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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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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计
思佳）9月29日上午，《海口市打赢脱
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获海口市委十三
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实施方案》通
过明确精准帮扶的具体措施，勾画出
海口脱贫攻坚战的“总作战图”。

《实施方案》共分七个部分 35
条，结合海口现阶段脱贫攻坚工作实
际，明确分三年完成脱贫巩固提升任

务的具体目标：2018年为脱贫攻坚
问题整改和质量提升年，计划实现
34户150人脱贫，实施22个已脱贫
贫困村整村提升工程；2019年为脱
贫攻坚决战年，计划实现剩余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在全市实现消除绝对贫
困，稳固 22个已脱贫贫困村；2020
年为脱贫攻坚决胜年，计划全部脱贫
成果得到全面巩固提升，为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

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
口提供兜底保障脱贫。

具体措施包括：实施产业扶贫提
质增效行动，2019年贫困户产业覆
盖率要达到100%，着力打造“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产业格局，至2020年，
建成永兴荔枝、石山石斛、云龙淮山
等10个特色产业小镇。支持发展农
村电商产业，加大与阿里巴巴等互联
网平台深度合作。实施乡村旅游扶

贫行动，对获得“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全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等国
家部委颁发的荣誉称号的，给予30
万元一次性奖励。每个区要建设3
个以上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示范基
地。实施生态扶贫示范促进行动，
探索健全地区间、流域上下游之间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建立
生态产品购买、森林碳汇等市场化
补偿制度。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短板，到2020年，完成4条旅游资源
路建设，海口市燃气管网要对接环
岛天然气长输干线管道，实现通管
道气，城镇燃气管网建设覆盖的户
数达80%。加强精准脱贫攻坚行动
支撑保障，对发展休闲农业的土地
和住房实施税收减免优惠。实施人
才扶贫计划，每年选派约 10 名教
师、20名卫生人才、10名科技人才
到乡镇开展工作等。

海口勾画脱贫攻坚“总作战图”
2019年贫困户产业覆盖率要达到100%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良子）随着海
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十几家成员单位代
表集体按动启动球，“海南反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月活动”暨“共防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平安美
好校园”主题宣传日活动于 29日上午在海口
正式启动。

海南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现场摆放着
反电信诈骗宣传展架及悬挂着反电信诈骗宣传横
幅。来自省公安厅、银行、海南电信、海南联通、海
南移动等10几家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现场为大学
生及市民解读预防网络电信诈骗知识。省公安厅
的工作人员为大家通报近期网络电信诈骗的相关
案例，并发放预防诈骗宣传手册，警示大家提高防
诈骗意识。还通过防范电信诈骗知识有奖问答的
方式进行现场互动传宣防诈骗常识。

据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因缺乏社会经验、个人信息泄露、
容易受到诱骗和防骗教育缺失等因素影响，越来
越多的电信网络诈骗将目标人群瞄准到在校大
学生身上，大学生被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例比比皆
是。本次活动主旨就是加大防范网络电信诈骗
力度，增强在校大学生及广大市民的反诈骗意
识，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最大限度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成立以来，
严格实行24小时值班，以快制快，应对新型犯罪。实
现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统一组织指挥、统一查询、
统一止付、统一查处”，实现统预警防范拦截，快速接
警止付、快速信息流资金流查询、快速研判打击四大
功能。有力打击了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气焰，有效遏
制了我省电信网络犯罪高发势头。今年1至8月，全
省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642起；抓获嫌疑人541名，
打掉窝点67个，打掉团伙57个，止付涉案银行卡
1083张，止付涉案资金2481.7万元，冻结涉案银行
卡752张，冻结涉案资金4366.43万元。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记者易
建阳 徐一豪）29日下午，陵水第二
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在陵水文化体育
广场拉开序幕。包括特色美食、农
副产品、汽车家电、百货家私、度假
酒店、旅游景区等行业的110余家企
业集中亮相展会。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六
要素，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内容。9
月29日至10月7日，第二届旅游购
物狂欢节为游客和当地市民奉上了
一场集旅游、购物、美食、文化于一
体的盛宴。

据了解，本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展览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分为陵
水（电商）扶贫产品展销馆、陵水特
色产品综合馆、企业标注区、特色美
食展区、汽车家电馆、舞台互动区等
六大板块。不仅汇集了陵水最具特
色的美食商家、知名景区，还吸引了
省内外品牌餐饮、汽车家电等企业
参展，展览规模空前。

近年来，陵水电商发展突飞猛
进，圣女果、芒果、火龙果等农特产
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售到全国各

地。陵水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陵水
疍家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振阳透露，今年陵水旅游购物狂
欢节期间，陵水不少电商企业带产
品到现场展出，同时也推出了相关
优惠活动。

除了为期9天的展会，陵水县还
将组织全县零售、餐饮、酒店、景区、
电商等企业在10月份开展为期一个
月、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营造放
心实惠购物、舒心欢畅游玩的浓烈
消费氛围，有效激发本地居民和外

来游客的消费欲望，推动全县消费
平稳较快增长。

本届旅游购物狂欢节，由陵水
黎族自治县商务局、县旅游发展委
员会联合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全媒体运营中心承办。

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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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
活动商家、时间

文昌亿嘉商场
10月1日-10月31日

活动内容

打折促销（3-9折）、特价、满即送、买满减等。

保亭
活动商家、时间

保亭振大家具，迈和全屋定制店
9月19日-10月7日

保亭万家惠超市
9月30日至10月2日

家润发超市保亭店
9月29日至10月10日

海南新大新华茂实业有限公司旗下门店：
新大新家私城，皇朝经典家居馆，梦丽莎
家纺，黛富妮家纺。
9月23日至10月7日

湛锋摩托车城
10月1日至10月2日

鱼煲第一家
10月1日至10月7日
蓬莱醉鹅
10月1日至10月7日
鸿运来川菜馆
10月1日至10月7日
保亭烤动力
10月1日至10月7日

保亭电商协会
10月1日至10月7日

活动内容
优惠：1、振大家具迈和全屋定制，全实木新品上市(下单送大礼)；2、活动期间每天前五名
下单的客户，送套餐餐具一套；3、下单实付定金3000元即可抽现金红包1次，实付6000
元抽2次以此类推。
9月30日至10月2日购物满68元可获得抽奖券一张，满136元可获得两张，以此类推，单
张收银小票最高限五张（凭单张收银小票参与，不拆分，不累加）。
特等奖：品牌电动车一台（限3名每天一台）；
一等奖：美的电磁炉一台（限15名每天一台）；
二等奖：5KG香满园茉莉香米（限45名，每天十五台）；
三等奖：清风抽纸巾一提；
四等奖：330ml金冠加多宝凉茶一罐。
活动1：国庆大抽奖。凡9月29日至10月1日，在家润发超市购物，凭当天购物小票满68
元，即可参加抽奖1次，满136元可以抽2次，以此类推，单张小票最多可抽5次。（即开即
将，100%中奖）。
活动2：集赞送好礼。凡9月29日至10月5日期间，转发本期活动到朋友圈，集满58个
赞，即可送330ml加多宝5瓶。

1、关注公众号有好礼相送；2、购物金额满5000元以上可抽红包，百分百中奖；3、联
单购物满10000元可返现1000元；4、返现达到3000元以上可抽奖一次，家用电器任
你抽。双节狂欢专场，特价超值大礼包，等你来抢购！接送热线：13907633080。

店庆惊喜一：活动期间在湛锋车城内购任一款摩托车（油）的客户即送上牌“一条龙”服
务。（一条龙包括：车辆购置税、交强险、车船使用税、检测、上牌等费用）。
店庆惊喜二：购任一款五羊本田摩托或大阳摩托车的客户即送价值2018元海信三门豪华
冰箱一台或上牌“一条龙”所有费用。（二选一），购本田摩托车再抽现金大奖（最高2000元）。
店庆惊喜三：购任一款三轮车的客户即送价值1280元酒篷伞一定。
店庆惊喜四：购任一款电动车客户即送价值580元松下高端电吹风一台。
店庆惊喜五：湛锋摩托车以旧换新活动：所有旧摩托、电动车、三轮车最高折价人民币
1800元。换取您心慕的新车。
店庆惊喜六：微信集赞38个即送广告T恤1件，集满68个即送安全头盔一个。

国庆期间，现场菜品消费9折优惠。

国庆期间，现场菜品消费8.8折优惠。

国庆期间，现场菜品消费9折优惠。

国庆期间，现场菜品消费9折优惠。

保亭农特产品活动特价，购买包邮等。
活动期间保亭特色产品商城产品全场8.8折，活动期间消费满1000元赠送价值130元土
蜂蜜一瓶500g。促销活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定安
活动商家、时间

定安县城城区部分商家
10月1日-10月7日

活动内容
定安县展销会：10月1日至7日，所有参与该主题促销的商家（农副产品、家居建材、服装、
家电、超市）进行相应的特价促销。

琼中
活动商家、时间

琼中百家超市
10月1日-10月31日

活动内容

洗护类、零食、红酒牛奶等部分商品，推出时段特价。

陵水
活动商家、时间

海南紫菁庄园互联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9月26日-10月31日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9月20日-10月31日

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月26日-10月31日
漫游谷（海南）科技有限公司
9月26日-10月31日
陵水光明酸粉
9月26日-10月31日
陵水百佳汇超市
9月26日-10月31日
清水湾旅游区
陵水恒达家具馆
9月26日-10月31日
陵水椰林椰城自家椰子糖加工坊
9月26日-10月31日
海韵广场
10月1日-10月3日

海韵广场
10月1日-10月7日

陵水聚邦家具城
9月26日-10月31日

活动内容
陵水野生海鱼仔优惠价38元/斤；陵水生晒海虾肉优惠价120元/斤；富硒红肉蜜柚/黄肉
蜜柚优惠价18元/个；海南白胡椒粒优惠价20元/瓶；无沙海带优惠价25元/包。

海南本地居民成人凭有效证件购票，赠价值130元/人海洋动物互动观摩票一张；活
动期间，上岛游客可免费参观鳐鱼互动观摩区；学生凭学生证报名PADI-RD潜水员
课程，可享受1280元/人优惠价格、报名PADI-OW潜水员课程，可享受2850元/人的优
惠价格；景区家庭游海洋玩乐套餐优惠1599元/套。

香粉蕉原价6元一斤，优惠价2.3元一斤。

购买所有产品，赢取抽奖资格；瓶装白胡椒、柠檬优惠折扣。

陵水酸粉原价10元，优惠价8元。

部分商品低至5折；现场抽奖；买满指定金额送礼品；1元秒杀。

清水湾旅游景区，门票免费。

高档套房家具七件套原价9680元，优惠价5980元。

手工椰子糖、花生芝麻糖原价15元，活动价13元一包（每日各10件，先到先得）。

海韵时装周活动；国庆红包免费领活动；梦幻人生演绎秀活动；百元大抽奖活动；国庆大
促-限时10元购活动。

国庆大抢节：国庆节期间9:30-11:00指定品牌限时新款7折、老款5折，儿童体验限时免
费，指定餐饮品牌限时5折；记忆中的ta:微信平台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海韵广场提供的
100元购物卡奖励。

家具部分商品低至3折；床头柜低至59元/个；活动期间进店有礼，无需购物；店内现场抽
红包；买满金额送礼品；1元秒杀。

洋浦
活动商家、时间

洋浦福玛特超市
10月1日-10月31日

洋浦迎宾馆
10月1日-10月31日

活动内容

食品类部分单品特价；百货类单品特价，降价幅度15％-20％。

古盐田西餐厅“不凡新职位”系列披萨，在指定的时间内预定，每款披萨仅需48元/份；
古盐田西餐厅“精美蛋糕”心动优惠，款款6折；福顺轩中餐厅特价优惠天天惊喜，精美小
炒优惠价格仅18元/份。

临高

Vini品牌馆
临城简尚专卖店、临高群豪男装、临高乐士
男装、临高柒牌男装、临城蒙蒂雅男装、临
城乾海服装店、临城华运兹服装店、临城兴
连男装店。

Danhuoli（香港登吉路）、临城老人头品
牌、临城意大利启傲保罗、临城利奥保罗服
务店、临城袁芳服务店、临城威朗服装店、
临城意尔良专卖店、临城与狼共舞男装、临
城杰来服装。
九牧王专卖店、临城宾好男装。
海南建聪电器有限公司、临城新时代家电、
临城海尔专卖店。
临城卡特力男装、临城啄木鸟服装店、临城
文澜之家服装店。
临城美洲苹果、临城保罗西蒙、临城王松服
装店。
临城玉兔服装店、临城帝牌男装。
临城万宝服装店
临城卡玛度服装店

6-9折

衣服9折起

衣服、鞋包等8折起

衣服8.8折起

家电9折起

7折起

6.5折起

7.5折起
6.8折起
7.8折起

活动商家、时间10.1-10.7 活动内容
临城瑞奥男仕服装店
临城美国绿苹果男装专卖店
临城春丽服装店
临城新富艇男装店
临城皮尔卡丹世家服饰店
临城盛荣家电
临城柯雷斯保罗服装店
临城亿万家服装

临高亿佳商贸有限公司

临高县临城镇恒利乳制品商行
儋州聚成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儋州壹家人商贸有限公司
临高临城诚昌副食商行
海口东岭
海口龙顺
海口小宇宙

3.8折起
5折起
5.5折起
9折起
7.5折起
9折起
6.8折起
赠礼品
生鲜、百货、食品打
折和抽奖。
伊利牛奶买一送一
蒙牛牛奶买一送一
南国特产9折起
金沙河面条9折起
旺旺仙贝9折起
纳爱斯买赠
威露士、蓝月亮9折起
槟榔牙膏9折起

活动商家、时间10.1-10.7 活动内容

百余商家优惠展销
游客市民畅享购物新体验
■ 海报集团新媒体中心记者 柳莺

“此次活动是我县在全县范围
开展‘消费扶贫·助农增收’大行动
的具体举措。”9月29日，在2018
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开幕
式上，陵水黎族自治县副县长李枝
平说。

在活动现场，参展的一百多个
商家中有不少推出现场免费试吃、
网上订购、打折促销等活动，在以
实实在在优惠回馈消费者的同时，
也收获满满。

分界洲岛、清水湾等旅游区均有
企业参展，并推出相应优惠活动。据
悉，9月20日—12月31日，分界洲岛
旅游区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海南本地
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景区游客中
心购买门票，可赠送价值130元/人
的海洋动物互动观摩票一张。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购物
节活动期间，有60组美食展位，其
中20组展位展销本地特色小吃，包
含陵水酸粉、陵水椰林椰城自家椰
子糖等当地风味美食，还有40组全
国各地的美食展销，如老北京小
吃、小龙虾等。

（本报椰林9月29日电）

海南反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月活动启动
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642起，冻结涉案资金4366万元

海南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月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