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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芳同志逝世
海南省军区离休干部、原海南军区副司

令员李庭芳同志（副军职待遇），因病于2019
年1月19日在解放军第九二八医院逝世，享
年87岁。

李庭芳同志1932年 1月出生，黑龙江
宁安人，1947 年 8月入伍，1949 年 2月入
党，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司四团观测员，炮
兵第一师排长、副连长、参谋、营长、作训科
科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
长等职，1983年5月任海南军区副司令员，
1992年离职休养。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还击作
战，为民族解放和我军炮兵建设事业作出了
贡献。1955年荣获解放奖章，1992年荣获
胜利功勋荣誉章。

李庭芳同志遗体送别，定于2019年1月
22日9时30分在海口市殡仪馆碧海厅举
行。根据李庭芳同志生前遗愿和亲属意
见，决定丧事从简，不邀请外地生前好友来
琼吊唁。

春运大幕今开启，我省推出多项创新优化便民服务举措

全力保障春运 温暖天涯旅途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胡丽齐）海南爱心
扶贫网第十三期榜单1月20日公布，
整体排名较上周无变化，各项数据稳
步提升。其中，澄迈以391.44万元的
销售额连续4期领跑销量排行榜，陵
水黎族自治县与海南农垦分别以
387.19万元、337.09万元紧随其后。

在订单排行榜上，陵水本号镇电
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以7648件
的订单数持续占据榜首。值得一提
的是，为推动扶贫产品进城销售，为
贫困户增收提供平台，2019海南消
费扶贫年货大集将于1月25日至27
日在海口国兴大道海航文化广场举
行。本次消费扶贫年货大集活动内
容丰富，亮点纷呈。活动设置各市县
消费扶贫展区、爱心企业展区、大宗
货品集中认购区、活禽采购专区、贫
困户代表展示区、交易数据实时展示
区、配套年货商品展区等区域。

在为期3天的扶贫年货大集活动
中，主办方还准备了“书法家给贫困户
免费送对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节目。

2019海南消费扶贫年货大集活

动由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海南省
商务厅、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
政府、定安县政府、屯昌县政府、五指
山市政府、澄迈县政府、白沙黎族自

治县政府、临高县政府、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政府、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
联合主办，海南爱心扶贫网、南海网
承办，海航集团协办。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 1 月 20 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
第117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将于1月21日20时在海
南综合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1月27日16时20分
在旅游卫视播出。

在本期节目中，澄迈县金
江镇善井村凯迪畜禽养殖合作
社负责人李达宽将来到现场，
以“‘90后’新农人返乡创业
用青春反哺家乡”为主题，为大
家讲述自己如何守着家乡一片
绿水青山，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建设金山银山的励志故事。

观众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
播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
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电视
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
贫致富服务热线继续开放，电
视夜校栏目组的扶贫农产品线
下售卖活动继续推出贫困户的
农特产品。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三期榜单公布

澄迈连续4期领跑销量排行榜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奋力实现开门红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搭乘88米高的海上摩天轮尽览
山海城风光，尝鲜飞行影院体验
270°球幕裸眼视听盛宴，与海狮、
海豚等“海洋精灵”亲密接触，全天候
感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演艺……

1月20日，备受关注的沉浸式海
洋主题文娱综合体——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正式开业。一系列集
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娱乐体验、创新
商业为一体的创新产品登台亮相，吸
引不少市民游客尝鲜。

“既能体验到新的游乐设备，还
能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海洋文化、海南
文化。这地方真不错，玩一整天都不
够！”当天，三亚市民张跃迫不及待地
与朋友体验了飞行影院等项目，旅游
新体验令其惊叹。

“24小时全天营业”“海上摩天
轮项目将打造成‘三亚之眼’新地
标”……该项目启动以来，一系列创
新旅游亮点吊起不少市民游客胃口。

据悉，该项目以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海南文化为主线，建有海棠湾、非
洲海、波斯湾、孟加拉湾、爪哇海、南
中国海、滨水长廊、梦幻海洋剧场等
主题区，打造13大娱乐项目、2大剧
场秀、30余场环球风情演艺、8大主

题餐厅、百余家特色主题商铺，丰富
了琼岛旅游产品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打破了
以往的主题公园“大门票”经营模式，
以开放式街区的形式，实行24小时
全天全季候运营，让市民游客全天候
尽享旅游度假新体验。

“三亚旅游业夜间经济缺乏，市
场对此具有强烈需求，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是全国景区性不夜城
的项目。此次开业有效满足了市场
需求，更加丰富的夜间消费业态有
助于三亚旅游升级，进一步填补海
南旅游的空白。”三亚市副市长陈铁
军说。

今年年初，三亚“旅游圈”又迎来
不少喜讯。日前，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又发布其布局海南市场的又一重要
项目——大型原创驻场秀《C秀》，吸
引11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与，共同打
造我省首个采用海陆空3D立体水舞
台剧场剧目，在今年春节期间推出融
合水中芭蕾、舞蹈、杂技、空中艺术的
精彩表演。

此外，针对旅游发展软硬件存在
短板、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端消费项目
较少等旅游发展难题，三亚市今年初
又部署了一系列具体任务，将积极推
动Hello Kitty 乐园等世界级水准

旅游综合体落地，高标准布局建设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品位步行街、文化
娱乐场所、大型消费商圈和中高端商
品保税交易中心等，积极织密国际航

线网络，并高标准开发面向太平洋、
印度洋的跨国邮轮旅游航线和环海
南岛邮轮航线以及国际旅游“一程多
站”产品，着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先行区，拓展旅游消费发展空间，
推进全域旅游、四季旅游发展，助力
三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三亚1月20日电）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等一系列旅游产品登台亮相，填补市场空白

开放新业态 旅游再升级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潘彤彤）2019年春运自1月
21日启动，至3月1日结束，为期40
天。海南日报记者从今年我省春运工
作的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目
前各级交通运输、铁路、民航部门和企
业已制定完善运输方案，统筹安排运
力资源，做好春运各项准备工作，确保
广大旅客出行安全、便捷、温馨。

省委、省政府对今年春运工作高
度重视，要求尽最大努力缓解春运压
力，提升春运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并成立了以分管副省长为组长的
春运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海南省
2019年春运工作总体方案》。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今年
春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增加到
29个，是历年来参加春运组织领导单
位最多的一次，覆盖面更广、组织更
加周密，保障也更加有力，确保春运
组织工作顺利开展。

我省今年专门成立了海南省春
运应急指挥中心，便于春运期间对全

省各市县、各部门、各相关企业实施
有效的应急统一指挥。同时，我省强
化应急预案管理，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春运期间，我省将建立交警、路
政和养护联合执法机制，加强春运巡
逻执法力度。

琼州海峡运输是我省春运的难
点和焦点，1月14日，省交通运输厅专
门邀请省气象台、海口市气象台、海南
海事局、海南港航控股公司、海南铁路
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研究春运气象服
务保障工作，并针对恶劣天气对琼州
海峡运输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
究，多管齐下提升琼州海峡运输通道
效率和防御恶劣天气能力。

对于今年春运，我省各级交通运
输、铁路、民航部门和企业积极预测
客运需求和流量流向变化，制定完
善运输方案，统筹安排运力资源。
主要运力保障计划如下：道路方面，
我省计划投入班线车1618辆、总座
位58431个，旅游车辆2146辆、总座
位 65767 个，并储备旅游应急车辆

432 辆、总座位 15213 个，公交车
4739辆，巡游出租车7632辆，网约
出租车8500辆；水路方面，计划投放
营运船舶400艘、总客位65371个，
其中琼州海峡客滚船58艘（抗风能
力达到 8级的船舶 48艘）、总客位
50710个、2771个车位；乡镇渡船39
艘、总客位757个；旅游客船303艘、
总客位13904个；航空方面，计划在
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
沙等 4 个机场日均保障航班起降
900架次，并积极申请春运期间加班
计划，预计全省最多可增加航班
4816架次，增加座位数814108个；
铁路方面，海南铁路公司计划日开
行57对列车，日均运输7.2万人，同
比增长6%。

今年春运期间，我省还将突出优
质贴心服务，打造温馨和谐春运，推
出创新优化便民服务举措。

售票方面，各客运站、机场、火车
站、港口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最新客
车、船舶、航班、火车班次时刻和票源

等信息，并计划在客流高峰期增派服
务人员和志愿者，增开售票窗口，延
长售票时间。

出行方面，铁路部门积极推广自
助实名制核验通道，实现“刷脸”进
站，方便旅客进站乘车。

琼州海峡运输方面，大力推广
“预约过海”模式，引导旅客通过“新
海港”微信公众号、“椰城市民云
APP”进行过海预约，提高旅客出行
便捷性。

民航方面，航空部门主动申请增
加航班运力，缓解热门航线的出行压
力，避免“一票难求”，抑制“天价机
票”情况的发生。

道路方面，道路运输部门加大农
村道路客运、城乡公交、出租汽车等
运力投入力度和联程服务，满足城乡
群众出行需要，畅通旅客出行“最先
和最后一公里”。

此外，我省将积极筹备开展“暖
冬行动”“暖流行动”“情满旅途”活
动。

我省3个火车站
春运预计发送
旅客227万人次

本报海口 1 月 20 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周金丽
胥佳欣 周婧）2019年春运大
幕1月21日开启，预计今年春
运期间海口火车站将发送旅
客22万人次，日均5500人次；
环岛高铁海口东站发送旅客
90万人次；三亚火车站发送旅
客115万人次，其中普速线预
计发送5万人次、环岛高铁预
计发送110万人次，日均发送
2.87万人次。

据预测分析，海口、三亚
火车站春运客流将以学生
流、南下“候鸟”流、探亲返乡
流为主。出岛列车客流重点
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
汉、郑州、长春、哈尔滨等地
区。 2019年春运比2018年
春运提前10天，节前客流相
对集中，且因海南特殊的地
理环境，过冬度假、旅游观光
客流将会增加。客流分布特
点是学生流提前，民工流均
衡，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家
庭自助游增加。客流高峰期
预计节前为1月 28日至 2月
4日，节后为 2月 7日至 2月
19日。

为营造良好的春运旅行
环境，海口、三亚火车站针对
2019年春运客流特点，认真做
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采取了
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

即客行·海南椰行
首家门店开业
计划3年投2000辆新能源车，助力
智慧出行

本报三亚1月20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莫光财）1月19日，威马汽车旗下智慧出行品牌
即客行在三亚举行了“即客行·海南椰行”旅游
租车服务落地暨首家门店开业仪式。该项目首
期将立足本地旅游用车需求，助力海南智慧旅
游的发展。

据悉，“即客行·海南椰行”是由威马汽车·即
客行与海南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旅
游共享出行子品牌，立足海南本地旅游用车需求，
为自驾出行用户提供绿色环保、智能高效、高品质
的服务。用户只需下载“即客行”APP，使用手机
号注册登录，完善资料后即可在线预定下单。

海南是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全域应用示范区，
也是鼓励分时租赁等出行服务和打造智慧交通、
智慧旅游的先行者。对于分时租赁等出行服务，
我省有相对严格的准入及管理制度。

据介绍，威马汽车是国内新兴的新能源汽车
产品及出行方案提供商，旗下即客行核心业务覆
盖公共充电、旅游租车、城市共享用车等领域，此
次与海南交控携手合作，将以新能源汽车为依
托，为海南游客和本地居民提供环保智能的自驾
出行体验，助力海南智慧旅游、智慧出行的快速
发展。

该公司计划未来3年在海南陆续投放超过
2000辆新能源汽车，覆盖主流出行服务场景，逐
步打通和融合出行相关的景区景点、酒店公寓、美
食购物等增值业务。

琼海市慰问
“改革先锋”王书茂

本报嘉积1月20日电（记者丁平）为这座城
市作出贡献的先锋，琼海不会忘记。1月20日下
午，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代
表琼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带上慰问金、鲜
花和果篮，来到全国人大代表、“改革先锋”、琼海
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纪检委员王书茂家中看望
慰问，给他拜年，向他致以新春祝福。

王书茂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我感到这
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担当。荣誉属于
千千万万的海南渔民，责任对我来说，就是要牢
记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期盼，不忘初心、团结一
致，以实际行动为潭门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
南海维权作出新贡献。”

琼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王书茂继续
坚持扎实苦干的作风，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琼
海建设“产业强、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和”的海南
东部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书茂于1956年12月出生，是中共党员，先
后获评“全国劳动模范”“海南省劳动模范”“全省
民兵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去年12月，他作为

“海洋维权的模范”入选“改革先锋”。

万宁乡村医生协会挂牌
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本报万城1月20日电 （记者袁宇）1月 2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民政局获悉，为促进农
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万宁市乡村医生协会日前
挂牌成立，为各乡镇乡村医生搭建交流平台。

万宁市乡村医生协会目前在万宁市中央北路
安置二区办公，现有275名会员。该协会会长苏
伟介绍，2018年8月，万宁市乡村医生协会经过
前期筹备后，正式通过万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万宁市民政局的审批。协会的成立，不仅为
万宁市各乡镇（区）乡村医生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
台，还将增强与政府及上级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
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与服务。

乡村医生是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解决农村居民看病就医的第一道防线。据
悉，万宁市现有397名乡村医生，其中具有全国助
理医师职称以上的有58人，大中专文凭的有369
人。自2018年始，万宁市着力提高乡村医生待
遇，对在标准化卫生室从事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的乡村医生，每人每月发放的生活
补助从300元提高至1000元，进一步强化乡村医
生队伍建设。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十三期）

排名 地区 销售金额（元）

1 澄迈 3914410.60

2 陵水 3871938.09

3 海垦 3370964.26

4 海口 3197559.58

5 定安 2295009.89

6 白沙 1496316.21

7 保亭 956919.51

8 五指山 741048.13

9 乐东 660549.54

10 临高 538379.80

排名 商品名称 累计销售量（件）

1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 7648

2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7089

3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扶贫哈密瓜 6434

4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扶贫农家鸡蛋 5016

5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圣女果 4447

6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4248

7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4070

8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3772

9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3426

10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3229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十三期）

备注：以上排
名根据海南爱心扶
贫网数据进行统计，
统计时间：2018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9
年1月20日1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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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迎客。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媛媛 摄

道路方面 计划投入班线车1618辆、总座位58431个；旅游车辆2146辆、总座位65767个

水路方面 计划投放营运船舶400艘、总客位65371个，其中琼州海峡客滚船5858艘艘、总客位5071050710个个

航空方面 计划在海口美兰、三亚凤凰、琼海博鳌、三沙等4个机场日均保障航班起降日均保障航班起降900900架次架次

铁路方面 海南铁路公司计划日开行57对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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