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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丰富多样 交通高效通畅 市场安全有序 文明蔚然成风

优质服务提升海口旅游经济“含金量”

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旅游软环境不断提升

10月4日17时许，海口突然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此时，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景
区迅速启动雨天紧急预案，工作人员举着伞，
依次将园内的市民游客从各个景点护送至应
急中心和安全地带。大雨中，一把把撑开的
红伞成为景区靓丽的风景线。

来自广东的游客秦女士表示：“第一次带
宝宝来海南旅游，不巧遇上大暴雨，心情难免
有点低落。但是景区的工作人员真的很棒，
看见我们没有带伞，立即把雨伞送给我们，让
我们感受到异乡的温暖。”10月6日、7日，尽
管海口大雨持续不断，但海南热带野生动植
物园人气不减。游客们说，这里有一支特别
护卫队，为游人撑起了遮风挡雨的“暖心伞”。

10月4日傍晚，清风徐徐，作为海口传统赏
月地点，假日海滩当天共接待6.5万多人次。市
民游客扶老携幼，将野餐桌布铺在沙滩上，放好
水果和月饼，赏景赏月，其乐融融。

当天的人流量虽然很大，但垃圾量却大
幅下降。不少家庭都自备垃圾袋，将果皮装
好，离开时自觉带走，彰显了文明素质。同
时，海滩上到处能看到一抹抹“橘色”，大批身
着统一制服的环卫工人认真开展保洁工作，
垃圾一落地，当即被捡走。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如果你来到火山口
地质公园、假日海滩、海口火车站、海口港、新
海港等重要旅游景区和交通站点，一定可以
看到一处处造型别致的志愿服务驿站，一个
个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热情地为来往游客
提供服务。

“细节处更能体现温情。”新海港志愿者
符德优告诉记者，长假期间进出港口的旅客
明显增多，服务驿站准备了一个“百宝箱”，里
面有充电宝、临时备用手机、雨衣雨伞、体温
计、风油精、棉签、纱布等，以备旅客不时之
需。“假期最后3天海口下雨，很多游客在驿
站领到了免费的雨衣，解了燃眉之急。”

在长达8天的假期里，海口餐饮收入“爆
棚”，销售总额约为 1.47 亿元，同比增长
11.8%。在海口丁村万人海鲜广场，每种海鲜
都明码标价，摊位附近还设有公平秤，公开承
诺“缺一两，补一斤，再赔100元”。顾客挑选
海鲜时，售货员会贴心地根据人数来提醒合
理点餐，避免浪费。

敬业工作、爱护环境、志愿服务、诚信经
营、以俭为德……沐浴在文明之风中的椰城
充满了温馨和谐之美。

旅游形成“新供给”
假日经济形势喜人

大众旅游时代，丰富多样、不断更新的
旅游产品才能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此次
长假期间，海口市旅发委整合资源，围绕

“惊叹海口”这一主题，着力创新和丰富旅
游节庆活动，推出八大活动和七大主题游
线路。数据显示，国庆海口A级景区及主
要景点、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客83.83万
人次，同比增长20.49%。

假期里，海口刮起了绿色生态游“旋
风”，畅游湿地公园、品尝香草美食、采摘农
家蔬菜成为市民游客心目中的旅游新风
尚。

河水清澈，白鹭翩飞，梯田湿地里睡
莲、美人蕉生机盎然，市民果园里树木郁郁
葱葱，生态修复后的美舍河凤翔公园风景
如画。10月3日，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
园启动“深呼吸·游海口”徒步游活动，来自
省内外的500余名游客行走河畔，切身感
受海口绿色生态文明新风貌。而中秋之
夜，更有不少市民来到亲水栈道赏景赏月。

走进南渡江边的香世界庄园，各种香
料植物的特殊香味扑鼻而来。除了垂钓和
品尝特色美食，游客们还可摘下香蜂草和
甜叶菊的嫩叶，与香茅草一起煮在壶中，品
味别具一格的清香花草茶。在火山泉休闲
农庄，为了给游人提供更好的采摘体验，50
亩菜地里全都种满了小白菜、空心菜、地瓜
叶等各类农家蔬菜。尽管许多前来“偷菜”
的游客裤腿、鞋底都沾上了泥巴，但仍然笑
容满面。

水上飞机观光航线试飞和“滨海夜游”
是此次海口重磅推出的两个旅游产品。

10月2日，以秀英港区为基地的水上
飞机空中游览观光航线试飞成功，不仅拉
近了琼州海峡两岸的空间距离，也补足了
海口市空中旅游短板，实现水上、空中立体
游览海口城市面貌的梦想。航程为2小时
的“滨海夜游”则凭借亲民的价位、惬意的
体验格外吸引游客，10个航次场场爆满，游
客们不仅能欣赏滨海大道流光溢彩的灯光
秀，还能观看船上的歌舞表演、萨克斯演奏
等，充分感受“夜海口”的魅力。

此外，海口旅游拉动消费的能力进一
步凸显。民宿旅游异军突起，长假期间，观
澜湖电影公社6家民宿，123间客房天天爆
满，均价为600元每间左右。海口餐饮行
业火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在中秋节当天
出现了2万人次客流的盛况，香世界庄园
的顾客需要提前几天订餐。美兰机场免税
店购物人数2.98万人次，销售额5740.43
万元，同比增长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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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 8天长
假结束，海口旅游实现
质效双增：接待游客
86.05万人次，同比增
长 11.53%，实现旅游
收入11.34亿元，同比
增长21.94%。同时，
海口旅游产品更加丰
富，交通高效通畅，市
场安全有序，文明蔚然
成风，游客的旅游体验
得到不断提升。

“海口在‘吃、住、
行、游、购、娱’六方面
全方位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推动旅游经济从
人数增长型向质量效
益型转变。”海口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廖
小平说。

海口多部门假期坚守一线做好保障工作

用辛苦指数换取
市民游客满意度

海口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顾客正在选购
海鲜。

水上飞机从海口秀英港出发，4分钟
可抵达广东徐闻。

绿骑海口，意气风发。火山口地质公园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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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通运输高效通畅
琼州海峡一体化现成效

10月7日下午，从广东珠海自驾来海
南游玩的秦先生从秀英港踏上了回家的路
程。与往年需要在港口滞留一两个小时不
同，今年秀英港返程客流秩序井然，秦先生
很快就上了船。“返程高峰遇风雨，按以往
经验，我本以为要‘人在囧途’，但其实畅通
无阻，港口还有志愿者提供热茶水，海口的
旅游服务质量在不断提升。”秦先生说。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海
口进出港车辆达 9.55 万辆次，同比增长
25.38%。进出港车辆增幅都在20%以上；
但港口通行非常顺畅，没有出现往年那般
拥堵的情况。海口市副市长孙世文介绍，
让“槽点”成为“亮点”，一方面靠的是相关
职能部门的用心筹划、贴心服务，另一方面
也说明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成效
显现。

据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分析，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琼州海峡交
通运输高效通畅，投入运力船舶50艘，其
中粤海铁 3艘，海口港船 18艘，广东 29
艘。这首先得益于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
一体化的顺利推进，有效解决了高峰期运
力保障问题；其次，得益于港口联动高效，
海南、广东航次实现无缝对接，快速安排泊
位停靠，大大提高旅客、车辆进出港效率；
再次，得益于海南铁路加大过海航班密度，
客货列车交叉发班，满足旅客车辆快速过
海的需求；第四，得益于强有力的码头保
障，新海港投入使用后实现高效运营，大大
缓解了秀英港的压力；最后，得益于强有力
的联动机制，旅游联席成员单位科学研判，
精准预测，强力保障，通力合作，确保旅客
出行通畅。

在10月6日至8日的返程高峰期间，
海口各个汽车站、火车站也都秩序井然，未
出现旅客滞留的情况。国庆期间，海口环
岛高铁累计到达班次942趟，进出港旅客
5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0.59%。为应对
客流高峰，海口火车站推出售票、进站、候
车、检票、乘车一体化服务措施，在售票厅
配置了8台售取票机，在出站口配置了3台
售取票机，并在自助售票处增加服务人员，
及时解答旅客在购票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旅游市场安全有序
“12345+”实现“1+1﹥2”

12301全国旅游服务热线零投诉；万
人海鲜广场8天接待游客超11.4万人次，
没有一起投诉；中秋节当天，假日海滩接待
游客6.5万人次，万绿园接待超4万人次，
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不文明的行为；
曾经受到全国关注的琼州海峡交通拥堵问
题，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也运输有序，畅
通无阻……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海口
除了假期经济形势喜人，安全有序的旅游
市场也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致称赞。

“体验更丰富、人气更火爆，市场有秩
序、游玩更舒心。”廖小平表示，假期不仅是
对一个地方旅游产品的检验，更是对一个地
方旅游服务水平的检验。“海口在不断丰富
旅游产品的同时，通过“12345+旅游联席会
议”机制，旅游质监、旅游工商、旅游警察、巡
回法庭等“1+3+N”制度，不断提升旅游服务
软实力。

海口在节前召开旅游联席工作会议，启
动旅游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海口市旅游警察
支队组织警力开展武装巡逻，市工商局出动
执法人员162人次，检查海鲜排档43家次，
旅游景点27家次，旅游购物点31家次，水果
摊（店）237家次，农贸市场 61家次，其他涉
旅企业1家次，检查网络经营户28户次。开
展“一日游”专项整治，约谈经营“一日游”相
关旅行社，传唤散布“一日游”虚假信息人员2
名，拘留1人，行政处罚旅行社1家。

海口市政府秘书长邓立松表示，今年海
口通过完善“12345+旅游联席会议”联动模
式，将旅游类办件全部列为紧急类办件30
分钟快速响应处置，提前预警安排部署，实
施24小时值班制度，坚持每日分析预判预
警，努力为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

数据显示，10月1日至10月8日海口
双节期间涉及旅游的办件1510个，为市民
游客找回遗失物品235件。市民游客通过
12345反映诉求和问题，12345热线及时响
应处置，努力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状
态，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热点，为双节长假
市场稳定有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孙世文认为，12345平台无门槛、高效
的投诉受理，及时处置、迅速反应、限时反
馈，充分发挥了指挥棒、绣花针、连心桥的
作用。同时，12345与旅游联席办实时联
动，达到了“1+1﹥2”的效果。

此外，海口加大旅游质监、旅游工商、旅
游警察、巡回法庭等“1+3+N”旅游市场综合
监管常规力量，不间断、全天侯通过明查暗访
的形式活跃在假日旅游市场。国庆期间，海
口市旅游质监受理游客投诉共计14件。

“海口市经过‘双创’和城市更新，城
市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入干部与市民人心，
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得到广大市民与
游客的普度赞许。”孙世文认为，安全有序
的假日市场得到游客认可，这是海口城市
综合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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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

龙华区环卫、食药监、文旅、工商、卫生、公安、
交警、网格员及志愿者出动32900余人次，累计推出
文娱节目46场次，在国庆中秋假期期间，集中力量
为市民游客提供综合保障服务。

美兰区

出动279车次，528人次，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
和重点部位进行了集中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
突出问题，消除事故隐患。

琼山区

节前充分安排，节中加强值班巡查，精心策划4
条旅游线路。

秀英区

秀英区物价局、区工商局等市场监管部门共计
出动105人次对辖区商超等进行巡查和监管，迅速
处置永兴段交通不畅的问题。中秋节在假日海滩
设立临时指挥部，实施一线服务。

公安交警

投入警力11526人次、警车3012辆次，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11691起。

城管、环卫、市政、园林

共出动执法及工作人员11801人次，出动执法
及各种环卫机械设备车辆20853车次，保障市容整
洁，市政工程正常运转。

工商

出动执法人员549人次，检查海鲜排档、旅游景
点、旅游购物点等1242个点位，线上检查涉旅网络
经营户159 户次，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55宗，挽回
经济损失23895元。

食药监

出动执法人员490人次，出动执法车162车次，
检查食品经营单位1334家次，超市102家，农贸市场
101 家，旅游景区 21 家，旅游团队接待餐馆酒店 3
家，快速检测食品1826批次，辖区范围未出现食品
药品类负面舆情，无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卫生

组建6支医疗队伍，随时待命，以应对卫生领域
的突发情况。

民政

出动巡查人员2056人次、车辆536台次，加强国
庆中秋长假期间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以及自
驾游客返程时在码头滞留的救助工作。

团市委

全市共组织志愿者9600人次，面向广大市民旅
客提供了疏导、咨询等形式多样的暖心服务。

气象

多渠道发布《重要气象信息快报》3期、雷雨大
风黄色预警信号3期、气象决策短信40000余条。

此外，海口市消防、安监、质检、渔业等部门加
强对大规模聚集性活动场所和游览游乐设施的安
全监管，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市文体、农业、林业、东
寨港管理局等部门加强安全检查，开展活动，丰富
假日产品；市环保、物价、海口晚报、海口电视台、机
场、港航控股、粤海铁及各旅游行业协会等成员单
位都按职责分工，坚守岗位，为圆满完成国庆中秋
长假期间的旅游服务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龙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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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内活动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