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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 ■■■■■ ■■■■■

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的亮丽名片
◀上接B01版
会展旅游消费，大力增加购物旅游
消费，拓展森林旅游消费、夜间旅游
消费、房车露营旅游消费，着力提高
小镇旅游消费，壮大婚庆旅游消费，
提升美食旅游消费，以丰富的旅游
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扩大旅游消
费，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的亮丽
名片，要创新活动方式，注重实际效

果。旅游消费既具有
个性化、多样

化特点，也具有传统消费热点的大
规模、从众式，甚至是“井喷式”的特
征。丰富的旅游产品，需要创新活
动方式来聚拢人气，才能达到实际
效果。开展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
动，要广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各
类节庆活动、会议展览、体育赛事、
优惠措施等消费活动，形成“季季有
优惠、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
大旅游大消费氛围；同时还要切实
提高旅游服务能力和水平，用丰富
多彩的活动和高质量的服务，让旅

游消费者“进得来、留得住、不想走、
还想来”。

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的亮丽
名片，要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活动成
效。省委、省政府对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做了精心组织和明确部
署，各部门各单位要层层落实责任，
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扎实开展。各地
要围绕消费做大产业、出台政策、加
强督办，量化指标考核，提升消费公
共服务便利化，净化消费市场，切实
保障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有序开

展。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对标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方案的各项责
任，做到具体化、清单化、项目化，确
保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出实效、有
实绩。

全域旅游时代已经来临，未来
20年到35年，将是中国旅游业发展
的黄金期。抢抓历史机遇，不断提
升旅游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品质
化、国际化水平，海南必将成为业态
丰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特色鲜
明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不管是在北京参加这一庆祝大会的
在琼港澳台同胞，还是旅居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琼籍海外侨胞，大家都
无比激动、骄傲和自豪。

“国强则民安，国强则侨安。每
一位远赴异国他乡打拼的海南人都
很思念祖国和家乡，繁荣富强的祖
国就是广大海外游子的坚实后盾！”

收看庆祝大会后，新西兰海南社团
总会副会长、新西兰海南青年会会
长龙登鹏十分激动，作为一个旅居
国外20多年的华侨，他衷心祝愿祖
国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经统计，新西兰共有1万多名琼
籍侨胞，祖籍琼海的龙登鹏常常通过
多种途径，把家乡的发展机遇同乡亲
们分享，“特别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
重大历史发展机遇，乡亲们知道后都

很振奋，很多人有意愿回海南投资创
业。”他说。

“受邀到北京参加庆祝大会，特
别荣耀，特别自豪！”电话那头，香港
海南社团总会会长张泰超很激动，

“特别是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坚
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
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时，我和
我身边的港澳同胞感触太多了，大家
一同热烈地挥舞着国旗。”

张泰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70
年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香港的发展与祖国的强大密不可
分。香港的明天一定越来越好！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在澳门从事投资行业的陈力深切
地感受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方针在澳门的实践十分成功，“现
在的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我
同许多在澳门的海南乡亲一样，祝
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澳门繁荣发
展！”他说。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从一个边
陲小岛发展成了现代化都市，更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不仅是海南的
发展成就，也是中国跨越发展的缩
影。”琼海大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瑞斌是新一代台湾创业青年，
在海南创业已有5年时间。

林瑞斌说，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
源，在海南他受到了亲切友好的对
待，他也常常和在其他省份发展的台
湾朋友们交流，大家都希望两岸关系
可以越来越紧密，各个领域的交流能
够越来越频繁。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宋起来 彭子娥

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三沙市组织干
部群众和驻岛军警在永兴岛电影院
集体收听收看电视实况直播。三沙
市各工委、社区，各公务船、执法船
同时收听收看。

在永兴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渔
民们自发聚集而来收听收看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实
况。渔民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阅兵
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让人备受鼓
舞，大家为走向富强的祖国而骄傲，
为能够在三沙建设，守卫祖国南大
门而感到自豪。

三沙永兴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冯明芳表示，观看阅兵仪式
后，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也让自己
更加安心地驻守岛礁工作、生活。

“通过观看这次盛大的阅兵，

我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作为
西沙守岛官兵，我们一定要守卫好
这片海，捍卫好祖国的神圣主权。”
海军西沙某水警区警卫勤务连指
导员蔡林林说。

三沙市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刘
昆表示，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
国的成就来之不易，必将激发广大
干部职工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守
好祖国南大门，中国的明天必将更
加美好。

“我们将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
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国
珊瑚礁资源调查和保护作出更大的
贡献。”自然资源部南海规划与环境
研究院珊瑚礁遥感调查队队长魏征
说道。

在三沙永乐群岛，驻岛干部群众
也收听收看了此次盛会，大家振奋昂
扬，表示将继续扎根海岛，驻守南疆，
做党和人民忠诚的卫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本报永兴岛10月1日电）

三沙军民：

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见习记者 习霁鸿
通讯员 陈创淼 陈勤

“一次次被感动，一次次被震
撼！”“从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就落
泪了！”“我为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而自豪！”看阅兵，是国庆假期第一
天的“全民活动”。

艳阳高照，红旗招展。10月 1
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石斛园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秀
英区委、石山镇的党员干部以及当
地乡贤、村民群众代表130余人端坐
在石斛园广场上，目不转睛地盯着
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大会，与全国人民一起共
庆新中国70华诞。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观看了阅兵式，我不仅领略了
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
风采，更深刻感受到中国国力的强

大，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石
山镇施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洪义乾表示，将牢记习总书记的
嘱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满腔
豪情转换为工作动力，在带领村民
共同致富的道路上继续努力奋斗，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富强！”

在海口市繁华的金龙路上，许
多海口市民自发聚集在友谊阳光城
的前庭，观看商场大屏幕上直播的

国庆阅兵式。海口市民唐小辉目不
转睛地盯着直播大屏幕，眼角有些
湿润。他凌晨4时才下班回到家，睡
了两个钟头便从家中特地赶过来看
直播。“这是祖国的大事，就得用大
屏幕和大家一起看才有氛围！”看到
动情处，唐小辉将自己电动车上插
着的小红旗拔下来，握在手里来回
挥动，“我爱中国，为祖国的强大感
到自豪！”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

海口市民群众：

“我爱中国，为祖国的强大自豪！”

我省各界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大会直播

在琼港澳台同胞和琼籍海外侨胞：

共享伟大荣光 共话美好祝福

学校师生：

心潮澎湃 振奋人心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陈

卓斌 实习生林琳）10月1日上午，我
省多所学校组织师生们通过电视、互
联网等渠道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振奋人心”“心潮
澎湃”成为大家频频提及的热词。

作为军事迷，海口市第一中学
“00后”学生陈雨岩十分关注本次受
阅的武器装备，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每次观看阅兵仪式，自己都能感
受到我国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国家
越来越繁荣，“这让我们为生于这片
土地感到更加骄傲和自豪。”

“军事实力的壮大，背后是国家
发展的日新月异。”海南大学土木建
筑工程学院2017级学生江瑞峰在校
观看了阅兵仪式，并表示：“我希望能
够脚踏实地、学好本领，将来为海南
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出一份力。”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专
业教师许昌斌说，观看了盛大的阅兵
仪式，更觉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要
倍加珍惜，“作为大学老师，我将坚持
教学育人、立德树人，教导青年学生
珍惜美好新时代，刻苦学习、积极实
践，特别是在旅游管理领域学习新知
识，练就真本领，积极投身海南自贸
试验区、自贸港建设，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继
续前进。”

旅游部门及企业代表：

倍感鼓舞 拼搏奋进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赵

优）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举
行，正忙碌在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一
线的旅游部门干部密切关注。“今天
的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富起来、强
起来，我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国内市场和节
庆处处长谢秋雄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振奋人心，阅兵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
强大军事力量，群众游行欢快热烈，
令人倍感鼓舞。

“这更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
港、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贡献力量。”谢秋雄表示。

当天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的直播画面实时出现
在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的电子
屏幕上，景区员工与各地游客驻足收
看，共享喜悦心情与震撼时刻。“历经
70载春华秋实的拼搏，中国在腾飞，海
南也正阔步向前。”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入境旅
游政策的逐步优化、国际航线网络不
断加密，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的建
设步伐逐渐加快。

东方报白村村民：

在黎村感受祖国伟大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梁昌琪 文东雅

10月1日一大早，东方市大田镇报白村村民
符芬查穿着传统的黎族服饰，来到了村委会大院。

村民集中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这让符芬查很是期待。“要看一看
我们国家是多么昌盛伟大！”

期待之余，符芬查细数了村子近几年的变化。
报白村是一个山区黎族村庄，据符芬查回

忆，过去村民不仅居住环境差，也因道路不通
畅，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民收入普遍不高。近
几年，东方市以打造“宜居乡村”为目标，致力挖
掘报白村的黎族特色文化，着力改善村民居住
环境，加快建设美丽乡村进程，让报白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富有黎族特色的民宅规划
整齐，干净整洁的村道，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
种上花梨树，绿树成荫的报白村，可谓是赏心悦
目。报白村还先后荣获“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美丽乡村”等称号。
上午9时30分许，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在

村委会大院，这其中也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国
家级传承人符林早。符林早从9岁开始学习织
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一
的黎锦织造技艺，她常学常新，不仅在家里织黎
锦，每周还到学校任教，教授学生们织黎锦的基
础知识，“现在政府对黎族的传统文化越来越重
视，为的是让黎族的传统织锦工艺能够代代相
传，这让我们特别欣慰。”

庆祝大会开始后，当电视机屏幕出现中国现
代化建设辉煌成就的场面时，报白村的黎族同胞
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本报八所10月1日电）

临高调楼村渔民：

国家富强
才有渔民安心生产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10月1日上午，艳阳天，临高调楼镇武莲
港一片祥和。9时，调楼镇调楼村渔民林严涛、
王忠、符亮金、林貌红、梁庆明等人聚在武莲港
琼临渔11568号渔船上收看央视直播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60多岁的渔民林貌红，是调楼镇渔业协会
副会长，“昨晚睡不着，想着今天收看大阅兵，很
兴奋。以前我们村有一个渔民的儿子参加过国
庆阅兵，他是从广西部队去的北京。”他说，“有
国家的富强昌盛，渔民生活现在过得很不错。”

调楼村是渔业村，有5000多户1.5万多人
口，渔船600多艘，全村盖起了4000多栋小楼
房，一栋接着一栋，像联排别墅。

琼临渔11568号船，长32米，船主林严涛
说，渔民根据流水出海，上半年主要在湛江、珠
海一带海域捕捞，下半年则主要在八所、三亚一
带海域忙碌。林严涛去年盖起了三层楼。而渔
民符亮金家的楼房已住了10年了。

看着电视上走过的威武之师，渔民感受着
国家强大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前没有武莲港，
在调楼老港，渔船要等到海水涨潮时才能出海，
2013年武莲港建成，可停泊渔船上千艘，渔民
什么时候都可以出海。”符亮金说。

据了解，24米以上长度的渔船作业，一年国
家给予的渔船燃油补贴可达十几万元，保证了
渔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像琼临渔11568号渔
船，一趟出海一般需要工人10人至12人，一般
出海8天至15天，随着人力和渔网成本的增加，
渔业生产面临着不少压力，国家的渔业作业燃
油补贴对渔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利好。

海南日报记者从临高县海洋渔业部门了解
到，临高拥有海洋捕捞渔船4235艘，渔船总数
占全省捕捞渔船数量的六分之一。全县有5个
渔业镇、13个纯渔业村，渔业人口近十万人，海
上劳力4万多人，2016年渔民人均纯收入1.1
万元。临高渔业总产量连续19年（1998年至
2016年）位居全省首位。

“国家富强，才有渔民的安心生产。渔民在
海上的力量来自于国家的强大。”这是调楼镇渔
民共同的心声。 （本报临城10月1日电）

10月1日，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朝
参村，黎族群众在家里观
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电视直
播。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收看直播
祝福祖国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30日12时-10月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良

良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48

47

1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66

64

24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