的窗口。

据了解，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国庆期间将不定期组织明察暗访，检查各
市县及乡镇、村庄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落实情况。

我省部署城乡卫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重点路段24小时保洁

本报三亚9月25日电（记者黄媛艳）记
者今天从三亚市物价局获悉，为迎接十一黄
金周，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城市形象，三亚
通过建立水果店明码标价工作示范店，将水

果明码标价工作向全市推广，每天安排2个巡查组检
查全市208家海鲜排档的标价情况，加大对水果点
（摊位）和海鲜排档市场的监管。

目前，三亚市价格主管部门每天上午10时前
通过《三亚物价网》、《三亚市海鲜排档监管系统》
和海鲜排档监管QQ群，公布当日海鲜品最高销
售价格，向各海鲜排档经营者免费发放《三亚市海
鲜排档餐饮海鲜品平均差价率管理规定宣传册》。
同时，进一步完善海鲜排档“网格化”监管机制，每天
安排2个巡查组，对全市208家海鲜排档的标价情
况进行检（巡）查。

针对水果点（摊位）市场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
三亚疏堵结合，选取经营规模较大，信誉良好的“三
亚市源绿岛特产水果店”（河东片区）和“三亚阳光特
产水果超市”（河西片区）作为水果店明码标价工作
示范店，向其免费发放样式新颖美观的水果标价牌，
对其明码标价工作进行服务和指导；另一方面，该市
价格主管部门还将水果明码标价工作向全市推广，免
费为合法经营的50家水果店（摊位）提供水果标价牌，
并责令水果店（摊位）向社会公开价格诚信承诺书。

三亚大力整顿水果点和海鲜排档

水果店须明码标价

本报五指山9月25日电（记者易
建阳）“十一”黄金周临近，五指山市各景
区景点、酒店都摩拳擦掌，维修栈道、添
设护栏、推出优惠活动……，五指山市旅
游局也精心设计4条特色旅游路线，方
便游客国庆期间在五指山玩得舒心。

今天上午，记者沿着五指山国家自
然保护区的登山栈道一路攀登。“‘威马
逊’台风对我们景区造成一定破坏，我们
立即组织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对
木栈道进行维修，确保游客在国庆黄金
周登山参观不受影响。”五指山国家自然

保护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后记者在五
指山大峡谷漂流现场看到，这里的工人
们正在焊接护栏。

为给游客提供最大优惠，五指山亚
泰雨林度假酒店推出了“吉祥三宝”等优
惠套餐。入住五指山亚泰雨林度假酒店
雨林高级山谷房两晚的游客，可以赠送3
张五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入园门票，免费
乘坐三亚至酒店定点穿梭巴士等优惠。

五指山市旅游局也精心设计了4条特
色旅游路线，分别是活力雨林之旅、悠闲雨
林之旅、绿色自行车骑游之旅和红色之旅。

维修栈道、添设护栏、推出优惠活动……

五指山梳妆打扮迎国庆

本报定城9月25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黄荣海）国庆
黄金周即将来临，记者从文笔峰盘古文
化旅游区了解到，景区将推出大放“价”
活动，游客可免费或最大可享受5折优
惠游览文笔峰这一道教文化圣地。

据介绍，凡是10月1日出生的全国
各地游客，均可享受10月1日当天文笔
峰景区游览免费政策；凡名字内含有

“国庆”“建军”“志高”字眼的游客，可享
受本人10月1日—7日内免费政策。此
外，游客扫描景区二维码可享受景区门

票6折优惠（52元/人）及身上法物由资
深道长免费开光等多项优惠。若购买景
区套票（门票+电瓶车+养生餐），可享受
门市价160元/人的5折优惠80元/人。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力
宣传中国本土底蕴道教文化，10月1日
当天，文笔峰景区将举办“让您的孩子成
为一名有担当的接班人”的主题活动，活
动主体以家庭为单位，内容包括《二十四
孝》文化知识竞赛、道德经知识竞赛，符
合参赛标准的家庭可享受活动当日免门
票游园、电瓶车接送及养生餐一份。

文笔峰旅游国庆放“价”
名为“国庆”“建军”“志高”的游客可免费

本报广州9月25日电（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今天，海口国庆旅游
大促销活动进入第二站——广州。记
者在推介会现场看到，广州的旅行社、
媒体、市民“好钟意”海口等琼北市县带
来的“秋徜徉”系列旅游产品，纷纷为琼
北丰富的旅游资源点赞，不少人当场表
示要趁着假期到琼北自驾游。

“我去年刚去琼北呆了一个多月，
游览了很多景点。”南航精英周刊一位资
深旅游记者在与海南日报记者交流旅
游体验时颇有感触，“从海口开车到琼北
各市县很方便，一路上美景不断，自然环
境相当好，最重要是吃的，实惠又多样，
比如澄迈，那里的福山咖啡很好喝。”

广东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游客

集散地，广东人平均每年旅游次数达到
5次，且广东的游客不喜欢跟团游，他
们喜欢三五成群背包出行或自驾出
行。一番耕耘一番收获，如今琼北已成
为受广东人青睐的自驾游目的地之
一。今年8月份，在由南方都市报主办
的“2014广东人最喜爱的旅游目的地
及品牌评鉴”活动中，琼北8市县获评

“最佳自驾游目的地”奖项。
海口市旅游委曾对琼北地区自驾

游存量做过调查，发现在目的地类型的
选择上，大多数自驾车旅游者比较向往
自然风光和风景名胜，尤其是农家乐、
古村落、生态文明村、特色美食、民俗活
动、采摘活动等是自驾游客的首选之
一。因此，“秋徜徉“系列旅游产品特别

推出了琼北绿野仙踪游、琼北风情小镇
游、琼北“西游记”等精品线路，用以吸
引“老广”自驾客的目光。

当天，广东国旅、广之旅、广东省中
旅等旅行社的代表和羊城晚报、南方日
报、广州日报等媒体代表受邀请参加了
推介会。广东国旅国内游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会利用旅行社资源大力推
广海口及琼北旅游，“做旅游那么多年，
海口是我见过的游客重复率最高的旅
游目的地之一，加上现在交通便利，住宿
条件好，市场上满足游客需求的各类产
品也很多，海口也成为了很多潜在游客
的首选，希望通过我们业界的包装和推
广，把更多更好的线路和景点带给广东
的游客。”

9 月 25 日，游客在海口市电影
公社“1942 民国风情街”观光游览，
体验“民国穿越”之旅。据了解，“十
一”期间，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
影公社将为游客准备丰富多彩的活

动，除了看特色展览、观街头技艺、
尝世界美食，在电影公社的十字街、
国府路、钟楼广场还将不间断的表
演黎族竹竿舞、傣族舞、扭秧歌等民
族舞蹈。据悉，还可以在荣光大戏

院里观看华谊出品的经典电影，更
有幸一睹冯小刚导演为电影公社度
身剪辑的40分钟“贺岁集锦”——悲
喜十八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9月25日，海南万科、阳光巴士、携
程三方代表在金印泥上按下手印。

当日，“三亚阳光巴士旅游集散中
心”项目新闻发布会在海南万科湖畔度
假公园举行。海南万科与阳光巴士、携

程将在三亚万科湖畔度假公园共同建立
“三亚市旅游集散中心”，中心建成后将
有效分流三亚中、东线游客，缓解节假日
旅游咨询站点拥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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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建阳光巴士旅游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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