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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构改革系列图解 ⑤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313

将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
及省物价局的价格监督检査与反垄断执法职责，省商务厅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执
法职责整合，组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保留省食品安全委
员会，具体工作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

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门管理机构。
不再保留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物价局。
组建省知识产权局。将省科学技术厅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责，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的商标管理职责，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
知识产权局，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

省科学技术厅1414
将省科学技术厅的职责，以及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的外国专家管理职责整合，重新

组建省科学技术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加挂省外国专家局牌子。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1515
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省民政厅的退役军人优

抚安置职责整合，组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按中央有关改
革部署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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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计
思佳）10月4日上午，海口龙马环卫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拾金不昧的环
卫工人李蔓进行表彰，并号召全体
员工学习她拾金不昧的精神，把学
习李蔓高尚品德和情操的活动与企
业文化结合起来，争当传递正能量
的使者。

10月 2日，海口龙马环卫公司
渡海路工人李蔓值班期间在垃圾
车里发现大量现金和票据，并向附

近的长堤边防派出所报案。经过
警方的查询、核实，失主成功领回
丢失的 14 万余元。失主为表达谢
意拿出 2万元当作酬谢金，却被李
蔓拒绝。

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符气南表示，李蔓用她的行
动体现了海口环卫工人的温度，值得
全体员工学习。

“李蔓捡钱归还失主的事情已
经在海口环卫工中间传开了。她是
我们的榜样！”海口龙马环卫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四片区环卫工人陈卫英
说。

海口环卫工人李蔓
拾金不昧获表彰

新闻追踪

本报牙叉10月4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仅10月3日那
一天，芭蕉村就来了好几个旅游团，大
约300名游客，另外估计还有近200
名散客。村里的‘旅游饭’可是越吃越
香了！”10月4日中午，白沙黎族自治
县邦溪镇南班扶贫中队副中队长、南
班村党支部书记高勇乐呵呵地与海南
日报记者分享着他的喜悦。

10月3日，在当地旅游部门的组
织下，游客在邦溪镇南班村芭蕉自然
村乐享“山水白沙 醉美黎乡”乡村生
态游活动。远山苍翠，近水潺潺，芭
蕉村乡野生态好，景致可谓美不胜
收。除了推出农家小吃、特色农产品
展销等乡村游传统项目外，芭蕉村还
精心准备了舂糯米糍粑、黎陶制作、
趣味爬山等一系列体验感十足的乡
村游活动，活动现场十分热闹，也让
游客们直言不虚此行。

“火龙果、百香果很好卖，都是

当天从自家果园里采摘的，一天收
入好几百元。”脱贫户高亚促难掩内
心欢喜。

“有单间，也有套房，这个假期过
夜的游客也增加了一些。芭蕉客栈有
20多间房，这几天入住率达七八成。”
高勇介绍，这个假期，村“两委”班子几
乎全员在岗，在做好各项旅游服务的
同时，还针对乡村游过程中存在的一
些短板做好记录，以便今后更好地分
析与改进。

据悉，近年来，南班村以全域旅游
发展理念为引领，结合产业扶贫要求，
以芭蕉村为试点，制定旅游产业发展
规划，发动农户以土地、劳动力、资金
入股，成立了白沙芭蕉村休闲观光专
业合作社和南班村神猴石专业种养合
作社，投建了芭蕉客栈民宿项目，还整
合全村土地大力发展农业观光游、休
闲乡村游和特色种养殖业，“抱团”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并且日渐成型、成势。

白沙南班村结合产业扶贫制定旅游发展规划

“生态游+扶贫”产业
日渐成型成势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以前我很爱吃槟榔，现在已经
不再吃了，因为满嘴槟榔汁不好看，
会吓到游客，影响景区形象。”对于在
大小洞天景区当保安的这份工作，三
亚育才生态区抱安村村民王明江格
外重视。

抱安村是三亚最偏远的村庄，也
是鹿城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在多方
帮扶下，巩固提升户王明江走出大山，
第一次在旅游区有了自己的工号—
LK30105，当上了一名保安，吃上“旅
游饭”。

“之前因为需要照顾长期生病的
家人，无法外出打工。在政府和爱心
企业的帮助下，爸爸的病治好了，我
现在可以放心外出工作。”身着保安
制服，38岁的王明江显得格外精神。
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后，他在这个
国庆假期正式转正，和36名保安同
事一起，在假期服务保障工作第一线
努力着。

“这里还有车位，这边来……”

10月 4日 13时，阳光正烈，虽然汗
水早已浸透衣背，王明江却丝毫不
敢松懈，在景区停车场不停来回走
动，引导车辆有序停放。今年国庆
假期，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客满盈门，
仅 4 日的游客接待量就同比增长
12.2%。

“乱停车最让人头疼，但是现在大
家越来越文明，都很配合我们。”王明
江看着一辆辆整齐停放的车辆，职业
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转正后每月能有3500元的收
入，家里种的香蕉等在景区扶贫销
售点也能帮着卖。只要够努力，生
活肯定能越来越好。”王明江咧着嘴
笑开了。

工作间隙，王明江悄悄地掏出手
机和海南日报记者分享他的喜悦——
手机上呈现的，是一张四年级学生优
异成绩单的图片。“这是我大女儿最近
一次的考试成绩，她学习一直都很好，
我要好好工作给她提供更好的学习条
件。”王明江说。

（本报三亚10月4日电）

三亚抱安村村民王明江走出偏远山村成为景区保安——

吃上“旅游饭”
生活有奔头

本报椰林10月4日电（记者易建
阳 苏庆明）近几天，每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就成
为该县最为热闹的地方，因为为期9天
的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主
题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吸引了上万名市
民和游客前来购物消费。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扶贫产品展区的不少本土特
色产品受到欢迎，不少商家、合作社负
责人表示，这样的活动应该多多举行，
可以帮助本地特色产品打开销路。

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凌燕借助电商平台，
销售海南原生态、无公害的本土特色农
产品。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她不仅成功
创业，打开了当地优质特色农产品的销

路，还帮助不少农民脱贫致富。“我们展
位的鹧鸪茶、火龙果、百香果、香粉蕉等
产品都很好卖，每天销售额可达
4000—5000元，每天都要到村里去收
购产品补货。”黄凌燕告诉记者，这些产
品原生态，品质好，有一部分是从贫困
户那里收购过来的，“这样的活动应该
经常举办，可以为扶贫产品打开销路。”

这次旅游购物狂欢节中，陵水文
罗镇五星村五黑鸡合作社带来了五星
贵妃鸡、五星五黑鸡、五星阉山鸡三个
品种。“这次活动规模大、人气旺，我们
合作社的鸡都是本地特色产品，也是
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非常感谢有这次
机会，可以很好地推广合作社，对以后
的销售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该合作

社相关负责人黄海学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现场还有不少消费者留电话、加微
信，希望以后再买合作社的鸡。

陵水的景区、酒店等涉旅企业也积
极参与到旅游购物狂欢节活动中，推出
一些新产品或优惠政策。

南湾猴岛景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
推出帐篷露营活动，空调帐篷、沙滩烧
烤、篝火晚会等特色产品引发关注。此
次露营活动主题为“仰帐星空，观日出
潮落”，是景区结合户外文化和旅游的
开拓型文旅产品，意在契合当代年轻人
崇尚自然、探索精神、追求自由、新奇的
消费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9月29日至10月3
日，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美食展区销售37.26万元，电商零售和
扶贫产品展区共销售12.5万元，汽车家
电馆共销售9台汽车。

陵水旅游购物狂欢节吸引上万市民游客购物消费

本土特色产品受青睐
关注2018陵水第二届旅游购物狂欢节

关注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节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罗霞）
2018年（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购物
节（以下简称“海购节”）已于9月30日
拉开帷幕，海南日报记者近两日走访海
购节多个参与商家了解到，众多商家在
国庆期间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活动，受
到消费者的欢迎。

作为第三届海购节家电分会场之
一，海口信兴电器城在国庆期间推出“国
庆看信兴”促销回馈活动。该店五大品
类电器全线让利，还推出了500万元豪
礼满就送活动。海口信兴电器城相关负

责人介绍，国庆期间，信兴联合大品牌电
器企业开展促销活动，假期前三天现场
销售火爆。

为配合海购节，琼海宝真超市推出
优惠力度颇大的促销活动，商品优惠从
8.8折到5折不等，现场还举办抽奖送礼
等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挑
选购买商品。

在海口金盛达商场，来自山东的
吴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去年在
海南买了房，今年刚装修好，听说海购
节期间买家具有优惠，所以到现场来

选购家具，并选择了“预存 50元增值
3000元”的套餐，买了一套沙发，省了
不少钱。

此外，三亚国际免税城国庆期间部
分商品低至5折，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推出“国庆礼遇”活动，海口日月广场推
出2800张无门槛美食券免费送等活动。

据了解，本届海购节组织全省3万
余商家，从9月30日至10月31日开展
为期一个月的全岛性促销活动，针对本
地消费者、国内游客、国外游客三类消费
群体共推出27大项150多场主题促销
活动。商家涵盖时尚百货、家电数码、家
居建材、餐饮、电商、旅游、文化等13大
领域。

除了超值实惠的购物大酬宾外，本
届海购节还有不少吸睛亮点。比如，发
行限量版海购节信用卡，消费者凭卡每
周五可在参与活动的主要商圈享受餐饮
5折优惠；一份《海购宝典》为市民、游客
提供海购节消费指南；品牌快闪屋首发
体验、乐享“嗨购”嘉年华、绿色消费主题
公益跑等体验活动将推出；空中海购节
活动将在所有海航国际航班上进行，让
国外游客在飞机上享受海购节带来的实
惠与欢乐；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
化博览会将于10月26日至28日在三
亚举行，除了全面展示海南的名特优产
品外，还将举办国际文化交流、俄罗斯油
画展等活动。

海购节商家国庆期间促销活动形式多样

购物超值实惠 吸睛亮点多多

琼海
推介优质农产品品牌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郭萃）
10月4日—5日，琼海市优质农产品品
牌（海口）推介会在海口名门广场举行，
借国庆黄金周契机，向外推介琼海优质
农产品，以提高琼海优质农业品牌影响
力及知名度，加快打造琼海优质农业品
牌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本次推介会以琼海市优质农产品为
主题，进行有效精准推介，涉及农产品、
旅游商品、文创商品、美食、果蔬等特色
产品。琼海量子牌山柚油、琼海麦记杂
粮、爱心椰雕、叁圆文旅百香果、崖黑土
猪等20家企业参展。推介会吸引了近
千名市民游客参观，大家竞相购买，并对
琼海特色原生态农产品赞不绝口。

据了解，琼海市委、市政府深入推
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建设，已先行打
造油茶、莲雾、胡椒、嘉积鸭、温泉鹅等5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

带着孩子去博物馆在参观中学习知识，和孩子一起在户外、海边开
开心心游玩……这个国庆假期，“亲子游”十分火爆，且形式多样。许多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出门，享受这个美好假期。

10月3日，海口市西海岸，家长带着孩子在
玩耍，陪孩子度过快乐假期。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10月3日，家长带着孩子在博鳌海滨与大海亲
密接触。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10月4日，家长带领孩子在南海博物馆参观。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国庆假期“亲子游”火爆

琼乐高速开通
引来自驾游客
琼中3天接待游客7.77万人次

本报营根10月4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毛景慧）随着琼乐高速公路的开
通，极大改善了我省中、南部地区交通条
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各旅游景区、乡
村旅游点引来了省内外大量自驾游客。

据统计，黄金周前三天，琼中共接待
旅游人数7.77万人次，同比增长6.9%。

10月2日晚，来自俄罗斯以及国内
的游客在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度假区共同
欣赏了一场具有黎族苗族特色的歌舞晚
会。晚会以“喜迎国庆”为主题，让国际
游客参与其中，和本地市民群众一起感
受国庆的喜悦。晚会现场热闹非凡、互
动不断。独特的黎族苗族服装、舞蹈和
原生态歌曲让国内外游客眼界大开。

据了解，国庆黄金周期间，琼中分别
在五椰级乡村旅游点什寒村、云湖乡村
旅游度假区和瓦爱鲁生态旅游区举办黎
族苗族歌舞表演、徒步越野挑战赛、主题
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吸引了省内外乃
至国外游客。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优）
4日，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继续联
合省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执法力量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并安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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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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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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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导一组暗访了澄迈福山咖啡风
情小镇、澄迈富力红树湾湿地公园、澄
迈希尔顿酒店和海口假日海滩景区，其
中红树湾湿地公园游客较多，游览秩序

较好。督导二组检查了三亚市
旅游和文化市场，实地检查了三
亚梦幻水上乐园、三亚天涯海角

景区、三亚市民游客中心等，详细了解
并督导国庆假日期间三亚12301热线
接听的投诉案件及处理情况。之前发
现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未采取有效
措施应对节日住店客流的问题已整改
到位，乐东黎族自治县相关部门采取有
力措施取缔九所新区低价游宣传广告。

督导三组、督导四组、督导五组分
别对万宁、琼海、定安、儋州、昌江、琼中
等地景区景点及服务区进行检查。从
检查情况来看，各景区工作人员在位情
况较好，服务热情周到，配套设施齐全，
商品明码标价，巡查力量有所加强，旅
游市场秩序井然。

三个检查（办案）小组，分别前往乐
东、琼海及海口等地继续展开国庆节假
期旅游市场检查（暗访）行动，共检查导
游10人次、旅游景区8家、旅行社（营业

部）7家。检查中发现，海口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园区管理规范、秩序井然，
园区软件建设状况良好。检查小组针对
乐东九所新区依然存在社会人员未经许
可擅自招揽游客组织旅游活动和以不合
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
当即通知乐东县旅游主管部门，组织力
量对九所新区进行整治，乐东县旅游商
务局立即牵头当地旅游警察、工商等部
门取缔了九所新区牵涉低价游宣传广
告，当场销毁广告牌8张，宣传板3块。

4日，全省各旅游服务热线共接听
电话13个，其中10个投诉类电话，涉
及海口地区2个、三亚地区2个、万宁地
区3个、陵水地区1个、保亭地区2个；
已处理3个、正在处理7个；涉及旅行社
1个、带团导游领队1个、旅游住宿7
个、旅游景区1个。

我省昨继续开展旅游市场暗访和办案

确保营造安全良好的旅游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