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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振君）总投资约
32.84亿元的南方电网与海南电网第
二回联网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省发
改委近日披露的最新信息显示，今年
1至8月，工程已完成投资约4.45亿
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6%，计划
2019年1月竣工。

南方电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联
网工程项目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中
国南方电网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

和中国华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工
程起于广东湛江港城变电站，止于
海口福山变电站，线路全长175.5公
里，输送容量为600兆瓦。自2015
年开工建设以来，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约9.34亿元。其中，项目陆地工
程已完成，国家海洋局已批准海域
使用权，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已完成
澄迈县境内渔业设施赔偿和清理工
作，正在进行徐闻县境内渔业设施

清理工作。
南方电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联

网工程建成后，对于确保昌江核电和
海南电网的安全运行，确保海南经济
社会建设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工程建成投产后，海南将
与大陆实现双回线路联网，增加60
万千瓦输送能力。工程将进一步提
高联网工程的可靠性，为我省电网安
全提供“双重保障”。

■ 本报记者 郭萃

国庆节期间，在大家度假欢
聚之时，仍有一些人还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医生、环卫工人、交警、
公交司机……他们放弃休息放弃
团聚，为让更多人过好节日而默
默奉献。

港口工作人员李和贵：
在海安港宣传“预约过海”

“现在从海口过海得提前在
网上购票，到时候您根据预约时
间提前来港口，就不需要再排队
买票了。”“我该怎样购票呢？”“您
关注‘新海港’微信公众号按照宣
传单上的流程就可以买票，过几
天从海口返回来的车辆会比较
多，所以一定要提前买好票。”“好
的，谢谢！”10月4日下午5时，海
口新海轮渡码头有限公司市场部
业务员李和贵正在广东省徐闻县
海安港的入港车道待渡车场给准
备从徐闻过海的司机讲解“预约
过海”流程。

为了保证“预约过海”模式的
顺利推进，9月30日起，李和贵和3
位同事一起来到徐闻，整个国庆假
期，他们都在对岸港口挨个给过海
司机发放宣传资料。

“虽然整个假期都不能回家，
但是队员们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大家都很卖力。”李和贵说，每天从
早上8点半到晚上9点半，工作时
间超过12个小时，因为得一直站
着，晚上回到房间腿都是肿的，脚
上也磨起了水泡。“很辛苦，但是会
提醒自己再坚持坚持就好了，为了
让‘预约过海’模式能顺利推行，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公交人”李国雄夫妻：
奔忙在海口“长途”公交线路

10月3日上午10时30分，驾
车往返一趟后，海口公交集团41路
快线司机李国雄回到位于秀英港的
调度室。检查杂物、清扫垃圾……
完成一系列常规工作后，李国雄擦
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拿起座位旁
的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

41路公交车从美兰机场到秀

英港，来回一趟得3个多小时，是海
口路程最长的公交线路之一，每逢
节假日乘客都很多。

在调度室的椅子上休息了片
刻，一辆41路公交车驶至终点，是
他妻子所在的车辆。与李国雄一
样，妻子周海波也是“公交人”，是
41路公交车上的一名售票员。

“回到啦？快休息一会儿！”李
国雄笑着对妻子说。“你下一班什
么时候出发？”“快了，再有十多分
钟吧。”两人随意地聊了几句。

他们的孩子今年3岁，因为夫妻
俩工作忙，平时都是由奶奶带着。节
假日不能陪在家人身边，这让李国雄
夫妻俩对家人心怀愧疚。“每天早上
出门时孩子还没醒，晚上回到家他
已经睡着，只能亲亲他的小脸。”

但李国雄对自己的选择并不
后悔，他说：“我们作为城市交通的
中坚力量，坚守岗位是我们的本职
工作，看到每个乘客安全到达目的
地就会很有成就感。”

“老李，快先吃午饭吧！”妻子

招手叫着李国雄，“已经习惯了每
天10点半吃午饭，因为下一趟运
营回来就得近下午2点了。”

匆匆扒了几口饭，李国雄又该
发车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妻
子叮嘱道。

交通协警谢盛荣：
全天候轮岗维持交通秩序

10月4日上午11时30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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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中，我省各行各业的众多工作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

坚守，假日里最美的风景

南方电网与海南电网
第二回联网工程计划明年1月竣工

今年前8月完成投资4.45亿元

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三亚：
八景区单日游客量
近11万人次

本报三亚 10 月 4 日电 （记者易宗平）10 月 4
日，三亚八大景区共接待游客10.91万人次，同比增
长19.73%。

三亚市旅游委统计数据显示：10月4日，该市八
大景区游客量总体保持增势。其中，千古情景区接待
游客3.21万人次、同比增长51.48%，在八大景区中游
客量最多。

同时，三亚市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达78.07%。其
中，亚龙湾旅游饭店客房出租率为86.41%，平均房价
为1550元；海棠湾旅游饭店客房出租率为86.21%，平
均房价1570元；市区旅游饭店客房出租率为60.3%，
平均房价为380元。

海口：
乡村湿地游受游客青睐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4日，海
口各大景区景点旅游持续升温，游客出游兴致不减，特
别是滨海游水上项目、乡村湿地文化游备受游客青睐。

今年，滨海游项目中，开发了水上飞机观海口等新
产品，海口水上飞机游览观光航线主要提供2项旅游
产品：空中瞰海口观光线和私人订制包机路线，该产品
与滨海游观光航线、海口一日游航线共同构建成“海陆
空”多角度、立体式的观光体验，受到市民游客欢迎。

潭丰洋省级湿地公园、美舍河湿地公园、五源河
湿地公园等湿地公园也逐渐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新
选择，海口设计并发布了6条湿地旅游线路，供游客
出行参考。

10月4日，海口市9家A级景区及主要景区、乡村
点共接待游客13.31万人次，同比增长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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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呀诺达景区“网红”秋千引来众多游客“尝鲜”

悬崖荡秋千 纵情观山海
■ 本报记者 贾磊

通讯员 曹传佳 徐可心

“妈妈，加油，你可以的！”10月
4日上午，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呀诺达景区，来自四川的游客谢子
玉正在给体验“悬崖观海秋千”的
妈妈加油鼓劲。

国庆黄金周第4天，呀诺达景
区游客众多，不少游客都是奔着刷
爆抖音平台的“网红”秋千——“悬
崖观海秋千”而来，体验从高空数
百米俯瞰海棠湾全景的感觉。“

“大家排好队。”景区工作人员
正在现场维持秩序，排队准备体验
的游客有数十名，游客们纷纷拿出
手机拍摄美景。“感觉好刺激，比印
尼巴厘岛的秋千大很多，而且这里
的景观特别美，空气很清新。”一位
游客说道。

呀诺达景区“悬崖观海秋千”
建于呀诺达景区哇哎噜观海平台
旁边的300米悬崖上，两个8米高
的秋千，最大摆幅150°，最大摆径
20 米，体验者坐在秋千上可

270°观赏海山美景。短短3
分钟，游客不仅能体验自由

飞翔的快感，还能

欣赏热带雨林的鬼斧神工之美。
除了“悬崖观海秋千”项目，保

亭其他特色游项目也引来一拨拨
游客。“我们以前从东线去保亭要3
个小时，如今，琼乐高速开通后，我
们仅需2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而且
路况很好。”来自海口的游客张海
军告诉记者。

“保亭的温泉很有名，以前到海

南就爱去大海、沙滩玩，但现在年纪
大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享受一个
慵懒的假期。”辽宁游客曹定国告诉
记者，今年国庆，他专程来到保亭七
仙岭雨林仙境温泉酒店度假。

这里不仅有美妙的温泉，还
有美丽的热带雨林。原生态下的
雨林花园、独树而成林的壮美景
观，展现着七仙岭的自然之美。

保亭七仙岭国家温泉森林公园成
为游客体验热带雨林的好去处。
来自海口的蓝女士告诉记者，趁
着假期专程来保亭流汗，体验七
仙岭的“森呼吸”之旅。

来到保亭，一定要体验黎苗风
情，与黎族苗族姑娘一起跳一次竹
竿舞，品尝传统的黎族山兰酒，见

识一下“五只脚的猪”“不回家的
牛”“会上树的鸡”“会冲浪的鱼”等
黎苗特色美食，“我在槟榔谷和黎
族姑娘们一起跳了一次竹竿舞，从
独特的节奏中感受到了美妙的律
动，这是我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
来自南京的音乐老师刘莎莎介绍。

（本报保城10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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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海口港，工作人员在为过海旅客检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0月4日，海口市滨海大道，环卫工人在清扫路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0月1日，海口市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志愿者清理沿湖垃圾并宣传湿地
保护知识。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0月3日，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护士在为患儿输液。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扫码体验“悬崖观海秋千”
摄影：武威 剪辑：李玮竞

10月4日，保亭呀诺达景区，游客在体验“悬崖观海秋千”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立前 摄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优）国庆黄金周过
去4天，我省各航空、港口、高铁等交通枢纽运力充足，
旅游市场热度不减，秩序井然。

万宁市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点备受游客青睐，长
丰镇文通村、兴隆咖啡谷、万城镇溪边村、山根镇排溪
村、山根大石岭村、兴隆有机咖啡庄园、爱情谷瀑布等
美丽乡村旅游点吸引众多游客，手工制作咖啡、采摘、
垂钓、划皮艇、骑行、坐过山车、骑旋转木马等项目让
广大市民游客收获更多旅游体验。文昌市航天渔人
码头10月1日至10月31日开展长达一个月的周年狂
欢庆活动，活动主要有花车旅游、集市海景舞台、小火
车、旋转木马、海盗船、海鲜烧烤美食等。昌江黎族自
治县开启首届霸王岭热带雨林生态文化旅游一系列
活动，游客可充分体验棋子湾玩海的乐趣。

我省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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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出来的订单、“编”出来的赞

揭秘民宿“刷单”套路

全省旅游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43.64万人次
同比增长4.1%

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9.0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6%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16.17万人次
同比增长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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