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安
春节期间揽客16.43万人次

活动轮番上演受热捧
本报定城2月1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苏慧玉）2月10日，定安县旅游委公
布数据，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定安旅游接待
游客16.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旅游总收入
4949.09万元，同比增长3.8%。

春节长假期间，定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游人如织，摩肩接踵。迎神纳福、祈福法会、民俗
表演、非遗展示、美食展销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轮番上演，深受游客热捧。

临高
春节期间旅游总收入6270万元

品牌乡村旅游引游人
本报临城2月10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吴孝俊）今年春节长假期间，临高县共接待游客
16.4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8%，实现旅游总
收入6270万元。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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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周边游客的广泛认可，临高乡村特色美食和乡村
旅游景点受到大量一日游游客青睐。临高辖区内
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70%以上，各个乡村农家
乐、海鲜店、饭店等宾客盈门。

三亚
揽客近100万人次，收入突破100亿元

旅游交出“双百”成绩单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记者黄媛艳）今年春

节黄金周，三亚倍受中外游客热捧，全市共接待游
客99.65万人次，同比增长3.06%；旅游总收入
103.85亿元，同比增长7.04%；旅游收入增幅高于
游客数增幅，旅游产业持续转型升级。

今年春节期间，三亚天气晴好，适宜出游，受
邮轮旅游等细分市场的拉动，三亚旅游国际化发
展喜迎佳音，入境游客数同比增长15.73%。一日
游市场也快速发展，7天三亚共接待一日游游客
16.33万人次，同比增长14.53%；一日游旅游收入
1.52亿元，同比增长20.63%。

春节期间，三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接待游
客数同比增17.06%，海洋旅游、文化旅游和森林
旅游深受游客喜爱，南山成为三亚景区“揽客王”，
接待游客数突破30万人次；千古情引客29.39万
人次；亚龙湾森林公园接待游客11.59万人次，同
比增长35.08%，涨幅居全市各景区之首；鹿回头
公园接待游客数同比增长5.85%；蜈支洲岛接待
游客数也实现同比增长6.24%。

（更多报道详见A06/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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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月9日12时-2月10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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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郭
萃）2月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海口港新海港区和秀英港区迎来自
驾返程高峰。海南日报记者体验从
新海港预约过海，从到达港口到发
船，整个过程用时不足30分钟。

当天中午12时30分，海南日报
记者在“新海港”微信公众号上看到，
秀英港区、新海港区前往海安的余票
充足，其中秀英港区最近一趟可预约
14时的车船票，余票显示还有199
张；新海港区最近一趟可预约14时
30分的船票，余票490张。

海南日报记者预定成功新海港

14时30分的船票后显示：在航班当
天11时30分到13时45分之间达到
港口进行安检，14时 15分停止检
票。同时手机也收到了短信提示。

13时40分许，海南日报记者到达
滨海大道与天翔路路口，路口设置了
清晰指示牌引导过海车辆，同时路口
还设置了移动分导设备，2秒内可识别
出已预约车辆和未预约车辆。对于未
预约车辆，交警和志愿者将其引导出
预约车道，并发放预约过海宣传单。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预约
车道通行顺畅，并未出现车辆停留或
者缓行，顺着车道行驶，大约5分钟

即可到达安检口，随后在港口工作人
员指引下进入停车场等待上船。13
时55分许，海南日报记者乘上“紫荆
十五号”客滚船，并于14时10分提
前发船。从到达港口到发船，整个过
程用时不足30分钟。

而秀英港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从
入口闸门排队进港，用15分钟便可进
入海口港11号码头，接着排队等候10
分钟左右车辆便顺利上船，从到达港
口到登船等待时间也不超过半小时。

“从以前的不确定发船时间到
现在提前在网上买票，在规定时间
内检票登船，整个行程变得可控

了，速度相比以前也更快了。”来自
安徽合肥的游客吴先生认为，从无
计划到有计划，这样的变化是港口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是港口服务
质量的提升。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
闻发言人谢焕杰表示，从统计数据来
看，网上预约购票的小车已占过海小
车的八成以上。“预约过海”的实行和
移动分导设备的使用，极大缓解了港
口道路交通压力，缩短了司机旅客过
海时间，让司机、旅客在春运高峰期
坐船过海也很轻松，琼州海峡南岸车
辆过海效率大幅提升。

记者体验春节返程高峰期过海，候船时间不足半小时

“预约过海”让春节返程更舒心

■ 本报记者 良子

2月8日上午9时58分，前往三
亚的D7317次动车徐徐开出海口火
车东站。“麻烦将行李放到边上，不要
放在消防通道上。”本次动车的女乘
警陈惠开始了她当班巡查工作，海口
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2011年成立至
今，她已连续9年春节期间上岗值班。

“你坐在几号座位，我帮你找。”
在3号车厢，一位女士抱着小孩、拖
着沉重的行李在找座位。陈惠见状

立即迎了过去，顺手抱过小孩，带着
这对母女找到座位，并细心地将行李
放在这位女士的视线范围之内。在
乘客连声道谢中，陈惠微笑着继续巡
查工作。

“我小孩摔倒腿出血了，有药吗？”
一位先生抱着受伤的小孩找到陈惠，
陈惠立即找到小药箱，拿出药水细心
涂在小孩伤口上，并用纱布包扎好；一
名男子行李箱丢了，陈惠带着男子挨
个车厢寻找，10分钟后，在7号车厢找
到了被人拿错了的行李箱……

据了解，春节前海南动车组列
车每天开行约41.5对，春节期间加
开到51对，比平时约增开22％。春
节期间客流量大，乘警的工作量大大
增加，海口铁路公安处全体乘警及安
全员全员上岗。

“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群众过年
我们奉献。我们乘警的职责就是
维护列车上的公共秩序，检查安全
隐患，更好地服务旅客。”为患病的
旅客送药、将找不到母亲的小男孩
送回车厢、调解两名男子因座位的

争执……40分钟后，陈惠已是汗流
浃背了。

当天的D7317次动车经过9个
站，8节车厢长200米，每半小时来
回巡一次，每趟车程2个多小时，一
天要值巡5趟车，陈惠一天需要来
回走8公里以上。“虽说春节期间
不能与家人团圆，但能为来自五湖
四海的旅客服务，让旅客能感受到
我们海口铁路公安的热情周到服
务，我很荣幸也很开心。”她说。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一天奔走8公里，连续9年春节期间在岗为旅客服务

海口女乘警的春运路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秤，称出的不仅仅是海鲜的重量，
更是经营者在消费者心中的分量。

2月10日，位于三亚市天涯区的凤
凰翠屏海鲜店仍处于关门停业状态。
这缘于该店负责人“想歪招”，涉嫌在电
子秤上“动手脚”让就餐游客多付钱。

“是旅游警察吗？我在海鲜店涉嫌
被诈骗……”2月8日21时许，三亚市
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接到游客报警。

接警后，该支队民警立即联合天
涯区文体局有关工作人员，赶往凤凰
翠屏海鲜店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当
天22时许，该店店长苏某平、员工徐
某更被传唤至月川派出所。经询问，
苏某平、徐某更交代了为给海鲜店获
取不当利益，在苏某平的授意下，徐某
更通过在电子秤上“做手脚”增加海鲜
重量，诈骗客人745元人民币的违法
事实。二人还承认，之前多次采取同
样手段诈骗他人钱财的违法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相关规定，三亚市公安局依
法对徐某更处行政拘留15日的处

罚，依法对苏某平处行政拘留15日
并罚款1000元的处罚。

紧接着，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涯区工商局对凤凰翠屏海鲜店进
行检查后，因该店涉嫌欺诈消费者，
被责令关门停业。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春节期间该局共检查海鲜广
场74家次，海鲜排档849家次。同时，
该局联合市食药监局、质监局检查海
鲜排档、海鲜广场、旅游餐饮店等336
家次，检查中心渔港流动商贩50户次。

为打击海鲜市场违法犯罪行为，
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派出便

衣警察，春节期间共暗访海鲜店33
家，并出动明察警力检查海鲜店96
家、海鲜广场15家。

事实上，三亚对全市旅游市场也进
行了综合治理。据三亚市旅游部门不
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全市共出动执法人
员1.67万余人次，暗访人员176人次，
检查各类涉旅商家、场所8860家次。

“三亚对旅游市场的综合治理动
了真格，相信这里的旅游市场环境会
越来越好，让我们玩得舒心、游得放
心、吃得安心！”来自山西的游客施悦
月对此表示点赞。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

三亚加强综合整治营造良好旅游市场环境

让游客玩得舒心游得放心吃得安心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杨帆）春节黄金周期间，我
省节日市场繁荣稳定，品质消费成趋
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基
本稳定。根据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测
算，2月4日至10日，我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约46亿元，同比增长7%。

春节期间，全省大中型商场、超市
把握节日有利商机，开展形式多样的
促销活动，聚拢人气活跃节日消费市
场。望海国际商业广场、大润发超市、
信兴电器、夏日百货、三亚国际购物中
心、琼海宝真超市、文昌百佳汇购物中

心、万宁广百汇超市、定安天安购物广
场等企业开展“打折”“买当花”“第二
件半价”“春节红包”等活动，热销商品
涵盖食品、饮料、服装、金银首饰、节能
家电等产品。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
三亚、文昌、定安等市县重点商贸企业
销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20% 、
10.17%、10.30%、10.18%。

品质消费持续旺盛。2019年1
月19日，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琼海
博鳌免税店两家新增免税店开始营
业，为促进我省节日消费提供新的增
长点。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南免税商

品销售额明显增长，其中2月8日至
9日连续两天销售额突破1亿元；亚
龙湾壹号小镇奥特莱斯春节期间累
计销售3731万元，同比增长35.5%。

餐饮消费市场红火。春节期间，
年夜饭消费、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等
活跃全省餐饮市场，各种高端酒店、
大众餐饮以及特色美食街等就餐场
所人气高涨。大众餐饮、农家乐、连
锁式餐饮受到居民和游客的热捧，成
为餐饮消费的增长主体。其中农家
乐备受游客青睐，营业收入比平时增
加一倍以上。春节黄金周期间，我省

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经营情况良好，
餐饮消费同比增长10.5%。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大背
景下，今年春节期间全省旅游市场消
费不断升级，旅游不再是传统的“游、
购、娱”，逛图书馆、参观博物馆，看琼
剧、木偶戏、书画展等文化体验活动
深受欢迎，逐步成为旅游消费新趋
势。自驾游、一日游、乡村游、祈福游
等持续火爆，全省旅游市场呈现欣欣
向荣的景象。海口火山口公园、长影
环球100奇幻乐园等主要景区游人
如织；三亚南山、蜈支洲岛、千古情、

亚龙湾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吸引大
量市民和游客前往；琼海乡村游持续
升温，沙美村、龙寿洋、南强村和北仍
村等村庄人气满满；文昌特别推出了
精彩纷呈的孔庙新春祈福庙会活动，
吸引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诗书礼乐”
的文化盛宴，感受别样年味。

春节期间，全省粮、油、肉、蛋、蔬
菜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未出
现断档脱销等情况。受节日因素影
响，我省重点监测的6种主要生活必
需品零售价格呈先涨后降走势，2月
10日零售价格与节前相比涨少跌多。

春节黄金周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46亿元

品质消费成趋势 旅游、餐饮现新亮点

魅力海南新春游

春节假期海口火车站
发送旅客3.3万人次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周金丽）海南日报记
者2月10日从海口火车站获悉，今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2月4日至2月
10日），海口火车站共发送旅客3.3
万人次，到达旅客3.8万人次。

从春运1月21日开始至2月10
日，海口火车站共发送旅客10.4万人
次，下车旅客10.4万人次。其中，2月
8日为客流出行高峰，当日发送旅客
5646人次。2月10日为返程高峰，
当日到达旅客7337人次。

据介绍，春节客流以学生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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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等方向。

春节假期海南铁路港口
发送旅客9.6万人次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向勇刚 吉安）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铁路港口了解到，春节假
期期间（2月4日至10日18时），铁
路港口共安全发送旅客9.6万人次，
汽车2.4万辆次，运输安全有序，没有
出现旅客、车辆滞留情况。

铁路港口提示：春节假期虽已
结束，但根据往年数据分析，预计客
流车流高峰还将持续5天左右。过
海旅客可通过关注“铁路轮渡”微信
公众号，进行“预约过海”，非常便捷。

保亭
“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4.5%

特色旅游项目增势强
本报保城2月10日电（记者易宗平）春节黄

金周期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特色旅游项目保
持增势，尤其是全县“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同比增
长34.5个百分点。

春节期间，自驾游客人是保亭旅游“主力
军”。无论是过夜还是一日游，散客比例较之去年
均略有上涨。乡村采摘体验游、亲子休闲游等仍
是游客假日出游首选，乡村旅游点尤其是“农家
乐”生意持续火爆。春节期间，全县50多家“农家
乐”共接待6.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5%，“农家
乐”实现旅游收入508.1万元、同比增长21.5%。

交通出行

昌江
赏木棉 观海涛

好客黎乡成新宠

本报石碌2月10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棋子湾畔暖
风醉游人，霸王岭上绿意沁心脾……
昌江黎族自治县丰富的生态旅游资
源正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宠。

春节黄金周期间正值木棉盛
开，是昌江旅游市场最为火热的季
节。随着近年来昌江不断进行的旅
游品牌打造，木棉花旅游季在知名度
不断攀升的同时，旅游接待能力和旅
游设施的建设也攀上了新台阶。

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旅游部门
获悉，2月4日至10日，昌江全县共接
待游客11.88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2.3%，其中过夜游客3.41万余人次，
较去年增长7.16%，共实现旅游收入
1921.6万元，同比增长11.1%。

海口
春节假期共接待游客155.1万人次

文化强旅带来新活力
本报海口 2月 10日讯（记者计思佳 邓海

宁） 2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获悉，今年春节假期海口全市共接待游客
155.1万人次，同比增长0.45%。海口在今年春节
期间推出了精彩纷呈的文体活动，激发旅游市场
新活力。

2月6日，大年初二，节日氛围弥漫在海口市中
山路骑楼老街。当天上午9时，海南公仔戏响亮的
唱腔穿透老街，吸引了众多游人。2月7日，海口万
绿园万春会优秀传统文化舞台迎来了海南省级“非
遗”项目——“海南虎舞”表演。大年初一至初六，第
十四届海口万春会为海口市民和游客献上多场精彩
纷呈的文化盛宴。2月8日下午，大型艺术展“我们
的节日——首届海南岛国际艺术生活展”在海口市
民游客中心正式开幕。300多件高雅艺术与民间艺
术展品齐亮相，为春节增添了浓浓“年味”。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表示，海口将
不断深挖旅游市场潜力，提供旅游产品新供给，积
极推动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充分挖掘地区文化
内涵，以文强旅、以旅兴文，形成叠加和倍增效应。

（更多报道详见A04、A05版）

⬆ 2月10日，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来自乌克兰的60名游客参加中国年体验
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刘思跃 摄

➡ 春节期间，琼海潭门的鲤鱼灯队闹
新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多彩活动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