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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老板，来3碗清补凉，椰奶、
炒冰、冰激凌球3种口味各1碗。”
10月1日晚，海口忠介路路口的
福地美食街夜市十分热闹，看到
有一张空桌，海口市民冯永锋赶
紧招呼两名大学同学一起坐了下
来。“好的，稍等。”邝家清补凉店
主黄俊钦应声回答着，在冰柜前
忙乎起来。不到两分钟，3碗清补
凉端到冯永锋3人面前。

“这家店是专门做清补凉
的，一共有5种口味，每种口味都

不错，是正宗的海南味。”舀一勺
清补凉放入口中，冯永锋向这两
名来自西安的老同学介绍起福
地美食街夜市。“这里之前是一
个杂乱的马路市场，四处都是乱
搭乱建的铁皮棚，但是你们现在
看看，是不是感觉回到明清时期
的古街道，古香古色。”冯永锋骄
傲地说，福地美食街入口处的那
段曾经被铁皮屋“掩埋”了的古
城墙，如今已经被当地政府很好
保护起来。

“看到那段城墙，我感觉这
里的夜市别有古韵。”在西安土

生土长的同学袁晗笑着说，大家
只知道西安有城墙，但是来到海
南，在夜市旁边能看到一段明代
城墙，让他有种回家的感觉。让
他更感到高兴的是，和国内其他
城市的夜市相比，福地美食街内
干净整洁，一改他之前对夜市脏
乱的印象。

夜市，是城市的重要窗口和
特色名片，对于游客来说是了解
海口饮食、风俗的最快捷的“打
开方式”。2017年起，海口借鉴
台湾等地经验，全力推进特色夜
市建设。经过一年多努力，如今
已建成10个特色夜市。除了福
地美食街外， 下转A04版▶

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码上读

海口夜市干净整洁卫生，引来好人气成就好生意

“琼味”小吃花样多 夜色美食醉游客

扫码看海口夜市特色美食
摄影：张茂 剪辑：吴文惠

10月2日，游客在海口
市海垦花园夜市品尝美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0月2日，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乘坐动感飞艇体验浪尖上的飞跃。
当天，该景区共接待游客7149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浪尖飞跃

10月2日，海口火山口公园，“火山口公园
杯”2018海南省舞龙舞狮公开赛暨龙狮争霸赛
举行。来自海南各市县、各高校、武术馆和龙狮
协会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文图/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郭文旭

舞龙舞狮

秋风爽 游兴浓

本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
杰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
布通知，调整和规范部分住房公积
金业务，进一步简化归集、提取和贷
款等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材料，以
及修改部分需要提供的业务证明要
件，方便群众办事。

在归集、提取业务方面，职工购
买省外自住住房或偿还省外自住住
房贷款本息提取住房公积金，无需再
提供职工或其配偶系该省居民的户
籍证件，或在该省工作的社保证明材
料的办理要件。职工如租房提取住

房公积金，不再需要实际工作地出具
无房产备案证明，由省信息共享平台
提供或直属局前往相关部门核查信
息。核查信息与职工实际情况不符
的或无法查证的，由职工自行主张提
供相应的无房产材料。

在贷款方面，取消了开发企业在
申请楼盘备案需要的开发企业工商
营业执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楼盘封顶照片等
办理要件，由各直属局现场核查楼盘
已经封顶。借款人、第三方担保人申
请贷款，不需要再提供婚姻状况证

明、家庭住房登记记录证明，通过系
统共享数据信息平台或直属局前往
相关部门核查。购买二手房申请贷
款，也不需要再出具出售人的有效身
份证件、婚姻证明、收款银行卡等要
件材料，仅在审批表中标注，将由网
络系统自动核查信息。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互联网+”信息系统联
网升级，职工的婚姻、户籍、房产等信
息将逐步实现共享，并形成电子档案
保存在系统中，便于业务办理调取使
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方便了群众。

我省进一步简化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业务办理材料

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要无房证明

本报海口10月 2日讯 （记
者计思佳）车站里引导购票、海
滩边捡拾垃圾、湿地公园里讲解
科普知识……国庆假期，当大多
数人在出门游乐、放松休闲时，
海口1700多名志愿者仍然在忙
碌着，为市民、游客提供优质的
志愿服务。

今年国庆假期，海口新海
港、秀英港正式实行“预约过海”
模式。虽然过海模式变得更为
方便快捷，但仍有部分旅客不知

道要提前购票，或不清楚如何操
作。对此，海口在各个港口安排
了志愿服务人员，引导市民购
票、过海。

10月2日下午，海南日报记
者在海口新海港看到，在停车场
的入口，志愿者们走到旅客身边
提醒要在网上预约购票。在每个
自助售票机前，都能看到志愿者
和港口工作人员的身影，看到上
了年纪的旅客，他们会主动上前
指导预约、取票。

在新海港客运站门口的志愿
服务驿站里，不少旅客在里面休
息、充电、打水。“我刚刚下船，等
着朋友来接我，却发现手机没电
了。服务站可以免费充电，真是
解了燃眉之急。这里还能喝水、
读报，设了专门的母婴室，环境非
常好。”广西游客齐倩倩说，周到、
细致的服务，让她对这个原本陌
生的城市有了好感。

为加强信息引导，今年国庆
期间，海口在新海港、南港码头、

海口火车站、环岛高铁东站、美兰
机场5个点位设置了旅游咨询服
务点，9月30日至10月7日，从
早8点到晚6点为进出岛游客提
供咨询服务，开展文明引导。

今年国庆期间，海口还推出
了“湿地保护”志愿服务。假期
里，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人流如
织。贾京京、董丹阳和卢正勖是
海南大学在校学生，也都是海口
青年志愿者湿地保护讲解团成
员。国庆期间，她们在公园里为

市民、游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
贾京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
让湿地保护宣讲更专业、更生动，
宣讲团成员一起进行了一个月的
培训，并在公园现场多次实地练
习，不断查阅资料，以丰富自己的
湿地保护专业知识。

“看着眼前的美景，听完美舍
河治水的故事，我们真切感受到
海口为加强生态保护所作出的努
力，感谢这些年轻的志愿者。”来
自山东的游客廖天军说。

国庆假日里，海口1700余名志愿者依然忙碌着，为市民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志愿者，好样的！

10月1日上午，位于海口西秀海滩的海口国家帆
船帆板基地公共码头向市民试开放。图为市民游客在
体验帆船帆板运动。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海口国家帆船帆板基地
公共码头试开放

海南环岛高铁
两天发送旅客21万人次

本报海口10月2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
武）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获悉，国庆黄金
周前两日，海南环岛高铁旅客发送量达21万人次，同
比增长3.7%。

为做好国庆黄金周旅客运输工作，铁路方面精心
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加强设备设施检查维修，增加验证
通道，招募200名青年志愿者服务旅客。

随着出行旅客激增，去错车站乘车的旅客也有所
增加，特别是海口地区有海口东站和海口站，常有旅客
不注意票面信息，持海口站出发的车票到海口东站乘
车，导致无法进站上车，耽误行程。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注意车票票面信息，提前到车站候车，以免影响出行。

行

屯昌：竹林游园趣味浓
本报屯城10月2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

钊）10月2日，“2018美鹤园竹林古邑水果趣味游园”
在屯昌县南坤镇美鹤园村举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游玩体验。

竹林中，唯美的油纸伞高高挂起。在水果趣味游
园游戏区，赶椰子、水果叠罗汉、水果套圈等游戏摊位
前人头攒动，参与的群众兴致颇高。除了趣味水果游
园外，还可欣赏八音表演等特色民俗表演。

从内蒙古来旅游的方先生一家，颇有兴致地品尝
了竹林里的特色美食、小吃。他的6岁小女儿特别喜
欢古装体验项目，换上古装体验一把“穿越”的乐趣。
方先生说“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海南，本以为海南只有大
海美，没想到竹林也这么美，不虚此行！”

据悉，当天前来屯昌美鹤园参加竹林游园会的游
客超千人，活动将持续至10月3日下午。

娱

东方：海上运动展活力
本报八所10月2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符啟

慧）鱼鳞洲是东方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每逢节假日，都
有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到这里游览和休闲。国庆黄金周
期间，景区推出10多项海上运动项目，让市民和游客
感受东方的海上激情。

记者在鱼鳞洲风景区看到，景区内风光旖旎，不少
市民游客前来游览休闲。摩托艇、独木舟、水上飞龙等
海上运动项目轮番上阵，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据了解，鱼鳞洲风景区的海上运动项目主要有摩
托艇、独木舟、乘船出海钓大鱼、帆船等几种娱乐项
目。为备战“十一”黄金周，海南鱼鳞洲文化旅游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又陆续新增了水上飞龙、飞鱼等近10种
海上运动设备。

本报海口10月 2日讯 （记
者赵优）按照“安全、有序、优质、
高效、文明”的国庆假日旅游工
作要求，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除继续牵头省公安、市场监
管、交通、民宗等部门执法力量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外，还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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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创造安全良好的旅
游环境。

督导一组暗访了海口新海

港码头、秀英港码头、澄迈永庆
寺、海口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
等交通枢纽和景区。督导二组
暗访了三亚市部分旅行社、旅行
社营业部和文化演艺场所，实地
检查了新国旅国际旅行社解放
一路营业部、中国青年旅行社解
放三路营业部、千古情剧场等。
督导三组在万宁重点对前期被
央视曝光的南药园进行暗访，发
现该园仍在营业，但是现场暗访
暂时未发现旅游团队，督导组已

要求万宁相关部门继续盯守。
从检查情况来看，各景区工作人
员服务热情周到，旅游市场整体
秩序井然，游客满意度较高，绝
大部分涉嫌支撑不合理低价游
购物点都已经及时关停整顿。
督导四组及督导五组分别对临
高、洋浦、五指山等地各景区（服
务点）进行暗访。

3个检查（办案）小组分组
前往三亚、保亭、文昌及海口等
地开展2018年国庆假日旅游市

场检查。当天共检查三亚市大
树公馆、大正乳胶、海岛乳胶、
澜湄六国、南山尼泊尔馆、美丽
汇商场等6家购物店，保亭槟榔
谷、呀诺哒、神玉岛、茶溪谷，文
昌航天主题乐园、东郊椰林、铜
鼓岭等9家旅游景区，检查游客
集散地 2处，导游 24人次。对
暗访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各督导组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全天共下达了8份整改通知
书，责令各旅游点整改并要求

各市县旅游委跟踪整改情况。
发现三亚1家无旅行社营业网
点备案登记证明，已责令停业
整顿。三亚有3家购物店无消
防证，已责令停业。

10 月 2 日，全省各旅游服
务热线接听电话 11 个，其中：
省旅游服务热线接听 4 个，各
市县旅游服务热线接听 7 个
（市县 12345 接转 6 个，市县
12301接听1个）。无重大旅游
事故。

加强节日市场监管 营造安全良好旅游环境

我省多个督查组深入各市县明察暗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