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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彭时君）10月1日上午，由
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省文联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改
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 30周年——海南岛专题影展系
列活动”在海口正式启动。在接下
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主办方将把精
选出来的30部海南主题或在海南
取景拍摄的电影、纪录片、科教片等

在全省播放。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播的影片

中，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红色
娘子军》《海外赤子》，又有近年我省
参与拍摄制作并斩获多个奖项的新
片《老阿姨》《阿婆的槟榔》《旋风女
队》，还有当前正在热映且口碑良好
的纪录片《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
等。此外，主办方还将为乡镇和农村
地区观众增加播放14部农村科教

片。活动覆盖全省19个市县，包括
众多乡镇、农村、街道、社区、学校、军
营等，通过院线放映、露天展映、多
媒体放映及电视展映等多种形式，
将大大推动海南电影文化互动交
流，激发海南电影事业活力，宣传和
展示海南电影文化产业，给全省人
民、广大游客奉献一份海南岛主题
电影文化大餐。

(相关报道见A04版)

海南岛专题影展系列活动启动
30部精选影片为观众献文化大餐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林诗婷

“自带‘微笑’的牛鼻鲼，会‘打招呼’的
燕子鳐，呆萌的双髻鲨，还有婀娜多姿的人
鱼表演……‘海洋王国’太奇妙了！”10月
1日，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沈利杰带着家人
来到三亚亚特兰蒂斯，感受梦幻般的海底
奇遇、体验特色水上运动项目，尽享“海世
界”的奇妙之旅。

步入亚特兰蒂斯，仿佛身临充满童话
色彩的海洋王国。缓行于长 16.5 米、高
8.3米的观景步道上，透过厚度达65厘米
的有机玻璃幕墙，游客可观赏到形态各
异的 8.6 万尾海洋生物，亦可潜入深达
10.5米至10.7米的环礁湖中，与鲨鱼、鳐
鱼等海底“精灵”共舞，来一次亲密接触。

亚特兰蒂斯坐落在三亚海棠湾，占地
约54万平方米，于今年4月底正式开业。
海洋元素是这里的一大特色，设有海底套
房、水族馆、水世界、海豚湾等亲海产品。

“这是白鲸，游动时速度比较缓慢，它
能发出很多种声音，据说是鲸类王国中很
优秀的‘口技’专家呢！”在“失落的空间”
水族馆内，沈利杰及家人兴奋不已。“以前
只能通过书本给孩子介绍海底世界，这次
孩子亲眼见到活灵活现的海洋生物，特别
开心。”沈利杰说。

为了让参观者有更好的体验，水族馆
内设有两处触摸池。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游客可轻轻触摸海星、海鲎等生物。“为
了给这些可爱的海洋动物提供一个舒适、
安全的家，我们安置了先进的大型净化系
统，90分钟内可完成一次水体循环。”亚特

兰蒂斯相关部门负责人孙洁介绍，亚特兰
蒂斯还建设了海洋哺乳动物医院，由多位
海洋生物专家组成医生团队，共同守护这
些来自深蓝大海的“精灵”。

移步不远处的亚特兰蒂斯水世界，这
里充满了速度与激情，尖叫声、笑声此起彼
伏，热闹非凡。

“在全封闭的水滑道中，脚踏板突然撤
掉，整个人快速下降，瞬间被强烈的失重感
包围，我甚至来不及尖叫。”刚体验完“放手
一搏”项目的湖北游客王婧难掩激动，迫不

及待地和同伴分享自己游玩的感受，“惊
险，刺激！值得体验！”

据了解，水世界拥有15条顶级滑道、
35个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验项目。“海
神之跃”“骇浪骑士”等项目通过抖音、微博
网络平台的传播成为“网红”水上项目。

除了享受水上项目带来的刺激与欢
乐，亚特兰蒂斯的美食也让王婧和她的同
伴垂涎不已。“这里共有21家美食餐厅，汇
聚了多国的精品美食，包括世界名厨餐厅、
水下海味餐厅、海南美食、粤式点心、新加

坡美食等，通过打造‘美食+文化’融合产
品，让游客享受味觉的盛宴，推动琼岛美食
与世界美食的交流与互动。”孙洁说。

1314间海景客房、逾280种淡水和海
水生物的水族馆、21家美食餐厅、精彩刺激
的水上乐园……三亚亚特兰蒂斯通过打造
集度假酒店、娱乐、餐饮、购物、国际会展及
特色海洋文化体验等于一体的一站式娱乐
休闲及综合旅游度假目的地，进一步挖掘
海洋文化、丰富琼岛旅游供给，助力海南旅
游转型升级。 （本报三亚10月1日电）

三亚亚特兰蒂斯打造特色旅游产品，奇妙“海世界”引人入胜

亲近“海底精灵”体验速度激情
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郭萃 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朱贤宏）海口新海
港、秀英港于10月1日起正式实行“预约
过海”模式。当天海南日报记者在新海
港、秀英港走访发现，两港总体情况平稳，
车辆有序过海。不少旅客对该模式表示肯
定，认为方便快捷，但仍有部分旅客并不知
道要提前购票。对此，海南港航控股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加大宣传力

度，并对现有问题进行整改。同时提醒
广大车主，预计自驾车出岛返程高

峰将集中在10月5日—6日。

首日提前预约率仍较低

“请问您是否提前预约？麻烦出示一
下预约凭证！”“没有提前购票请您先不
要进通道，按照宣传单上的流程购票之
后再进港检票。”10时30分许，海南日报
记者在滨海大道海港大厦位置看到，道
路最右侧设置了进港通道，工作人员在
入口处对进入车辆进行识别，只有出示
购票凭证才允许进港。

海峡股份轮渡码头公司副经理云文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他们早上6时30分就到

岗对每辆过海车辆进行提醒，从一上午的
情况来看，秀英港8时30分和10时的两趟
航班，提前购好票的车辆比较多，大概占
七至八成。11时之后，提前购好票的车辆
占比有所下降。

“请问我该如何买票？”在港口前的志
愿服务亭，不少旅客前来咨询微信购票流
程，工作人员正在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

“我们一大早从陵水清水湾过来，本想赶11
时30分的船过海回河南，但是到了才知道
需要提前买票，现在只能买到下午1点的
车船票了。”过海旅客陈欣告诉记者，她此

前并不知道要网上提前购票。
“刚开始，旅客对‘预约过海’模式的了

解程度不高，尤其是从各市县赶来海口乘
船过海的旅客，很多都没有提前购票。”海
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
杰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会随着模式的不断
推进慢慢改善。

旅客点赞方便快捷

“我早上买了下午1点的船票，11点过
来在附近吃了午餐， 下转A04版▶

“预约过海”首日 海口两港总体平稳有序
港口运营方表示将不断完善技术和服务，让旅客过海更方便快捷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赵优 邓海
宁 黄媛艳 徐慧玲 通讯员李芳芳）今天是
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天气
晴朗，气候宜人，各航空、港口、高铁等交通枢
纽运力充足，旅游市场秩序井然、运行平稳，
全省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据统计，今天全省旅游住宿设施接待
过夜游客38.24万人次，同比增长6.8%；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18.01万人次，同比增
长3.6%；全省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15.14
万人次，同比增长4.6%。两家免税购物店
及万宁首创奥特莱斯共接待游客23234人
次，同比增长13.02%；经营收入2775.44万
元，同比增长19.05%。

海口市旅游节庆产品丰富多彩，特别
推出了“轻奢慢游、惬意度假”“小资文艺、
自由行”“看山观海、邂逅海口”“滨海夜游、
梦幻假期”“欢乐亲子、赏秋露营”“美丽乡
村、赶海摸螺”“骑行徒步赏秋、红色之旅”
七大旅游线路，涵盖了游艇、高尔夫、滨海
度假、水上乐园、海鲜美食、火山公园、骑楼
文化、乡村旅游、特色夜市等特色旅游产
品。三亚市举办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节
庆活动。黄金周首日，三亚市天涯区主办
的2018天涯味道第五届国庆美食节在三
亚亿恒购物中心开幕，将散落在三亚街头
巷尾的海岛美食汇聚一堂。

各市县假日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万宁

市推出滨海旅游公路沿途观光、石梅湾游
艇会出海观光、神州半岛沙滩俱乐部海上
运动项目、日月湾拉网捕鱼、篝火晚会和冲
浪玩海等体验性产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庆节推出瓦爱鲁生态旅游区（激情漂
流+住宿+生态歌舞晚会）、云湖乡村旅游
度假区（篝火Party主题歌舞晚会）等系列
活动，丰富了游客假期生活。陵水黎族自
治县各景区酒店结合各自特色推出了形式
多样、内容新颖的旅游产品，香水湾富力万
豪酒店、荣逸温情酒店等酒店也推出多种
优惠套餐产品，为游客提供多样的体验。

为确保假日旅游市场“安全、有序、优
质、高效、文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专题安排部署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
工作，在国庆节前夕以省旅游综治办名义，
牵头省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执法力
量，组成5个综合督查指导组，分别深入18
个市县开展假日旅游市场综合检查。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还将继续组成5个暗
访组、3个办案组、1个综合组对全省旅游
市场进行暗访和办案。

国庆节首日，副省长苻彩香带队赴三
亚市检查国庆假日旅游市场，实地检查了
美丽之冠国际珠宝城、海棠湾免税购物店
等景区。

10月1日，旅游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无重大旅游质量投诉和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国庆黄金周首日我省旅游市场开门红，假日活动丰富多彩

看山观海欢乐出游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董立
就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10月1日上午从海南省气
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海南省天气总体晴好，前期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后期全岛晴到多云，气
温适宜。

国庆黄金周

海南天气总体晴好

码上读
扫码体验三亚亚特兰蒂斯
“海世界”奇妙之旅
摄影：武威 剪辑：李玮竞

10月2日-7日
北部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和西沙、中沙
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

10月2日-7日
受东北气流影响，全岛晴到多云
其中1日-2日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最高气温：北部、中部、东部地区28℃-31℃

其余地区30℃-33℃
最低气温：中部和西北部内陆地区20℃-23℃

其余地区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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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西海岸观海台广
场，海口500多名市民学生摆出
“中国”字样。

（图片及视频由海口秀英区
委宣传部提供）

10月1日，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斯观看水中表演。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扫码看
海口“花式”迎国庆

三沙
驻岛军警民举行升旗仪式

本报永兴岛10月1日电（记者刘操 良子 通讯员
宋起来）10月1日清晨，驻守在祖国最南端地级市三
沙市的各岛礁军警民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祝愿伟大的祖国繁
荣昌盛。

永兴岛上，三沙市100多名驻岛军警民高唱国歌，
目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三沙市赵述岛、
永乐群岛等岛礁也同时举行了升旗仪式。

海口
市民学生参与快闪合唱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陈创
淼 蒙慧）10月1日上午，海口西海岸观海台和假日海
滩景区一派节日喜庆气氛。海口市秀英区干部群众、
青少年学生通过摆字庆生、快闪表演、签名寄语、现场
合唱等方式，为国庆献礼。

上午9时，在西海岸观海台广场上，由500多名大
学生志愿者组成的方阵，动情高唱《歌唱祖国》歌曲，同
时摆出“中国”两字，以此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和热爱。

当天，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签名墙与寄语区，志愿者
与市民游客纷纷在签名墙上签名，并留下对祖国的美
好祝福，还通过主办方提供的免费拍摄服务，录制自己
对祖国的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