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学路
东起金星路，西至中沙

路 ，东 西 走 向 ，长 300

米，宽 6 米。位于金盘

实验学校南侧，命名为

金学路

下灶街
南起盐灶路，北至滨海大

道，南北走向，长252米，宽

12米。该路贯穿原下灶

村，为传承历史文化，铭记

乡愁，命名为下灶街

博义街
南起盐灶路，北至滨海大

道，南北走向，长191米，宽

12米。该路经过原博义

村，为传承历史文化，铭记

乡愁，命名为博义街

爱民街
东起椰合路，西至椰博路，东

西走向，长241米，宽10米。

该街经过琼山区第二办公区，

为体现政府机关勤政爱民，为
民服务的宗旨，命名为爱民街

垦中北巷
东起云胶鞋厂，西至垦中

路，东西走向，长100米，宽

6米。该巷位于海南省农垦

海口中专学校北侧的街巷，

命名为垦中北巷

富观路
东起羊山大道，西至学富

南街，东西走向，长1685

米，宽22米。该路经过观

澜湖别墅区，连接学富南

街，命名为富观路

学富东路
南起富观路，北至观澜湖员

工宿舍区，南北走向，长2908

米，宽16米。该路位于学富

村东侧，为传承历史文化，铭
记乡愁，命名为学富东路

学富南路
东起富观路，西至羊山大

道，东西走向，长1503米，

宽16米。该路位于学富村

南侧，为传承历史文化，铭

记乡愁，命名为学富南路

富群路
南起学富南路，西至足球

基地，南北走向，长 508

米，宽16米。该路经过永

群村东侧，连接学富南

路，命名为富群路

儒任路
东起足球基地，西至海榆

中线，东西走向，长1379

米，宽12米。该路经过儒任

村，为传承历史文化，铭记

乡愁，命名为儒任路

学尧街
东起潭龙路，西至学尧

村，东西走向，长1595米，

宽27米。该街经过学尧

村，为传承历史文化，铭

记乡愁，命名为学尧街

大抚路
南起大抚村，北至新大洲

大道，南北走向，长2015

米，宽25米。该路经过大

抚村，为传承历史文化，铭

记乡愁，命名为大抚路

海口12条街路巷命名，等你提意见
命名遵循“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张期望）7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根据有关规定，为
方便社会交往，方便道路附近居民及单位的出行，遵循“尊重历史，照顾习惯，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原则，
海口将对12条新建街路巷命名，并公开征询市民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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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路建国）省市场监管局7月
16日提供的消费者诉求分析显示，今
年上半年，我省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
主要集中在租赁服务、销售服务、交通
工具、家居用品、餐饮和住宿服务5个
方面，服务类投诉为最大投诉热点。

投诉方面，商品类投诉8974件，
服务类投诉12148件，分别占投诉总

量的42.49%和57.51%。从商品消费
类型来看，商品消费类投诉主要集中
在交通工具、家居用品、服装鞋帽、家
用电器、食品，其中交通工具和家居用
品的投诉量最大。从服务消费类型来
看，服务类投诉聚焦销售服务、租赁服
务、餐饮和住宿服务、制作保养和修理
服务、文化娱乐和体育服务等5类，销
售服务居服务类投诉首位。

租赁服务类投诉中，汽车租赁服
务投诉较多，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共享汽车租车押金无法退还、还车后
因系统故障仍在计费等。销售服务类
投诉主要涉及预付式消费等方面。交
通工具类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支付订金预订车辆，商家无法在规定时
间内提供车辆；销售不合格电动车等。
家居用品类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预定的橱柜颜色与实际不相符；定制
的家具存在裂痕和破损，商家不履行售
后服务；售卖无任何标识的床上用品
等。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投诉涉及虚假
宣传、预定的菜品缺斤少量等。

举报方面，涉及商品类的前五位
分别是食品、家居用品、烟酒和饮料、
房屋、交通工具；涉及服务类的前五位
分别是餐饮和住宿服务、销售服务、工

商业务咨询服务、文化娱乐体育服务、
美容美发洗浴服务。举报的违法行为
主要集中在：销售“三无”或假冒伪劣
产品；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相符；短
斤缺两；景区内禁止自带食品饮料；小
区内存在住宅改商业经营行为；非法
传销；未按照规定悬挂营业执照；虚假
宣传；使用绝对化用语违反广告法等
方面。

上半年我省消费者诉求分析显示：

服务类投诉为最大投诉热点
投诉、举报和咨询的法定时限办结率为10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853.67万元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7 月 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对外推广局重点指导，芒果 TV、
Discovery联合出品的全球首档跨
国联合制作职业体验纪实真人秀
《功夫学徒》定档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海南旅游发展的成果和故事如
何以真人秀节目的形式呈现，引发
大众期待。

这是2019海南暑期旅游推广与
消费活动中，海南旅游文化国际推广
的又一次全新尝试。近年来，我省在
持续加大旅游推介力度的同时，不断
创新旅游营销方式，用世界语言讲好
海南故事，提升海南的世界能见度，
助力海南旅游国际化。

创新国际推广方式

《功夫学徒》的最后两集在海南
拍摄，聚焦海南旅游警察及主题公园
建设，这恰恰是我省旅游发展的亮点
之一。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
孙颖表示，Discovery和芒果TV都
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强大的制作团
队、成熟的传播体系，非常适合作为
海南宣传的输出端口。《功夫学徒》以
真人秀的形式向世界分享海南旅游
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和包容，让海南旅
游发展的成果和故事以更生动和趣
味化的呈现，希望让全球观众通过
《功夫学徒》爱上海南，让更多的国际

友人来海南旅游、度假休闲、生活。

主题化营销不断深入

“与海南共成长”，也是海南旅游
文化国际形象推广活动的主题，与当
下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
景相当契合。

今年 4月，由省旅文厅举办的
“与海南共成长”海南旅游文化国际
形象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国际钢
琴艺术家吴牧野和本土文创形象波
波椰分别担任推广大使和吉祥物，携
手为海南代言，让人们感受到了海南
旅游文化的多元形象。

其实，早在2016年，我省旅游部
门就策划进行了以“发现海南”为主
题的系列国际推介会，2017年则以

“体验海南”为主题，2018年升级为
“爱上海南”，2019年又向世界发出
邀请：与海南共成长。从“发现”到

“体验”到“爱上”的旅游推介三部
曲，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更多境外
游客从不知道海南到了解海南，从
对海南感兴趣到体验海南，进而爱
上海南、建设海南。如今，“与海南共
成长”的主题则更加凸出了时代感，
邀请全世界共同见证并参与海南的
发展与变化。

“用世界语言讲好海南故事，海
南也将更深度地参与国际旅游市场
的分工之中。”孙颖表示。越来越国
际化的营销理念、不断创新的旅游营
销模式，正进一步扩大海南旅游品牌
在海内外市场的认知度，助推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我省不断创新旅游文化推广方式，开启旅游目的地营销新时代

用世界语言讲好海南故事
关注2019海南暑期旅游推广与消费活动

撬动暑期游市场

海口发布五大旅游产品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年年约，年年“新”。“每年参加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金秋车展，都感觉既熟悉
又新鲜！”金秋车展的老朋友——广汽
丰田海口中升嘉翔南海店市场经理林
德双，谈到金秋车展，脸上总是挂着笑
容，“今年金秋车展是9月5日至8日，
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又能再聚了。”

熟悉，是因为广汽丰田每年都参
加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新鲜，“是因为
金秋车展每年带给车商和消费者的展
会侧重、参展收获等都不同。”对于
2019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林德双的期
待不比消费者少。“金秋车展每年9月
举办，刚好是金九银十的黄金时期，过
来看车的消费者很多，购车的欲望也
很强。因此，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不仅
是广汽丰田品牌宣传的重要平台，也
是我们创造销量成绩的有力平台。”林
德双说。

汉兰达、凯美瑞、雷凌、雷凌双擎、
雷凌双擎E+、C-HR、致炫、致享、埃尔
法……这些是广汽丰田今年在金秋车
展上的参展车型。林德双介绍，“广汽
丰田推出的首款新能源汽车——雷凌
双擎E+，也将亮相金秋车展，让消费者
近距离了解体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新
能源购车选择。”

林德双对广汽丰田的新能源汽车
充满信心，对海南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同样抱有期待，“在新能源汽车方面，海
南的汽车市场发展空间很大，未来还是
有很强的上升趋势。”林德双以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为例，说道：“金秋车展客流
量大、成交量高，相信对于海南推广应
用新能源汽车以及汽车销售市场发展
等，都会有促进作用。”

“今年的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广汽
丰田力争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看车、
购车体验。”林德双说。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广汽丰田海口南海店
市场经理林德双：

年年约，年年“新”

关注2019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7月16
日，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举行2019年海
口暑期旅游产品线路及琼北景区景点暑期旅游优
惠活动发布会，发布海口暑期五大旅游产品、10
条旅游线路，以及琼北区域景区景点、免税店暑期
旅游产品优惠信息。

当天，海口发布的暑期五大旅游产品有夏日
清凉亲水游、文艺穿越休闲游、海岛火山风情游、
研学亲子乐园游、美丽乡村田园游，每款产品均配
备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形成五大旅游产品、10
条旅游线路供市民游客选择。

今年暑期，以海口为辐射中心，定安、屯昌等
部分琼北旅游区域内的景区景点也同步发布了暑
期旅游优惠活动，覆盖琼北多个市县，涉及17家
主要景区景点。

（数据来自省市场监管局）制图/张昕

上半年

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系统

共接收消费者诉求85025件

（含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2526件）

同比增长

28.88%
其中

咨询61187件

投诉21122件

举报2716件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6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全省18个市县（不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29个在
用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100%。（备注：饮用水水源
为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
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

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9年7月3日

2019年6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2019 年 6 月 ，按《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评价，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
良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99.6%，
良级天数比例为0.4%，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
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
氧化碳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9年6月，空气
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和白沙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分别是海

口市、临高县和陵水黎族自治县。2019年6月全
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见右表。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7月15日

2019年6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屯昌县

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定安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1.069

1.166

1.191

1.201

1.212

1.223

1.331

1.345

1.365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文昌市

三亚市

万宁市

儋州市

澄迈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

1.385

1.445

1.447

1.468

1.480

1.488

1.517

1.641

1.740

海口供电局启用无人机
巡检输电线路
系我省首例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杨永光）7月16日，南方电网海南海口供电局
机巡二班成功完成220千伏马丘线无人机自动
巡检工作，系我省首例使用无人机自动巡检输
电线路，标志着海南电网进入无人机自动巡检
时代。

据了解，海口供电局不断深化智能技术在
输电领域的全面应用，使输电线路巡检工作逐
步由人工巡检到无人机手动作业再到无人机自
动巡检作业的方式转变。与手动飞行工作相
比，自动飞行提供了更为规范、高质量的巡视方
法，作业人员只需要安装好设备，一键起飞，飞
机便会自动执行任务，自动返航，中途无需人工
干预，既为巡检人员减轻了工作负担，提升输电
线路运维质量及效率，又降低作业成本和安全
风险指数。

7月16日上午，由共青团海口市委、海口市
少工委主办，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
的2019年海口市“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公
益夏令营之“海口历史”大寻宝第一期活动顺利
举办。近百名学生走进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共同
领略海口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感受椰城近年来
的发展变化。

本期“海口历史”大寻宝活动是“‘小历史
家’寻宝营”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旨在让孩子
们通过实践的方式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培养
动手能力和城市主人翁意识。接下来，该系
列活动还将走进海口石山镇施茶村、骑楼老
街等地。

本报记者 张茂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小历史家”
追寻椰城记忆

深入调查研究 铸牢谋事之基
◀上接A01版
把主题教育与16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以工作实绩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省国资委围绕促进国企高质量发
展、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提质增效等工
作进行调研，把阻碍海南国资国企发展
的问题搞清楚、把根源挖深，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

紧扣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也是
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迈开步子察
民情，扑下身子听民声，才能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一个
多月来，我省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的
单位狠抓调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

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认真做好蹲点
调研。

一个多月来，第一批主题教育单
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
众之所困，边调研边解决问题，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省教育厅围绕“义务教育大班额
问题”“义务教育控辍保学问题”“中小
学校教学点宽带网络接入全覆盖问
题”“高职扩招问题”“校园安全突出问
题”等矛盾集中点、重点、难点问题，

全面开展专题调研，提出行之有效的
解决办法，转化为指导工作的具体政策
措施。

省人社厅就“证明材料多”“热线不
好打”等6个方面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主
动出击，解决问题。

省人民医院聚焦群众看病难、就医
体验不好、就医流程不合理等痛点焦点
堵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调研，着力改善
医疗服务，促进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难题。

省疾控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将吃拿
卡要、违规收费、收受“红包”“回扣”、在

药品和医用设备招投标采购中违规操作
等问题作为调研和整治重点，着力纠正
不正之风。

围绕需要攻坚克难的难点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省第一批开
展主题教育的单位把开展调查研究同
省委正在部署推动的重点工作结合起
来，通过调研寻找破解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生态环保、扫黑除恶等急难险重
工作的方法，做到敢于动真碰硬、敢于
啃硬骨头。

省委政法委针对基层治理、打击侵
占集体土地、非法采砂、“套路贷”、深
化“打伞破网”“打财断血”“涉黑涉恶
人员追逃”等开展调研，指导有关市县
和部门，抓好中央督导组反馈意见的
整改工作。

省住房和城乡住建厅对老旧小区改
造、传统村落保护、农村危房改造、打击
违章建筑、治理小区“黑物业”现象等难
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围绕“多规合
一”改革、农村“三块地”改革、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强化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督

查和执法、践行“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
化”理念开展专题调研。

省医疗保障系统牢记“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的初心使命，抓好医保便民服
务、基金全省统收统支、医保扶贫等专题
调研，将深入推进全省医疗保障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特别是提升医保统筹层次
抓好抓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
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在主题教育中，我
省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的单位守好“传
家宝”，做足基本功，面对新现象新矛盾
新问题，努力拿出新办法新对策新举措，
在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征程上快马
加鞭。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