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黄金周期间，
大批游客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分界洲岛景区海滩
休闲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琼岛春来早
海风惹人醉

从严治旅

接待游客96.69万人次，同比增长1.01%
旅游总收入达97.02亿元，同比增长7.03%
12家海鲜广场7天迎客46.81万人次

出动旅游、工商等执法人员1.24万人次

检查各类涉旅商家、场所9927家次

游客投诉回访满意度达100%
春节黄金周三亚旅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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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22日电（记者林
诗婷）春节黄金周落下帷幕，三亚呈上
亮眼“答卷”：接待游客96.69万人次，同
比增长1.01%；旅游总收入达97.02亿
元，同比增长7.03%，实现人财两旺。
新春佳节，三亚景区、酒店等涉旅企业
创新推出系列旅游产品，各部门工作人
员奋战第一线全力治旅，贴心服务八方
宾朋，助推三亚旅游取得“开门红”。

除夕之夜，三亚亮相央视春晚舞
台，琼岛的旖旎风光与民俗文化通过
电视直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今年春

节，一系列迎新“贺礼”还不止于此：世
界上第三家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揭
幕，8.6万尾“海洋精灵”欢乐起舞；来
自太阳马戏的史诗级剧场演出秀《阿
凡达前传—魅影骑士》、大型椰海青春
实景影画《红色娘子军》实景剧等演出
纷纷亮相，2018首届中国体育庙会启
幕，“文化+体育”带来别样体验；凤凰
海鲜广场节前开业，12家海鲜广场7
天迎客46.81万人次……

旅游推“新牌”，市场反响显著。
春节黄金周7天假期，三亚南山、天涯

海角等八大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
6.77%。其中，以迎新撞钟、琼剧表演等
一系列特色文化产品为“主打牌”的南
山景区，接待游客量30.63万人次；滨海
游、自驾游受热捧，玩海等深度体验项
目成热门，天涯海角景区创新推出海上
旅游产品，7天揽客逾3万人次。

春节期间，数以万计驻扎一线的
三亚干部、各行工作者、志愿者奋战在
一线，做好旅游服务保障工作。三亚
警察全员上岗迎“大考”，化身“路长”
分布全市123条主要道路、八大景区、

高速公路、演出活动现场等区域，多警
联动保障道路畅通、维护社会稳定。
2月15日至2月20日，三亚共投入警
力 2.67 万人次，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30.4%，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6%。

全方位保障游客权益，三亚“一二
四”旅游治理体系统筹联动、快速反
应，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和12301旅
游服务热线24小时受理旅游咨询、投
诉、举报，工商、旅游、交通、食药监、物
价等各相关部门下沉一线，对以海鲜
排档、水果店、旅游购物点“三大行业”

为主的旅游市场欺客宰客等行为实行
“零容忍”监管。据不完全统计，春节
期间，三亚共出动执法人员1.24万人
次，检查各类涉旅商家、场所9927家
次，游客投诉回访满意度达100%。

治旅从严，服务暖心。节前，一批
“城市服务驿站”亮相三亚街头，为游
客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手机充电等贴
心服务；节中，近万名环卫工人、绿化
养护工人全天候保洁，上千名志愿者
深入火车站、机场、景区等地，用真情
服务温暖游客新春旅途……

创新推出旅游产品，从严治旅，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三亚春节黄金周“人财”两旺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原
中倩）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获悉，今年春节假期全省18个市县
（不含三沙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3.7%，全省SO2、PM10、PM2.5平均浓
度分别为7、46、33微克/立方米，均优
于国家二级标准。

监测数据表明，我省除夕夜
PM10、PM2.5、SO2的峰值浓度分别同
比下降3.5%、4.5%和51.2%，尤其是
SO2峰值浓度同比下降51.2%，峰值
浓度明显下降主要是因为排放强度减

弱，这说明我省今年开展烟花爆竹燃
放管控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由于烟花
爆竹燃放管控系列措施的实行，2月
16日（初一）我省重点城市海口和三
亚PM2.5平均浓度较去年降低4%。

监测数据表明，全省初二至初六
空气质量较好，绝大多数市县空气质
量保持优级水平。受除夕夜烟花爆竹
燃放影响，全省初一空气质量相对较
差，有8个市县空气质量超标，首要污
染物以PM2.5为主，其中万宁、陵水2
个市县空气质量为中度污染，保亭、昌

江、乐东、东方、琼海、琼中6个市县空
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海口、三亚、文昌、
临高、定安、屯昌等10个市县管控有
力，空气质量良好。受除夕夜烟花爆
竹燃放影响，万宁、陵水、昌江、东方、
儋州等市县出现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小时AQI指数达到500的情况。

据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分析，与去
年春节同期相比，今年春节期间我省
空气质量超标市县有所增多，PM10和
PM2.5 平 均浓度也分别同比上升
15.0%和 17.9%，这主要是由于今年

除夕夜我省风力较小，湿度大，气象
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同时部分市
县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力度不足，造成
部分监测站点污染物达到高浓度后，
难以短时扩散。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有关专家表
示，预计今年元宵节将会再次出现
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的情况，为保障
节日期间的空气质量，建议各市县
政府和相关部门，严格落实省政府
《关于冬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
知》中关于加强春节等节假日期间

烟花爆竹燃放管控的工作要求，严
禁在建成区燃放烟花爆竹，特别是
除夕夜AQI指数较高的有关市县，
须加大烟花爆竹燃放监管力度，引
导公众转变观念，尽量不燃放或少
燃放烟花爆竹，共同维护我省优良
的环境空气质量。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负责人表示，
将依据《海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
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向
省政府建议，对相关市县领导干部启
动问责。

春节假期我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
部分市县仍因燃放烟花爆竹出现污染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周
晓梦）三亚凤凰岛项目是重点整改项
目之一。记者今天从省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获悉，省市有关
部门对该项目强化跟踪整改，多次同

项目单位企业等细化整改措施和方
案，做到“一项目一案”，确保整改取
得实效。

据了解，在后续整改工作中，三亚
凤凰岛项目将加快生态修复，聘请权

威机构科学评估论证项目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依据专家意见，尽快开展生态
修复工作。依法分类整改。在审批手
续齐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凤凰岛一
期已建成酒店从2018年2月12日起
可以全面恢复对外经营；凤凰岛一期
其它项目，可以依法按规划和有关政
策恢复审批、建设和经营。凤凰岛二

期填岛工程中涉及到的道路等基础设
施、涉及到岛屿安全及岛屿周边生态
环境所需要的维护工程等，可以依法
恢复建设。同时，凤凰岛项目后续整
改工作要根据《海南省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年）》《海南省总体规划》
《三亚市总体规划（2015-2030）》以
及周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在坚

持邮轮母港和旅游配套服务功能定位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凤凰岛项目区
域有关规划和具体项目手续。整改工
作要尊重历史，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
防止问题整改过程中简单的“一关了
之”、“一停了之”、“一拆了之”。

另外，凤凰岛项目业主方要主动
与三亚市政府对口职能部门对接好，
依法依规推进凤凰岛一期后续项目建
设，并尽快完善凤凰岛二岛用海和竣
工验收等相关手续。下一步，三亚市
政府将尽快将凤凰岛二岛纳入“多规
合一”，完善定位、功能、布局等规划编
制工作。

我省强化跟踪整改工作

三亚凤凰岛项目细化整改措施和方案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王伦

“赶紧赶紧，演出已经开始了。”2
月21日晚上，定安县定城镇罗温村，
新月初上，戏台上乐曲已经响起。伴
随阵阵鼓乐声，村民们打着手电筒，拿
起塑料凳，匆匆赶到村中广场看琼剧。

戏台上，一场精彩的琼剧正在上
演。身着粉蓝衣裙的曼妙女子，手拿手
帕，三寸金莲步慢慢走向台中央。一扬
眉、一甩袖、一挪步，溪水般清澈的曲调
从她口中流淌而出。她唱道：“东风一夜
春如绣，雨露添花竟日游……”

这是由海口市琼剧团编演的新编
古装琼剧《红丝错》，根据同名越剧剧目
改编，讲述双胞胎姐妹悬念迭起、妙趣
横生的爱情故事，深受广大戏友欢迎。

戏台下，早已围满了里三层外三
层的观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还有
孩子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伸头张望。
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唯恐错失任何
一个精彩的细节。

“听说了吗，今晚来的演员个个是名
角。”村民李家畅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当晚
的演出人员，“吴叙勇、陈彩妮、吴海燕
……说出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这些演
员能来村里演出，实在太荣幸了。”

“过年演琼剧是村里的保留项目，
已经坚持十余年了。”罗温村村委会副主
任王守生介绍，每年春节，是村里青壮年
打工归乡团聚之时，以前村里没有太多

娱乐活动，村民们过年习惯喝酒、打牌，
文化生活很单调。直到外出创业的村民
李钟飞自掏腰包聘请戏班，在每年春节
期间为全村村民免费送上一场琼剧演
出。此后，春节看琼剧，就成了村民们最
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

琼剧进村，不仅丰富了村民们过
节期间的文娱活动，还点燃了大伙过
文化年的热情。“琼剧具有移风易俗的
作用，精彩的演出不仅是一场视听盛
宴，更让村民爱上集体文化活动所营
造的特殊年味。”王守生说，现在村里
过年，不仅看琼剧，还组织了拔河比
赛、乒乓球比赛和写春联等各类文体
活动，提升了村民的精神面貌。“每次
组织文体活动，村民们都踊跃报名，大
伙都说，这样过年更有文化范！”

（本报定城2月22日电）

定安罗温村坚持过文化年，连续多年聘戏班唱琼剧

“这样过年更有文化范”
走基层新春新春

乡村游自驾游成热点

琼海春节黄金周
接待游客43万余人次

本报嘉积2月22日电 （记者丁平 通讯员
李欣）今天，记者从琼海市旅游委了解到，2018年
春节黄金周期间，琼海市共接待游客43.6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34亿元，乡村游、自驾游成
热点。

琼海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大
量省内外自助游客和自驾游团队涌现，该市乡村
旅游一派生机。春节期间，博鳌镇、潭门镇等地自
驾游客较多，从嘉积镇前往博鳌镇的嘉博路上，每
天行驶着许多贵、渝、赣等地车牌的外地车辆。春
节期间，北仍村、龙寿洋田野公园、七星伴月景区、
会山加脑村等乡村旅游点仍是琼海的热门旅游
景点。

此外，潭门镇的休闲渔业项目不但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也有效带动了当地渔民转产转业，
促进了渔民增收。

多项特色活动吸引游客

万宁春节黄金周
旅游揽金1.4亿元

本报万城2月22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卓琳植）2月22日，记者从万宁市旅游委获悉，2
月15日至21日，万宁全市共接待游客22.5万人
次，同比增长19.05%；旅游总收入1.41亿余元，同
比增长22.17%。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市未发生
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

春节期间，万宁天气晴好，游客和市民出游热
情高涨，万宁全市各旅游景区张灯结彩，纷纷推出
各类优惠产品，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众多优
惠措施和活动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万宁东山
岭文化旅游区推出除夕传灯祈福撞钟迎新盛典活
动、兴隆热带植物园推出“狗年旺气到·夺礼齐欢
笑”春节主题活动，深受广大市民游客喜爱。

今年春节期间，万宁滨海旅游区热闹非凡，在
日月湾、石梅湾、神州半岛，随处可见正在嬉水游
玩的游客。

游客进乡村寻“年味”

文昌春节黄金周
接待游客39万余人次

本报文城2月22日电（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黄良策）记者今天从文昌市假日旅游协调小组
办公室获悉，2018年2月15日至2月21日春节
黄金周期间，文昌全市共接待游客39.47万人次，
旅游收入1.96亿余元，同比增长3.1%。

据了解，2月15日至21日，文昌全市共接待游
客39.47万人次，同比增长3.3%。其中，一日游
29.8万人次，同比增长3.8%。过夜游客9.67万人
次，同比增长2.1%。全市旅游收入1.96亿余元，同
比增长3.1%。其中，一日游收入1.28亿余元，同比
增长3.7%，过夜游收入6817.35万元，同比增长
2.1%。

今年春节，文昌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传
统民俗活动。春节寻“年味”成了一家老少春节出
行的首选，大量城市居民前往乡村、民俗特色突出
和年味浓的地方体验不同特色的春节文化。

特色美食受青睐

临高春节假期
酒店入住率达到70%

本报临城2月22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蔡炬）记者今天从临高县旅游委获悉，今年春节假
期期间，临高县共接待游客15.19万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7625万元。临高通过大力宣传和推介，
积极打造临高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前往临高
的亲友团、自驾车团、家庭团、旅行团等络绎不绝，
临高乡村特色美食和乡村旅游景点受到一日游游
客青睐。

春节假期期间，临高新兴旅游景点——皇桐
镇古银瀑布，在春节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后，大大
提升了旅游接待能力，春节期间人潮涌动，日均接
待游客6000人次以上，带动了周边居民收入。临
高辖区内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70%以上，各个乡
村农家乐、海鲜店、饭店等宾客盈门，火爆的游客
潮直接拉动了临高住宿业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的
收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春节黄金周
海南离岛免税市场火爆
美兰机场免税店“揽金”超7900万元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曾虹）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美兰机场出港31.6
万人次，出港客流量井喷式增长带动了离岛免税
销售。春节期间，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实现销售
额超7900万元，同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27%。

旅游过节逐渐成为新时尚，海南离岛免税品
作为高端旅游产品受到离岛旅客的热捧，春节期
间，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内不少国际大牌商品销售
火爆。为了让旅客享受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优惠，
春节期间美兰机场免税店推出高达万元的新春刮
刮卡，1元换购全球大牌巧克力等让利活动。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不断完善，海南离岛免税产
业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海口美兰机场免
税店将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完善管理及服务，进
一步提升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吸引力。

2月21日（大年初六）晚，新编琼剧《红丝错》在罗温村上演，为村民送来
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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