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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林
晓君 李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接待游
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2.31%；
旅游总收入约1.34亿元，同比增长
172.89%；两类增幅均领跑“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4市县……在刚过去的国
庆、中秋“双节”，陵水黎族自治县旅
游再次交出漂亮成绩单。

“现在的陵水与过去相比真是大
变样！吃喝玩乐都很便利。”来自琼海
市的自驾游游客陈子鑫感触颇深，以
前到陵水，往往当天游完当天走，这次
他们在陵水整整呆了两天才离开。

据陵水旅游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就“双节”期间的游客接待量、旅游收
入和旅游活动开展情况综合来看，像
游客陈子鑫这样的自驾游及散客游
比例逐渐扩大。

记者了解到，针对自驾游客追求
旅游深度体验的需求，此次“超级黄
金周”中，陵水各大旅游景点纷纷发
力，为游客量身定制旅游“大餐”。

分界洲岛旅游区在国庆节前，线
上推出“助力点灯笼”、微博平台推出

“我为祖国送祝福”活动；南湾猴岛生
态旅游区在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推出寻

找“美猴王”活动；雅居乐清水湾旅游
区在国庆节当天举办了海岛椰子狂欢
节；雅居乐莱佛士酒店、阿罗哈度假酒
店、清水湾假日酒店等其他酒店也纷
纷推出节假日住房、用餐的优惠套餐。

在主要乡村旅游点方面，文罗镇
坡村在“双节”期间推出“黎乡层林染，
最是坡村红”2017年国庆长假乡村嘉
年华活动；光坡镇红角岭推出初秋登
高、荷塘垂钓、山角八音等活动……

精彩纷呈的特色旅游活动成为
留住游客的法宝。据统计，今年国庆
中秋长假，陵水过夜游接待游客超11

万人次，同比增长161.34%，旅游收
入破1亿元，同比增长201.52%。

10月6日上午，陵水突降暴雨，但
这并不影响陕西游客王梓萌一家的游
玩心情，南湾猴岛景区为游客免费提
供的一次性雨衣让她感到很贴心。

这是陵水升级旅游服务的缩影。
为了全方位提高游客满意度，在“双
节”首日，陵水便通过微信公众号和网
站等发布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有
奖举报的消息，举报属实可获得800
元奖励，并在各景区、乡村旅游点公布
了景区、县、省各级旅游投诉电话，将

旅游市场监管全天化、大众化。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景区如厕难

问题，陵水推行“共享厕所”，城区主
要商场、广场和景区周边的酒店等地
均张贴有“公共厕所免费开放”的标
志，为游客提供便利。

据介绍，下一步，陵水将重点围绕
陵河两岸、湾区夜景等自然风光和美食
街、特色商业街区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
规划建设，并进一步健全乡村旅游点配
套设施，加快引进住宿和餐饮企业，打
造特色鲜明的民宿、农家乐品牌，加快
推进田园综合体、共享农庄的建设。

“双节”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旅游服务升级提档

陵水接待游客数同比增长112.31%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 （记者
李艳玫 林晓君 通讯员黄艳艳）“过
去，我们只知道云南有大理，而现在，
我知道了海南陵水也有一个大里。
这个地方也很美，它虽然偏僻，但建
设水平不错。”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
间，来自北京的游客张薇娟带着家人
到海南旅游，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大里地区让他们印象深刻。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陵水主要乡

村旅游点共计接待游客约3.8万人次，
同比增长80.08%；营业收入约154万
元，同比增长9.44%，这是陵水一年来
着力发展乡村游交出的“答卷”——去
年10月、12月，陵水先后在大里地区、
文罗镇坡村开展全域旅游试点，正式
吹响发展乡村游的号角。

一年来，这两个乡村旅游点建设
均取得明显进展。之前，大里民居民
族特色不突出，如今，民居立面改造

已经完成90%；之前来大里游玩的游
客吃饭得到本号镇，如今他们在大里
本地农家乐就能品尝黎家菜肴；原来
只有3间客房的民宿“大里黎家客
栈”，正在谋划开分店，要增加至少6
间客房……

一年来，坡村房屋外立面改造以
及庭院改造已基本完工，个别旅游项
目增加新功能，民宿由1家增至2家。
各自然村污水处理工程正在推进，预

计年底完工。“十里坡村乡村旅游景观
廊道”建设工程正在紧张进行，目前路
面硬化、道路两边景观绿化基本完成，
预计年底竣工，建成后将为游客呈现
一个特色乡村“风景轴”。

除硬件设施外，旅游服务也不断
添加新内容。在坡村，今年挂牌成立
了陵水党员干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

“三基地”，越来越多的单位来此开展

党员活动。今年7月，本号镇为大里
地区村民开展竹竿舞、黎歌对唱等传
统文化培训，目前，受培训村民已经
可以为游客表演节目了。

据了解，今年6月，陵水与玉禾
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大
里旅游开发达成合作意向，目前已开
展规划设计工作。下一步，陵水计划
把各乡村旅游景点连点成线，全面铺
开陵水全域旅游创建工作。

硬件设施升级 旅游内容更丰富

陵水乡村游“魅力”大增引客留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李艳玫
通讯员 陈思国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期
间，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对面的
码头，一位“特殊”的交警引起游客注
意。他们说，这位交警看起来年纪已
经很大了，是“大爷”交警，但节假日
依然坚持执勤，令人感动。

这位交警名叫朱泽飞，是陵水公
安局交管大队陵南中队中队长，今年
56岁。他一家三代都有人在公安岗
位上为群众服务；从警37年，他从未

公休……
10月9日，记者见到朱泽飞时，

他正在陵水三才镇中心幼儿园门前
指挥交通。放学时正值暴雨，幼儿园
小朋友背着书包，撑着小伞，在老师
和交警的带领下安全地通过马路。
虽然身着雨衣，但朱泽飞与同事们早
已全身湿透，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
警帽能直接倒出水来。

干交警苦不苦？苦！不善言辞的
朱泽飞坦言，交警每天7点半前到岗，
晚上下班时间不定，遇到有任务时要加
班，在路面呆上十三四个小时是常事。

这么苦，为什么一干就是 37
年？“我出生在警察家庭，父亲曾在
派出所工作，小时候看着他身穿警
服的飒爽英姿的模样，我立志也要
当一名警察。”朱泽飞说。

尽管年纪大了些，但朱泽飞还是
主动要求上街执勤。“因为队里警力
不足，他总说自己经验多、熟悉路况，
每次遇到突发情况，他总是冲在最前
面。”陵水交警大队民警陈振强说。

今年“双节”假期长、游客多，为
了让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通畅，节前朱泽飞与同事便

主动联合景区，对可能出现的停车位
不足、占道停车等问题开展调查，并
设置引导牌、临时停车泊位。节日期
间，朱泽飞和年轻交警一样，每天早
上岗、晚下岗，毫无怨言。

今年陵水在实现游客接待量大幅
增长的同时，做到了景区秩序井然，这
里有陵水交警的一份功劳。“假期8
天，我们就执勤8天，虽然累，但换来
了交通顺畅，值得！”朱泽飞说。

朱泽飞坚守纪律底线。一次，一
位外地大货车司机为了经过英州镇
时得到“方便”，拿了香烟和酒偷偷

送到朱泽飞家中，请求给予“照顾”，
被他当场回绝。遇到司机请求“照
顾”的情况不止一次，朱泽飞始终坚
持原则，“作为一名警察、一名执法
者，如果不能做到廉洁自律，那在违
法者面前就硬不起来。”朱泽飞说。

在37年的职业生涯中，朱泽飞
多次获评单位先进。在他的影响下，
他儿子也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还
有4年就要退休了，朱泽飞告诉记
者，“我会继续站好自己的岗位，为群
众安全出行‘护航’。”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

尽管年纪大了些，但陵水交警朱泽飞仍主动要求上街执勤

56岁老交警马路坚守37载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胡阳）近日，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椰林镇，村民把健丰养殖专
业合作社围得水泄不通，原来他们是
在领取陆龟养殖分红。

“我领到了1600元，准备用来买
生活用品。”椰林镇桃万村村民苏亚
秋脸上乐开了花，当天上午，她与镇
上的其他166户巩固提升户共领了
26.72万元分红。

这167户巩固提升户是去年实现
脱贫的。去年11月，椰林镇政府与健
丰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以“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带动椰林
镇167户贫困户发展陆龟养殖产业脱
贫。他们所养的品种为苏卡达陆龟，合
作社以出售苏卡达陆龟幼苗盈利。

“每户贫困户以政府免费发放的
8只龟苗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统一养
殖、销售，实行保底收购，保证每年每

只陆龟至少收益200元。”合作社负责
人陈伟岗介绍，陆龟具有生长快、成活
率高、发病率低、抗病能力强、饲养条
件要求不高等特点。

椰林镇委书记柳积民向记者介
绍，椰林镇具有人多地少、贫困户居住
分散的特点，合作社统一带动各村贫
困户发展产业有利于整合土地、资金
等。现在贫困户除了能领上分红钱，
还能学会养殖技术。

在大多村民散去后，原本在队伍
里维持秩序的王爱卿也领上了分红
钱。她不仅是入股合作社的社员，也
是在合作社打工的工人。“我每天的
工作是打扫卫生、给陆龟喂食，除了
分红外，每月还有2400元工资。”王
爱卿说。

下一步，该合作社将扩大养殖规模，
向贫困户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结合
全域旅游示范点，打造陆龟科普基地。

椰林镇167户贫困户养龟走上脱贫路

抱团养龟 致富不慢

工程总投入完成过半

吊罗山旅游公路
力争年底通车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周颖 陈思国 胡阳）今天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
县交通部门了解到，陵水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
游公路改造工程累计完成投入约4900万元，总投
入完成过半，并力争年底建成通车。

据介绍，吊罗山旅游公路已完成道路部分投
入4500万元、景观工程400万元，总计完成计划
总投入的54%。该工程项目沿线设置了“河谷石
滩”“游客驿站”“水帘悬幕”“草木欣荣”4个观景
台。目前，景区入口处主体完成，河谷石滩景观节
点完成，水帘悬幕完成栈道约150米；旅游公路混
凝土加宽路面已经完成9000米，占总工程量的
51%；圆管涵完成101座，完成率100%。

日前，陵水县委主要负责人赴工地调研时要
求，项目要在保生态、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
要科学优化公路沿途景观布局，使生态资源成为
吸引游客的生态景观，让旅游公路真正发挥旅游
功能，为陵水全域旅游打造一张绿色名片。

“尽管现在总投入才完成过半，但前面施工完
成的是难度较大的部分，剩下的工程施工进度会
比较快，我们将力争年底建成通车。”陵水交通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综合服务中心启用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陵水黎族自治县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以
下简称“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近日正式揭牌启用，
这是试验区实现县区融合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记者了解到，综合服务中心位于陵水黎安海
风小镇A区，占地面积逾2.3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超 1.5 万平方米，设有停车位 83个，总投资约
4687万元。中心设有便民服务大厅、规划展厅、
多功能报告厅、会议室等多个场馆，是试验区党工
委和管委会、黎安镇委及镇政府、海南国际旅游岛
开发建设公司的办公地。

当天的揭牌仪式后，首次在综合服务中心召
开了试验区管委会常务会议。

陵水县委书记，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麦正华表示，综合服务中心揭牌启用，陵水和试
验区都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县区要进一步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实际，坚定地实现县区融
合，促进陵水和试验区又好又快发展。

本号镇军昌村发展扶贫特色产业

82户贫困户
领到96头小黄牛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林
婵婵）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在该镇军昌村
举行精准脱贫扶持小黄牛发放仪式，该村82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领到了政府免费发放的96头小黄牛。

当天上午，在军昌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军
昌村82户贫困户代表来到村里的陵水富昌种养
农民专业合作社领取小黄牛。

据了解，包括82户贫困户在内，军昌村91户
村民于今年3月发起成立陵水富昌种养农民专业
合作社，现已建成一个规范化养牛基地和一个规
范化牧草种植基地，获得陵水县民宗委123万元
的扶贫物资。

这批小黄牛也是陵水县民宗委资助的。当天
陵水县民宗委还在陵水群英乡芬坡村给10户贫
困户发放了20头小黄牛。

本号镇成立
22家村集体企业
打造精准扶贫新亮点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
员林婵婵）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举行村集
体企业成立授牌仪式，推进该镇农村集体产业经
济向纵深发展，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在授牌仪式上，本号镇政府为新成立的陵
水黎梦休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陵水兴盛达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22家村镇集体企业代表进
行了授牌。

据介绍，本号镇通过成立村集体企业，鼓励
镇、村干部积极主动引导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困户
积极参与到村集体产业创建和发展，全面稳妥推
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挖掘出更多产业，
打造特色品牌，让村集体产业成为该镇“精准扶
贫”的新亮点。

“通过公司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效率
更高，成效更明显，村里的贫困户都纳入公司，让
他们从中受益，早日实现脱贫。”本号镇军普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育人说。

陵水举办
环保签名活动

本报椰林10月10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黄艳艳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

“缔造美丽陵水，共享生态文明”签名活动，陵水县
各级领导干部、森林公安民警代表、林业护林员代
表、渔业执法人员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制图/陈海冰

健丰养殖专业合作社分红现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游客在分界洲岛潜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叶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