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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1月23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曾小穆）昨日，来自内蒙古的
游客兰宇女士遗失万元财物，直到抵达三
亚才发现钱包遗失，呀诺达景区员工拾到
钱包后主动上交，景区通过调取视频监控
等方法，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失主。

今天一大早，游客兰宇从三亚赶到
呀诺达游客中心大堂，前来取回遗落的
钱包，在景区工作人员细心地讲述寻找
失主的经过后，兰女士感动万分，连声感
谢，并写下感谢信。

据了解，兰宇此次带着自己的母亲
和孩子来呀诺达游览度假，临走的时候，
兰女士将随身携带的钱包遗落在果吧椅
子上。景区园容部的杨南生将捡到的钱
包交给部门负责人，随后呀诺达景区通
过调取景区监控，检查钱包隐存的游客
信息，找到了景区的内导，再通过内导联
系外导，并通知兰宇。“钱包里有7000多
元现金，还有我购买的物品，财物总共价
值万元。”兰宇介绍。

据呀诺达景区负责人介绍，到下半
年，呀诺达每天客游量在不断增长，发现
游客遗落随身携带物品的情况越来越
多，仅11月份已经有超过150条游客遗
落物品的记录，其中90%以上都已通过
多种渠道归还给了失主，剩下找不到失
主的物品，他们会陈列在游客中心失物招
领展示柜中，等待游客认领的同时，也提
醒别的游客注意随身物品。

本报文城11月23日电（记者刘
笑非）下午6点正是道路交通最繁忙的
时候，文昌市文城镇教育路和文中路热
闹非凡，路边的小商店也迎来了一天中
生意最红火的时段。“别看人多，却一点
不混乱，要是一两年前，车早就堵死
啦！”教育路旁的一位摊贩如此感慨。

文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用人
性化、弹性化的执法解决了流动摊贩和
占道经营等问题，也让小本经营的摊贩
找到了经营空间。

“原来的文城镇教育路，流动摊贩

林立、占道经营常见，影响环境不说，还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文昌市城市管理
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文民说，自2012年
底挂牌成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来，
相继整合了工商、食品药监、城管等多
个职能部门的执法力量。而执法力量
的整合，带来的也是执法方式的改变。

“我们也从以往的执法过程中，反复思
考，一刀切的执法虽能解决问题，但也
断了摊贩们的生计。”既然摊贩是流动
的，不如设立一个流动摊贩疏导点，既
方便管理，又解决了环境、交通问题，还

能让他们安心做生意。
不仅如此，即使执法队伍在巡查时

发现流动摊贩，也从以往的驱赶罚款，
变成了现在的劝诫教育为主。而对于
占道经营现象，文昌市同样用人性化的
执法来对待。“每天的9点到11点，我们
开放个别街道专门用于摊贩及路边商
店经营，但前提是业主必须落实好门前
三包。”文民说。

事实上，这种以劝诫和教育为主的
人性化温和执法方式，自开始实施就受
到了群众的欢迎。一些摊贩开玩笑地

说，以往见到穿制服的跑得飞快，如今
的执法人员路过摊贩疏导点，还会和他
们打招呼。执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执
法人员和摊贩们关系的改变，和谐的关
系也让工作更加易于开展。

如今文昌市的城市环境一天比一天
好，原本学生放学时拥堵的街道也变得
顺畅许多，摆摊时留下的垃圾不见了踪
影，摊贩们也不再为生计而担心。对于
群众而言，他们更易于接受如今温和而
有力的执法方式，对于执法人员而言，规
范执法方式，执法过程也顺利不少。

文昌城管以劝代罚以疏代堵，帮摊贩谋划生计又解决了占道经营

巧管摊贩，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
员徐喆）今天上午6时许，三亚绕城高速酸梅隧道
往乐东方向处发生一起车祸，一辆载满水泥的重
型卡车撞到了隧道洞口，车上两人当场死亡。

上午11时许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交警正在
用吊车清理卡车残骸，车上所载的水泥散落一地。
车祸还造成了交通堵塞，记者注意到，因为该卡车
体积较大，近百辆汽车被堵在隧道前的高速路上。

卡车迎面撞上隧道
车上二人当场死亡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胡娜）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三亚的吴先生为
此苦恼不已，可是案发一周左右，他居然在路上见
到别人骑着他失窃的摩托车，遂报警抓了个现
形。今天，三亚城郊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梁某
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今年3月29日21时许，梁某某闲逛至吴先生
家门前，看到吴先生停放的一辆摩托车。当时吴
先生正和一名年轻男子在简易房门前喝酒，梁某
某谎称自己是负责渔村水电的工作人员，以吴先
生简易房的水电影响到渔村的水电要检查为由，
进入简易房。进入房间后，梁某某看到冰箱上的
摩托车钥匙，便将钥匙偷走。5个小时后，梁某某
再次来到吴先生家，将摩托车开走。4月8日，梁
某某的儿子梁文某将该摩托车借给朋友张某某，
张某某驾驶着摩托车开至三亚市渔村路八巷时，
被车主吴先生发现抓个现形。

骑赃车招摇过市
被失主抓个现形
男子盗窃摩托车获刑

11月21日，三沙市永兴岛，来自省消防总队的技术人员在向三
沙市公安局消防员谭振君（右）介绍高压细水雾灭火机的使用方法。

当天，三沙市在永兴岛举行三沙市基层岛礁消防队站建设暨消
防装备配送仪式，首次为基层岛礁配备专业消防器材。这些专业消
防器材包括无齿锯、机动链锯、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进口水泵等
十余套设备。随着三沙市总体规划批准实施，三沙市基础设施建设
快速推进，消防安全工作更加重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洪媛媛 摄

消防设备“武装”三沙岛礁

三亚警方侦破一起跨省贩毒案

缴获毒品12公斤 6名嫌犯落网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张靖

超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周君）近日，
三亚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毒品目
标案件，缴获毒品氯胺酮12.15千克、神
仙水23瓶，毒资5万余元，抓获6名犯罪
嫌疑人，查扣涉案车1辆。

据了解，今年8月上旬，三亚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民警通过线索获悉，广东男
子温某在三亚地区从事贩毒活动。经
过进一步侦查，以温某为首的贩毒团伙
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频繁从广东省
境内将大量新型合成毒品运往海南，直
接销往三亚。三亚警方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鉴于该团伙系跨区域贩毒，毒

品交易量大，交易频率高，社会危害性
大，团伙成员众多，该案经海南省公安
厅禁毒总队报请公安部立为公安部毒
品目标案件。

随着案件侦查的展开，该团伙成
员的基本情况、活动规律、运毒方式、
藏毒地点和落脚点等信息渐渐清晰，

收网时机日渐成熟。10 月 26 日，警
方获悉大量毒品将被运往三亚，随即
制定抓捕行动预案。当天中午，在相
关部门的配合下，民警在迎宾路山屿
湖路口将两名主犯陈某齐（男，21
岁，广东雷州人）和陈某伟（男，17
岁，广州雷州人）抓获。随后警方乘

胜追击，将其他 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一一抓获。该案共缴获毒品氯胺酮
12.15千克、神仙水23瓶，毒资5万余
元，涉案车1辆。

至此该案成功告破，目前6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当中。

景区几经辗转
终于找到失主

查景区监控
寻游客信息
找带团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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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我们不仅亲身体验了海南的热带
岛屿风情，而且对海南国际旅游岛有了
更全的认识和更深的感情！”被幸运抽中

“省长会网友，乐享海南游”二等奖的游
客谭娜在满满两页纸的感谢信上，毫不
掩饰自己对海南岛的热爱。

我省推出的历时两年的大型网络促
销“省长会网友”活动近日圆满结束。一
批海南新产品、新业态随着众多参与其
中的旅游达人们的照片、文字等，让更多
的中外游客得到了分享。

“省长会网友”活动虽然已经结束，
但海南岛向中外游客发出的却是“永远
的邀请”！

开创政府网络营销之先河
“海南是一个阳光、健康、快乐、幸福

的美丽花园。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大家
到海南来，观光、休闲、度假都会有一个
美好难忘的假期。”在2012年9月27日
举行的“省长会网友，乐享海南游”网络
媒体推介活动上，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
之向广大网友发出了“永远的邀请”。

由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委主办的“永
远的邀请——省长会网友，乐享海南游”
活动在网上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而且
活动步步深入，从宣传海南美景、美食到
人文民俗深度游海南，再到向全国网友
发出文明旅游倡议，不断在网络上掀起
海南旅游新热点。

开创了政府旅游网络营销之先河的
“永远的邀请———省长会网友 乐享海
南游”网络媒体推介活动，引发了媒体和
网友对海南旅游的热议。据统计，超过
560万境内外网友在当日观看和点播活
动直播，关注网友达到1.6亿人次，对活
动进行专题报道的媒体有80多家。该
活动入选南方都市报评选的“2012中国
十大营销事件”，该报以“省长会网友
———网络营销助海南旅游打翻身仗”
为标题进行了深入报道。

旅游营销专家认为，旅游网络营销
和旅游电子商务“低成本、高回报”、“投
入少、影响大”的特点，决定了网络营销
这种高效营销手段将成为未来旅游营销
的主流手段。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必须

加快国际化要素改造，海南需要建立以
网络营销为主，传统营销等其他手段为
补充的营销体系。

旅游达人成旅游推广者
2012年12月17日，首批网络达人

从海口出发，开始为期4天的海南游。
达人们游览博鳌亚洲论坛会址、万宁兴
隆热带植物园、陵水分界洲岛旅游景区
等多个知名景区，感受海南人文风情和
美丽风光。

一周后，第二批网络达人来到海
南。达人们表示，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
带岛屿省份，有着一流的生态和自然环
境，是全国人民的度假村和四季花园，人
人都有义务来保护这个优美的环境。

获奖者乐享旅游新产品
活动期间，还针对岛外游客举办了丰

富的抽奖活动，入围中奖者100名，符合兑
奖条件的76名。今年，这些获奖游客先后
到达海南，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海南假期。

活动期间的60名入围中奖者在海南
体验了一次难忘的四天三晚的《海南影视
寻踪之旅》。这些入围中奖者以电影为主
题，体验曾经拍过影视剧的酒店、景区景点。

“尊敬的省长同志，两年的时间转瞬
即逝，当我再次踏上美丽的宝岛，海南旅
游无论从硬件、软件都不可同日而语
……”日前离开海南前，来自湖北丹江口
市的三等奖获得者尹俊黎在给省长的信
中这样写道。（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省长会网友”网络旅游营销活动圆满结束

海南有约：邀请到永远！

11月22日、23日，每天约有800人次的游客来到琼海市白石岭登山揽胜，山下的官塘则
入住了约3000多温泉客，这些周末短线游客七成以上是来自海口的团队与散客。

从白石岭至博鳌的万泉河两岸，集中了湖河山海岛各种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提供了温泉
漂流等多种玩法，再加上当地有名的鹅鸭等美食，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周末琼海
短线游火热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黄媛
艳）知名在线旅游网站——同程旅游
日前发布《2014国内居民冬季出游趋
势报告》，对今年冬季的旅游消费需求
趋势进行分析。《报告》显示，三亚荣膺
冬季境内外热门旅游目的地之首，这
也是三亚第4次“蝉联”冬季最热旅游
目的地。

《报告》经过一系列科学的统计分
析，三亚、香港、韩国、哈尔滨、日本、泰
国、新加坡、厦门、杭州、苏州的旅游预
订指数位居前十名。其中，三亚、香港
和韩国是连续第4个年度位居冬季热
门出游目的地前三名，三亚则在近年
来一直高居榜首。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滨海度假
游的火热持续搅热三亚旅游。三亚市
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表示，今年三亚
旅游人数预计还将保持增长态势，家
庭游、婚庆蜜月游依旧受到游客青睐。

随着崇尚个性消费意识的“80

后”、“90后”进入结婚的高峰期，婚庆
旅游成为三亚着力争抢的市场蛋糕。
今年，三亚将持续举办天涯海角国际
婚礼节、目的地婚礼节等大型活动，以
活动搅热市场氛围；同时，积极引导企
业延伸婚庆产业链条，提质增效。

“候鸟”大军来袭，三亚一些旅行
社也主推“公寓住宿+餐饮看护”、“分
时度假”等产品，既解决“候鸟”租房难
及异乡子女担忧等问题，也开辟了新
的消费市场。

另外，随着欧巡赛女子公开赛、三
亚女子公开赛等系列高尔夫赛事的举
办，三亚在全球高端高球客户心目中
亦享有一定知名度。冬春旅游旺季，
也是这些高球手前往三亚打球的旺
季。目前，三亚的高星级酒店除提供

“一站式”服务的高尔夫产品套餐外，
也致力于尝试将中医理疗等养生产品
融入户外游产品中，不断丰富旅游市
场。

《2014国内居民冬季出游趋势报告》出炉：

冬季最热旅游地是哪儿？
三亚！

本报五指山11月23日电（记者易建阳）昨日
是传统24节气中的小雪，我国大部分地区百花凋
零，而海南岛却依旧生机盎然，鲜花盛开。走进五
指山市，你会发现，这里的三角梅、紫荆花等竞相
绽放，尤其是野菊花，田埂上、道路边、荒坡上，随
处可见，成了五指山冬季里一道靓丽风景。

记者驱车从五指山市区前往水满乡，路边的
绿化带里，三角梅开得热烈而疯狂，红色、紫色，鲜
艳迷人，偶尔还能见到一些紫荆花点缀。

“海南气候独特，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这
时候，到五指山不仅能赏红叶，还能看各种花，五
彩缤纷。”来自北京的游客张静说，五指山的鲜花
是在大自然中生长，分布范围更大，别有一番韵
味。

进入水满乡，站在视野开阔处，放眼望去，黄
色的野菊花遍布山野，小溪边、田间空地等成片分
布，迎着阳光绽放，一阵风吹过，淡淡清香扑鼻而
来。“这种野菊花，在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现在是最
集中盛开的时间，还有部分菊花才长花骨朵，花期
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后。”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新村
村民李大爷告诉记者。

冬季到五指山
看“花花世界”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陈成智 通讯员
陈丽）全省游艇相关专业人才尤其是实用技术人
才奇缺的窘状，今后可望得到缓解。11月21日
上午，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与三亚学院签约，确认
将共建“三亚海洋游艇职业人才培养基地”，开设
游艇管理专科班，适时推进三亚海洋学校建立。

记者注意到，参加签约仪式的除了鸿洲集团
董事长王大富和三亚学院、三亚理工职业学院院
长陆丹外，还有一位“老外”面孔——三亚鸿洲卡
纳游艇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谢艺卓。签约仪式透
露，这家中意合作的游艇维修企业将于近日正式
对外营业，并由意大利专业售后维修团队为前来
三亚的游艇提供维修、保养等专业服务。而三亚
理工职业学院将开设游艇管理专科班，三亚鸿洲
国际游艇会派出的专业团队中，就包括来自意大
利的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

据悉，合作双方还将为海南游艇从业人员提
供航海知识、游艇管理、码头管理、驾驶技术、维修
技术等培训课程。

缓解游艇相关专业人才缺的窘状

三亚高校拟开设
游艇管理专科班

旅游新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