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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10 月 1 日，为期一年的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正式启动。这是
海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的
重要举措，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起步和应对消费下行压力的
重要抓手，是全力推进“两个确保”
百日大行动、优化海南经济发展结
构的重要内容，对于加快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
们要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全力以赴开展好这项活动，推
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推动旅游产业体系向休闲
度假旅游转型、促进海南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全面推动以旅游为主的现代

服务业消费增长，是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海南的具体体现。我们要深刻认
识开展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的
重大意义，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和手
段，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消费活
动，不断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
点，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进全域
旅游发展，努力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的亮丽名片。

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的亮丽
名片，要聚焦主要内容，培育消费热
点。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传
统的旅游模式方式已不能满足旅游
业发展的需要，必须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培育适合本地特色的全域旅
游发展新业态。开展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要充分利用海南优势
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消费业态，培育
消费热点。要努力扩大海洋旅游消
费、康养旅游消费、文化旅游消费、
体育旅游消费、 下转B02版▶

10月1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等领导出席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和阅兵式、群众
游行在北京隆重举行。省四套班子
及法、检两院领导在省委常委会会
议室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在会议室，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省委副书记、
省长沈晓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
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省级领导聚精
会神、集中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
众游行实况。大家始终沉浸在热
烈庄重、恢宏磅礴的庆祝氛围之
中，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
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动范例，继续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省委常委毛超峰、胡光辉、蓝
佛安、童道驰、肖莺子、肖杰、刘星
泰、彭金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许俊、何西庆、康耀红、关进平，副
省长王路、刘平治、苻彩香、沈丹

阳、冯忠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
强，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
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
晓灵、侯茂丰参加收看。

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和
广大干部群众也都以各种形式认
真收听收看庆祝活动实况。

本报海口 10月 1日
讯（记者彭青林）10月1
日上午，海南全省各地以
各种形式同步举行“同升
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共
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主会场活动
在海南广场一号楼前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赐贵，省委副书
记、省长沈晓明，省政协主
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
军等省军级领导与各界干
部群众代表一起参加升旗
仪式。

蓝天丽日下，海南母
亲河南渡江从广场之畔奔
腾流过，广场上的椰子树、
棕榈树如卫兵般挺拔而
立。由军警部队官兵、大
中小学校师生、机关和企
业干部职工、环卫工人、公
安干警、医疗工作者等近
4000人组成的14个方阵
整齐列队，共同升国旗、唱
国歌，为新中国送上生日
祝福。

上午8时，升旗仪式
正式开始。国旗护卫队迈
着整齐有力的正步，护送
国旗来到升旗台前。

“升国旗——奏唱国
歌。”随着一声口令，乐队奏
响《义勇军进行曲》，升旗手
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抛向天
空，护旗官兵立正敬礼。

全场齐声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人们
的目光始终紧紧追随着
冉冉上升的旗帜，肃立致
敬，表情庄重而自豪。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国旗升至杆顶，迎着海风高高飘
扬，激昂的国歌声响彻云霄。

省领导毛超峰、胡光辉、蓝佛安、童道驰、肖莺子、肖杰、
刘星泰、彭金辉、许俊、何西庆、康耀红、关进平、王路、刘平
治、苻彩香、沈丹阳、冯忠华、陈凤超、路志强、马勇霞、李国
梁、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驻琼军
警部队领导李谷建、张立克、王天祥参加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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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的亮丽名片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
彭青林 赵优）10月 1日晚，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启动仪式在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
星光大道举行。省委书记刘赐贵
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活动正式启动。在接下
来的1年时间里，海南将推出上
千场活动、众多优惠以及丰富的
旅游主题产品、主题套餐，为国内
外游客呈上一桌丰盛的旅游消费
大餐，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建设。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

峰，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副省长
苻彩香、沈丹阳出席启动仪式。

节日里的星光大道，璀璨的灯
光照亮夜空，国内外游客欢声阵
阵，处处洋溢着一片喜庆祥和的国
庆节日氛围。欢快的海南风情歌
舞拉开了启动仪式的序幕。在现
场500多名市民和游客的见证下，
刘赐贵等省领导共同按下按钮，启
动五彩缤纷的激光灯矩阵，标志着
从今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为期一年的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在我省各部门、各市县

正式全面启动。
毛超峰代表省委、省政府致

辞。他说，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精心谋划了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这将是一场长达一
年的欢乐盛会，通过组织开展上
千场丰富多彩的各类节庆活动、
会议展览、文化艺术和体育赛事、
促消费优惠活动等，营造“季季有
优惠、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的大旅游、大消费氛围。海南真
诚欢迎中外游客来到海南，全省
上下将以饱满的热情、优质的服
务，确保中外游客进得来、留得

住、不想走、还想来，在海南度过
一段美好的时光。

仪式上，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活动的十大主题旅游线路和十大
旅游套餐，以说唱情景剧的形式进
行了发布。启动仪式最后在《我和
我的祖国》合唱歌声中结束。

来自餐饮行业、住宿行业、交
通行业、旅行社、免税店、旅游景
区、旅游娱乐行业、乡村旅游行业
代表以及旅游服务质量管理代表
等相关行业代表共28人现场誓
师，展现了海南全省上下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号召的决心。

接下来的文化艺术展演，通过
“韵味海南”“风味海南”“潮味海
南”三个篇章，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活动涉及的13项旅游消费业态，
以歌舞表演和产品推介互动的方式
进行了精彩演绎。现场还设置了
13项旅游消费业态及海南厨房展
示空间，开展十大主题旅游线路和
十大旅游套餐推介。

作为启动仪式系列活动之一，
以“喜迎国庆 悦享生活”为主题的
全民健身夜徒活动当晚也同时举
行，活动吸引了近两千名市民游客
参加。

季季有优惠、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精彩一整年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刘赐贵宣布启动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直播盛况

刘赐贵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
彭青林）“十一”国庆假期的第一
天，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
一早走访海口的市场、超市和居民
小区，检查调研节日“菜篮子”保供
稳价工作。刘赐贵强调，各级党委
政府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落实好“菜篮子”市县长

负责制，在确保节日期间菜价整体
下降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好“菜十
条”和保供稳价各项措施，认真接
受广大群众监督，真正让群众得到
实惠，持续推动菜价稳中有降。

上午8时30分左右，刘赐贵
一行先后实地走访振兴农贸市场、
家乐福超市红城湖店、滨江华庭小
区平价菜店等地，只见节日的市场
里各类蔬菜、肉类、海鲜、水果、熟

食等琳琅满目，供应充足。刘赐贵
与市场管理者、摊贩、营业员和前
来购物的市民等深入交流，详细了
解价格变动、供应渠道、销量变化、
利润增减等情况。当了解到市场
上平价菜供应充足、肉类价格保持
稳定、“菜篮子”价格整体下降时，
他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长假第一天，不少市民提着大
包小包买菜为节日家宴作准备。
刘赐贵与满载而归的市民们拉起
家常，查看他们的“菜篮子”，了解

群众的需求和感受，并邀请大家
监督政府保供稳价，齐心做好“菜
篮子”工作，共同营造良好的节日
氛围。

调研中，刘赐贵强调，评价保
供稳价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一个
重要依据就是“菜篮子”有没有更
方便、更实惠，市民群众有没有获
得感。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落实
市县政府一把手“菜篮子”第一责
任人责任，认真接受市民监督、及

时回应群众诉求，切实把“菜十
条”和保供稳价各项措施落到实
处，持续推动“菜篮子”价格稳中
有降。要多措并举，加大外地菜
调运和本地菜供应的力度，确保
市民“菜篮子”丰富多样。要因地
制宜设立平价菜店、小区菜摊、流
动菜店等，大力推动平价菜进社
区，最大程度惠及群众。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
峰，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沈丹阳参加调研。

刘赐贵检查调研节日市场“菜篮子”保供稳价时要求

请市民监督 让市民受惠
持续推动“菜篮子”价格稳中有降

沈晓明参加

国庆黄金周首日，我省接待游客68.38万人次

旅游产品多 节日氛围浓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谢琛）10月

1日，我省迎来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全省各航空、港口、高
铁等交通枢纽运力充足，旅游产品供给充足，旅游市场秩序
井然、运行平稳，洋溢着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当天，全省旅游接待游客 68.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其中接待过夜游客39.28万人次，同比增长2.8%，一
日游游客29.09万人次，同比增长3.5%。A级景区接待游
客18.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5%，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16.12万人次，同比增长3.5%。海口、三亚、博鳌免税店接
待游客2.27万人次，同比增长27.91%，销售额4036万元，
同比增长50.3%。

当天，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在海口市观澜湖华谊
冯小刚电影公社正式启动，我省将以丰富的旅游产品、旅游
套餐和旅游线路广泛吸引游客来旅游，进一步扩大海南旅
游的知名度美誉度，拉动旅游消费增长。

海口市旅游节庆产品丰富多彩，今年国庆特别推出了
“轻奢慢游、惬意度假”“小资文艺、自由行”“看山观海、邂逅
海口”“滨海夜游、梦幻假期”“欢乐亲子、赏秋露营”“美丽乡
村、赶海摸螺”“骑行徒步赏秋、红色之旅”等七大旅游线路，
涵盖了游艇、高尔夫、滨海度假、水上乐园、海鲜美食、火山
公园、骑楼文化、乡村旅游、特色夜市等特色旅游产品，为游
客市民献上诚意满满的国庆开门厚礼。

三亚则推出了具有国庆元素的灯光秀。随着夜幕降
临，648栋建筑，53万盏灯光，高达百米的楼面上，“我爱你，
中国”“祖国万岁”等爱国标语轮番闪烁，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为期9天的2019中国·三亚第21届南山长寿文化节
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开幕。百岁长寿老人、市民、游客、
景区员工等数百人脸贴“红心”，手舞国旗，排成“70”队形，
举起“祖国万岁”的牌子，一起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别样
的方式表达浓浓的爱国情怀。

儋州市东坡书院景区开展“迎国庆免门票”“欢歌笑语
迎国庆、东坡乐坊激情献艺”“我和国旗同框”等活动，以东
坡乐坊的古乐、舞蹈、儋州调声互动等方式向游客展演穿越
时空的音画。琼海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开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画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相关报道见B04/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