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8年10月8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张昕A02 关注国庆黄金周

■ 本报记者 刘贡 邓海宁 郭萃

“今年国庆黄金周最大的感受是
什么？”

“从容！”
10月7日下午，海口市国庆假日

旅游新闻发布会上，各职能部门新闻
发言人不约而同用了这两字。

从节前紧张严肃、周密详细地部
署预案，到7日18时车辆明显增长却
依然顺畅的市区交通状态，假日的值
守也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旅游收入10.18亿元
机场、高铁人数增长

2018年国庆假日期间，海口全

市旅游收入 10.18 亿元，同比增长
5.93%。海口美兰机场累计进出港
航班 3069 架次，进出港旅客 46.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其中进港
旅客23.68万人次，同比增长2.7%，
出港旅客 2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 海 口 环 岛 高 铁 累 计 到 达
1001 班 次 ，发 送 1008 班 次 旅 客
48.72万人次。

今年国庆黄金周是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以来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做好假日
期间的旅游接待、迎接保障、市场监
管等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此前春节

“抗雾保运”的画面还心有余悸，省
市皆对国庆假日高度重视，道路交
通、建筑工地、消防、码头、机场、车

站、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游集散
地、旅游餐饮场所、旅游包车、大型
商场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无
一不严阵以待，确保万无一失。

“预约过海”提高通行效率
车辆过海“有序进出港”

统计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海
口港口累计进出港共856航次，进出
港 旅 客 35.07 万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14.56%。

“预约过海”实现了过海旅客出行
从“无计划”到“有预期”的方式转变，
车辆过海从“无序到港”到“有序进出
港”的方式转变，是琼州海峡航运史上
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

在对新系统不断优化、提升稳定性
和运行速度的基础上，海口进一步完善
港口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广东方面亦
实行“预约过海”，双方合作建立琼州
海峡联网售票机通航信息服务平台。

岛内外交换压力化动力
纠纷与矛盾化解于萌芽

2018年国庆黄金周，美兰机场二
期、海口市民游客中心等项目没有停
下建设和完善的步伐。作为一个旅游
目的地，同时也是全省集散中心城市，
海口承担着快速过境和良好体验的双
重压力。

无疑，“12345+联席办”作为应对
假日旅游工作的新机制，将 12345

海口智慧平台与旅游联席办统筹、
协调、督导的作用相结合，加强了联
勤联动，全面提升假日综合服务保
障能力。黄金周期间，海口 12345
平台共受理投诉类 10159 件，其中
旅游类办件63件。投诉快速受理、
及时处置、迅速反馈的工作机制及
时将旅游纠纷和社会矛盾化解在萌
芽状态。

每到假期，海口一方面要承担人
流、车流与市县之间的交换压力，另一
方面还要承担岛内外过境和旅游的压
力。海口将每一次压力化作动力，积
累经验，形成了高效的假日联动指挥
机制，让良好的节假日秩序变成游客
良好的城市体验。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旅游接待保障万无一失 车辆过海通行效率提高

海口:良好假日秩序让游客更舒心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国庆假日期间，三亚主要涉旅部
门全员在岗，温馨服务、严管市场，鹿
城旅游质效双增，国际化成效初显，文
明旅游渐成风尚。7天共接待游客
71.3万人次，同比增长4.45%，其中接
待入境游客数同比增长10.86%，旅游
总收入47.78亿元，同比增长14.14%。

旅游效益明显提升

“针对假日旅游市场，我们提前部
署，酒店客房全新改造升级，特别邀请
两位米其林大厨加盟，打造国际化的
饕餮盛宴。”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
店总经理魏浩生说。这个假期，三亚
的星级酒店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丰富

度假产品供给，有效满足境内外游客
度假需求，假日期间，三亚全市旅游饭
店平均开房率为69.11%，俄罗斯、韩
国等国的游客最为青睐三亚游。

彩虹栈道的走红，直接带旺三亚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游客接
待数同比增长95.11%。无独有偶，
大小洞天有效拓展知名度，鹿回头
景区持续推出含羞草乐园、天使观
景台等特色项目，创新赢得商机，两
家传统景区成功扭转下降势头实现
逆增长，假日旅游迎来新气象。文
化旅游、体育旅游的发展方兴未艾，
三亚千古情景区等紧抓机遇，精准
营销、丰富产品，一举成为三亚景区
新的“揽客王”。

青塘村感受亲子之乐、西岛享受
滨海浪漫、中廖村体验民族风情……

全域旅游的深入发展，乡村游成为新
热门，三亚主要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数同比增长83.92%。

抽样调查显示，46.23%的游客计
划游玩“大三亚旅游圈”其他地区，受
三亚带动，陵水、乐东、保亭等市县假
日旅游实现快速增长。

铁腕治旅贴心服务

老人景区内走失，执勤人员阮艳辉
热心帮忙找寻；游客车辆故障无法行
驶，路管员沈物博立刻召集众人帮忙推
车疏导交通；孩童遭遇车祸头部受伤，
路管员符金照主动安抚及时送医……
三亚涉旅岗位人员温暖服务。

国庆期间，三亚4600多名环卫工
人每天超过16小时不间断地清扫街

道，全力为游客打造干净整洁的旅游
环境；旅游警察支队细分6个工作组
开展明察暗访，积极营造“动心、舒心、
省心、顺心”的市场环境；三亚市旅游
委组织人员全天候上岗，妥善处理游
客投诉，及时发布旅游信息。

“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
求、更细的工作、更优的服务、更满意
的结果‘五更’标准服务保障假日旅
游，力争不断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三
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透露。

文明旅游渐成风尚

突发疾病晕倒在街头，广东游客
陈女士在三亚遇到了难题。然而，随
后的一幕幕，却让她倍觉温暖：两名路
过的岛外游客立刻蹲下身开展救助，

附近的4名出租车司机和旅游警察也
停车参与救助。众人合力，转危为安！

浪漫鹿城，景美人美，文明旅游，
渐成风尚。乱停车、乱丢垃圾、乱涂乱
画等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有序排队、
文明如厕、爱护花草等行为日渐增多。

文明旅游既需要个人自律，亦离
不开科学引导和机制保障。三亚408
个网格的网格长这个假期都没闲着，

“片长+网格长+12345政府服务热
线”的网格化管理机制，明确分工、压
实责任，力促问题马上就改。分析归
类每天1000多次热线的内容，三亚
12345、12301热线利用大数据智能
管理平台解难题、优秩序。

让旅游成为一种快乐的记忆，三
亚各界正努力用行动诠释！

（本报三亚10月7日电）

假日旅游质效双增 文明旅游渐成风尚

三亚：让旅游成为游客快乐的记忆

东坡书院特色游受追捧
本报那大10月7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李秋欢）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儋州市东坡书院
等景区推出文化特色游、兰洋七叶葡萄园等乡村
旅游点，以举办采摘游等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前往。

数据显示，这个黄金周儋州共接待游客19.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7%，实现旅游总收入
9805.8 万元，同比增长24.2%。知名景区景点、
乡村旅游点等线路最受游客青睐。

黄金周期间，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围绕文化
特色游，推出背诵东坡诗词免门票、东坡乐坊演
出、书法作品展、拓片体验等多类活动，让游客全
面体验东坡文化。

儋州市旅游委主任李洪涛表示，儋州旅游资
源丰富，近几年随着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到乡村
游玩。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儋州大力打造
力乍村、屋基村、南吉村、石屋村等美丽乡村，为市
民休闲游玩提供了好去处，让更多外地游客体验
儋州的精彩。

儋州

滨海度假酒店开房率提升
本报抱由10月 7日电 （记者易宗平 梁君

穷）乐东黎族自治县的旅游业持续保持增势。今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5.7万人次，
同比增长8.6%，实现旅游收入3174万元，同比增
长8.8%。

随着琼乐高速公路的开通，乐东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逐渐完善，自驾车散客游成为该县国庆长
假旅游的主角。全县主要旅游景区自驾车明显增
多，自驾车游客占旅游接待总量的四成以上。

由于游客增多，乐东高端滨海度假酒店开房
率稳步提升。据统计，国庆黄金周期间全县酒店
平均开房率达51%，其中龙沐湾旅游度假区、龙
栖湾旅游度假区、尖峰岭山上酒店客房爆满。

乐东

接待游客12.75万人次
本报定城10月7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苏慧玉）定安县旅游委10月7日公
布数据，今年黄金周期间，定安共接待游客12.75
万人次，同比增长6%；旅游总收入3743.77万元，
同比增长4.2%。

据了解，越来越多游客青睐自驾游、自助游、
乡村游，并对参与度高、体验性强的活动兴趣浓
厚。定安推出的访古寻幽之旅、问道养生之旅、瞻
红踏青之旅和趣野耕读之旅4条特色乡村体验旅
游短途线路，深受省内外游客的喜爱，文笔峰、南
丽湖、包蜜园农庄马术俱乐部等地客如云来。据
该县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期间，定安一
日游游客11.19万人次，一日游收入2998.9万元；
过夜游1.55万人次，过夜游收入744.87万元。

同时，“旅游+脱贫”当属定安旅游中的一大
亮点。在国庆活动期间，定安的农特产品电商企
业为帮扶贫困户助力扶贫而开展一系列的农产品
促销活动，受到了游客的热烈欢迎。

定安

乡村旅游品牌吸引游客
本报临城10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吴孝俊）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从临高县相关
部门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临高共接待游客约
13.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实现旅游收入
3392万元。

据悉，临高县通过大力宣传和推介，积极打造
临高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形象，今年国庆期间前往
临高的亲友团、自驾车团、家庭团、旅行团等络绎
不绝，碧桂园金沙滩、临高角解放公园、皇桐居仁
瀑布、古银瀑布、彩桥记忆度假区、观海民宿等旅
游景点备受游客青睐。

其中，临高新兴的旅游景点古银瀑布，在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后，大大提升了旅游接待能力，国庆
期间人潮涌动，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以上，带动
了周边村民收入。临高角解放公园在进行园区整
改和临高角博物馆翻新后，也吸引了大批游客。

临高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一个景点去了两次后，还有兴趣
再去吗？去南湾猴岛不看猴子，可能
吗？

对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景
区而言，越来越多的游客给出了肯定
的答案。

“一二三，游戏开始！”10月6日
傍晚，在南湾猴岛南面的海滩上，来
自琼海的周熙泰正在景区员工带领
下和同伴们做游戏，在洁白的沙滩上
追逐嬉戏。他们参加的是景区的“呆
呆岛”海滩露营游。大海上，几艘摩
托艇正劈波斩浪；海滩不远处，还有
不少情侣在拍婚纱照。

这里背靠猴岛，碧海蓝天，椰树
婆娑，让人惬意。周熙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今年是他和同学高中毕业20
周年，特意组织大家来玩猴岛的海滩
游。“我去山上看过两次猴子，大家基
本也都看过，不新鲜了。但7月我来
这里的海滩上玩过一回，感受特别
好，所以就组织大家过来。”

入夜，在工作人员组织引导下，
周熙泰和伙伴们在沙滩上享用了晚
宴，开起篝火晚会，最后在空调帐篷
里美美睡了一晚。“昨晚大家都玩得
很开心。我们不想再住酒店，不想只
是走走看看。‘呆呆岛’远离城市喧
嚣，有互动体验，契合我们的旅游理
念。”7日上午，周熙泰向海南日报记
者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周熙泰7
月第一次来猴岛开展海滩游时也是
参与“呆呆岛”露营项目。6月，在酝
酿一段时间后，猴岛景区正式向外力
推涉海游项目，“呆呆岛”是其打造的

品牌产品，意在迎合人们“发呆”、休
闲度假的需要。“20年来，我们一直做
的是观光游，一心围绕山做‘猴文化’，
游客来了就是看猴子。现在山上已不

可能做二次开发，我们正围绕海做‘岛
文章’，开发涉海休闲度假游，丰富产
品和业态。”景区董事长张杰表示。

（本报椰林10月7日电）

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陵水南湾猴岛开发沙滩休闲游

新老游客享受度假新体验

2.4万辆车辆
提前购票顺利过海
海口两港无车辆拥堵现象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获悉，国庆假日期
间约2.4万辆车辆通过预约过海模式顺利出岛，
预约系统平稳顺畅，两港无车辆拥堵压港现象。

此次国庆黄金周是“预约过海”模式正式实行
后的第一个大考。10月1日至7日，海口秀英港
和新海港约有2.4万辆车辆通过预约过海模式顺
利出岛。预约系统平稳顺畅，两港秩序井然，无车
辆拥堵压港现象，也未出现滞留车辆。

在运行初期，“预约过海”模式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比如因为运行时间不长，宣传推广还不够，
普及程度还不高；系统购票有限制，港口智能化设
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对此，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组织开发团队连夜加班，及时整改，使得旅
客过海体验进一步提升。

我省对旅游接待
及返程高峰
展开督查
下发整改通知书1份

10月6日，游客在陵水南
湾猴岛生态旅游区二期项目
呆呆岛参与户外拓展游戏。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码上读
扫码看陵水南湾猴岛
沙滩休闲游
视频拍摄 武威 剪辑 李玮竞

10月7日，琼海万泉河峡谷漂流风景区，游客感受漂流的乐趣。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国庆假日期间，游客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游玩。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娜 摄
10月7日，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游客

游览观光。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戏水

逗趣 闲游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赵
优）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旅游市场
监管毫不松懈。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除继续牵头省公安、市场监管
等部门执法力量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外，还安排了 5个综合督查指导组
（以下对应简称为督导一组、督导二
组等）、3个办案组、1个综合组对全
省旅游市场进行暗访和办案，下发整
改通知书1份。

7 日，出岛游客进入返程高峰
期。督导一组有针对性地带队暗访
了海口新海港和秀英港两个自驾车
出岛港口，实地查看港口的车辆过海
通道、旅客大厅、购票窗口、自助服务
设备和旅游厕所运行情况，走访了部
分旅客和志愿者。从现场情况和旅
客的反映来看，通过预约购票，过海
车辆能够较好掌握过海的行程，避免
了长时间排队等候的麻烦，减少了对
道路交通的压力，港口及附近路段交
通有了较大改观。

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三亚火车
站等地，督导二组详细了解国庆假日
期间游客接待、返程客流等情况。三
亚火车站返程客流增加，车站增开售
票窗口，加强引导，秩序良好。

督导三组分别对定安、琼海各
景区景点及服务区进行了暗访检
查。发现定安龙门镇冷泉景区停车
场秩序较为混乱，存在私人未经物
价部门批准擅自收费的情况。针对
这一问题，已发整改事项通知书责
令其及时整改。

督导四组对临高古银瀑布、临高
角解放公园与观海民宿进行了检
查，督导五组暗访了屯昌梦幻香山
文化园、中线高速公路枫木休息区
卫生间、五指山水满河热带雨林风
景区、五指山红峡谷飘流点、南圣农
家乐、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

从检查的情况看，各市县旅游文
化主管部门领导对本组提交的存在
问题认真整改，全部问题均得到落
实；各旅游企业服务人员坚守工作
岗位，工作热情不减，服务质量不
减，安全意识不减，积极主动引导服
务游客平安返程。

旅游质监局检查（办案）小组分
别前往定安、海口等地展开国庆节假
日旅游市场检查工作。

7日，全省各旅游服务热线共接
听8个投诉类电话，无重大旅游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