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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五一小长假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谢春霞 李凡）记者今日从省气象
台获悉，本周我省整体天气晴好，但部分
陆地和海面3日将出现强对流天气。

省气象部门预计，陆地方面，3日～
4日，受低层切变线影响，全岛普遍有阵
雨或雷阵雨，其中3日局部地区伴有雷
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
岛最高气温31～35℃。5日～8日，受
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晴，西北部内
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和中部
地区最高气温 34～37℃，其余地区
31～34℃。

海洋方面，3日～4日，北部湾海面、
本岛四周海面风力5级、雷雨时阵风8
级；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5～6级。5日～8日，各预报海区风力
5～7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遇到雷雨天气时，
一定要远离孤立高耸的金属物，不要在
屋檐、大树底下、窗户边躲雨。海域航
行、作业的船舶和人员要随时关注天气
变化，及时回港避风，防止船舶走锚、搁
浅和碰撞。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
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琼岛部分陆地海面
今迎强对流天气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吴彭保 陈创淼）“从今天开
始，我们一家5口就可以动手修建总
面积188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再也不
用担心会因为违建被政府拆除房子
了。”5月2日上午10点，在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农村宅基地建房报建受理
窗口，饶春红拿到崭新的《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后一脸喜悦。

45岁的饶春红是海口市秀英区永
兴镇雷虎村委会永群村村民，她是《海

口市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办法》5月1
日起正式实施后，海口市第一个取得
合法报建手续的村民。

据永兴镇副镇长吴涛介绍，今年4
月14日，永兴镇联合区住建局、规划
分局在全市各乡镇中率先举办了农村
建房报建培训班，为全镇各村（居）委
会、村民小组干部讲解农村建房报建
手续。并在新规实施之前，正式成立
永兴镇农房报建窗口，镇规划报建工
作人员、村规划协管员全部配备到位，

相关报建申请表格材料全部提前准备
完毕。

据了解，当日上午，永兴镇共发出
4本《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村民只
要带齐相关材料，到永兴镇农村宅基
地建房报建受理窗口来申请办理，工
作人员会在10个工作日内核发《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并且通知建房户及
其所在村（居）委会，并在村（居）委会
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永兴镇镇委书记
王波说，目前办证全部免费，而且审核

符合条件的，还可以选择由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免费提供的设计图纸。

新规实施后短短一天内，永兴镇
就有100多户村民提出了建房报建申
请。永兴镇规划所所长吴志平介绍，
目前村民可以在正常的工作日到永兴
镇农村宅基地建房报建受理窗口申请
报建办证，一些偏远村庄的村民如果
提前提出申请，规划所工作人员会放
弃休息时间，在周六周日加班为大家
办证，让大家都能早点合法盖房。

《海口市农村宅基地建房管理办法》5月1日起正式实施

海口发出首本《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本报五指山5月2日电（记者易建
阳 李科洲）“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
南”，良好的生态，丰富的民族文化，有
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令人向往。到
五指山市登山、漂流、骑行以及乡村旅
游越来越受游客们的青睐。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五一”小长假，五指山全市
共接待游客 3.6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18%，旅游收入1701.3万元，同比增
长14.19%。其中，景区景点、乡村旅游
点接待游客 2.9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2%。

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保持两位
数增长，这种势头也体现在一季度上。
今年一季度，五指山市累计接待游客
40余万人次，同比增长12.11%，旅游
总 收 入 达 605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0.48%。

“我们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条
件下，优先发展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现代
服务业，把打造旅游主导产业作为调结
构、谋发展的主攻方向。”五指山市委书
记宋少华表示，五指山市以建设热带雨
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为目标，从优先保
障用地、适当优惠地价、给予专项资金
支持、鼓励旅行社客源开发等方面大力
支持旅游业发展。

一批批实实在在的涉旅项目见证
了五指山市在发展旅游产业的用心。
据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局长陈键介绍，
投入约1000万元建成了一批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旅游厕所、旅游导视牌，投入
两亿多元的毛阳至水满旅游公路正在
施工，建成后将有效提高游客到此旅游
的舒适度。

同时，五指山市实施了一批重点旅

游项目。五指山脚下，黎峒文化园内的
黎祖大殿巍然屹立，雄伟壮观，游客从
山门广场拾级而上，被沿途的大鼓、巨
锣吸引，纷纷靠近拍照合影。“三月三”
黎祖祭祀活动连续三年在这里举行，每
年吸引上万人参加。五指山亚泰雨林
酒店、怀特彩云飞大酒店等高档酒店相
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游客接待能力增
强；红峡谷漂流景区一期完工，开始接
待游客；大峡谷漂流景区、五指山热带
雨林风景区、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完成升级改造，保护区内目前有4条适
合不同人群的登山路线，不管是满头银
发的老人，还是咿呀学语的孩童，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从容呼吸雨林高负氧离
子空气的地方。

乡村旅游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
方向。目前，五指山市乡村旅游总体规

划和毛阳镇牙胡梯田、水满乡新村苗寨
两个乡村旅游示范点规划编制工作已
完成。

而五指山市的旅游交通环境也在
稳步改善。去年底，三亚市至五指山市
水满乡的旅游专线开通，大大方便自助
游游客抵达五指山，而海南中线高速琼
中经五指山到乐东段将于明年开通，自
驾游五指山将变得更加便捷，一直困扰
五指山市的交通瓶颈问题正在逐步解
决。

五指山市曾经是旅游的热土，但在
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旅游变得有
些冷清。为此，五指山市不断加大旅游
宣传促销力度，每年组织旅游企业赴全
国各大省会城市、主要旅游客源地城市
开展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与三亚、万宁
等7个市县结成大三亚旅游圈旅游合

作联盟，共享旅游资源，与联盟成员单
位连续共同举办了两届夏季旅游主题
营销推广活动，山海互补、蓝绿共赢的
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面对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五指
山市已成立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领导小组，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明
确“点、线、面”工作重点，并将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

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生态是五
指山的优势，五指山发展生态旅游最有
潜力，五指山要做好旅游项目的储备、
包装策划和招商等工作。省旅游委将
大力支持五指山打造特色精品乡村旅
游项目，同时帮助五指山引进大型旅游
开发企业，开发符合五指山旅游发展规
划的高端旅游项目。

一季度接待游客量、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幅度均达两位数

五指山做大绿色GDP蛋糕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邓世贵 实习生李佳霖）记
者今晚从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获悉，

“五一”小长假期间，该中心充分组织
运力，做好全省旅游客运车辆调派工
作，截至5月2日晚，共调派旅游车辆
1611辆次，完成游客运输4.3万多人
次。在此期间，没有发生旅游运输安
全事故，没有出现甩团、宰客等重大服
务质量投诉问题，以及旅行社有团无
车的现象。

这是2009年9月我省旅游客运
实施管理体制改革以来，连续7年“五
一”小长假保持旅游客运重大服务质
量零投诉。

据悉，为确保“五一”小长假期间
旅行社用车需求，省旅游客运服务中
心提前准备了2256辆旅游车辆供日
常调度，同时，为确保小长假期间的旅
游运输安全，根据省政府和省交通运
输厅的部署，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和
11家旅游客运企业对中心平台系统

在运车辆进行全面排查以消除事故隐
患，同时加强司机交通安全行车教
育。此外，为保证旅游车辆一旦出现
中途抛锚或发生交通事故后能及时调
车接送旅客，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在

“五一”期间还分别在琼海、万宁、陵水
三地安排由11家旅游客运企业提供
3辆次/天的应急接驳车辆。由于措
施到位，责任到人，“五一”期间全省旅
游客运安全工作平稳有序，未发生旅
游运输安全事故。

“五一”期间未发生甩团宰客现象及旅游运输事故

我省旅游客运平安跑完小长假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李关平）
为期3天的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
一”房展今日收官。记者从主办方获
悉，海口、三亚、儋州三地3天接待前来
观展洽谈客户7.13万人次，意向成交房
产共计384套，涉及金额4.55亿元。此
外，三亚网上房展点击浏览量突破100
万人次，网上意向成交房产75套。

“五一”房展火爆的观展选房购房
场面，令参展商惊喜不断。海口绿地
中央文化城项目一位置业顾问告诉记

者，3天共有15套房当场成交，签约意
向购买30多套，更有300多名客户表
示将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考察。

“对于外地人来说，三亚优美的自
然环境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极具
吸引力。”来自武汉的杨涛表示，一周
前从武汉当地媒体获悉三亚有一场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5
月1日就带着妻子飞了过来，毕竟媒
体和政府主办的房展令人放心。

作为新兴地级市的儋州市，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加快，基层设施、人文环境
得到较大提升，成为当地及岛外客户关
注的重点之一。儋州万国大都会项目
展区，5名置业顾问忙得不亦乐乎，仅
今天上午就达成意向签约25套。

据了解，为了吸引客户买房，同时
提高成交量，参展商推出了各类优惠
活动。海口、三亚展区参展商让利多，
折扣、交2万元订金抵4万元房款等让
利行为竞相吸引眼球；儋州展区内，百
万油卡送不停、买房送金条、700张夏
日广场代金券等活动优惠多。

三亚网上房展则是2016海南国
际旅游岛“五一”房展的一大创新。三
亚网上房展收录了50多个三亚重点

楼盘信息，实现房展线上线下互动。
网上房展开展3天，共有超过100万人
次网上看展。据悉，三亚网上房展在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收
官后将继续开放。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
展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牵头，与海口、
三亚、儋州三地市政府分别联合在当
地举办，省住建厅、省会展局提供支
持。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表示，2016
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集中展示
了海南三大片区的优质房源，同时又
推介了城市形象，推动了房地产“去库
存”，带动了“五一”小长假的消费。

(相关报道见A03版)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昨日收官

3天意向成交房产384套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礼
元）记者今天下午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五一”小长假
海口旅游市场收获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假日期间全
市纳入统计的主要A级及收费景区的游客量达到
28.61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海口观澜湖旅游
度假区更是凭着一系列精彩的展会和主题活动，使游
客接待量达到了10万人次。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出游类型来
看，小长假期间，海口旅游市场以海南人游海南为主，
外地入岛自驾游温和增加；从出游方式来看，短线游、
自助游、亲子游为主要类型；从出游目的地来看，海口
观澜湖、火山口、动物园、红树林及琼北周边游受到游
客和市民的青睐。

这位负责人认为，游客接待量之所以大幅增长，这
与节前海口涉旅企业精心策划丰富的旅游产品，并做
足宣传推广密不可分。节前，在海口市旅游委的组织
下，海口市相关旅游协会和涉旅企业策划并发布了众
多海口“五一”旅游产品、全域旅游主题线路、景区（点）
优惠活动，以吸引游客。

红火的旅游也带动了海口的消费市场。据统计，
节日期间，海口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4.42亿元，
同比增长了9.5%。其中，商场商品销售总额约3.7亿
元，同比增长9.1%，餐饮销售额约7142万元，同比增
长11.6%。

海口：

海南人游海南为主

本报三亚5月2日电（记者黄媛艳 苏庆明）今年
“五一”假期，三亚市旅游持续火热，全市接待游客
12.8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65亿元，其中，国际游客
的增多成为三亚旅游的亮点之一。

据了解，“五一”节前，三亚再次开通两条国际航
线，国际市场的积极开拓，使得国际游客明显增多。统
计数据显示，节日期间，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进港国际航
班17架次，同比增长112.50%，国际旅客0.15万人次，
同比增长52.11%。

在吸引众多国际游客的同时，国内游客也是三亚
游的主力。今年“五一”假期，三亚家庭游、情侣游等主
题产品销售火热，北、上、广、深至三亚的航班销售火
爆，部分航班客座率接近100%，三亚高端旅游度假区
受到游客欢迎，平均房价1130元的亚龙湾片区旅游饭
店出租率达72%，平均房价970元的海棠湾片区旅游
饭店出租率达74%。

“五一”期间，三亚不仅人气旺，财气也旺。得益于
三亚各旅游企业积极策划各类节日产品、打包套餐，三
亚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游客消费欲望明显增强。节
日期间，全市过夜游客平均花费为1467.94元/人天，
一日游游客平均花费543.79元/人，同比增幅明显。

三亚：

国际游客增加成亮点

5月1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游览。当天南山景区入园量1.63万人次，其中，散客达1.26万人次，成为南山景区一
大亮点。此外，当天前往南山景区的琼、粤、桂等地自驾游车辆多达1850辆次。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五一房展
关
注

散客成南山游主力 近日“魏则西事件”受到网民广泛关注

国家网信办
组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

B04版 世界新闻

海口5名联防队员
涉嫌寻衅滋事
被依法刑拘

A02版 海南新闻

本报海口5月2日讯（记者良子 邵
长春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长吉）
5月2日凌晨，省政府部署公安、交通、
路政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整治货车
超载超限的专项行动。

从5月2日零时至清晨，全省公安、
交通、路政联合设置17个固定检查站、
10个巡逻执法分队，共查处货车超载超
限 196起，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等
227起，查扣严重超载、违法改装货车
52辆。海南省政府督导组全程在路面
督导。

据介绍，近期发生的几起涉及多人
伤亡交通事故，事故原因特点突出：事故
都发生在夜间，有两起在下半夜；事故全
部涉及重型货车，基本为追尾事故，发生
事故的重型货车均涉及超载、货车车尾
反光标识粘贴不规范违法行为。

针对以上情况，省政府部署公安、
交通等相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集中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专项行动，重
点开展夜查行动。

此外，在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方面，
省公路局与交警部门已封闭海榆中线
10处有安全隐患的非法开口。

(相关报道见A06版)

省政府部署整治大“祸”车

一夜查处
货车超载196起

换头术，
医生真的准备好了吗？

今年还是
观“人山”看“人海”
景区最大承载量为何未能成为保障
游客体验“红线”？

B02版 中国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