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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接待游客82.23万人次
同比增长5.7%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27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2%

其
中
海
口
免
税
店

进店总人数6217人次
同比增长98.12%
销售额 1096万元
同比增长99.27%
增长迅猛

国
庆
假
日
第
三
天

制图/许丽

海口、三亚、博鳌免税店

接待游客31205人次，同比增长37.8%
销售额5192万元，同比增长56%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谢
琛）国庆黄金周进入第三天，我省天气晴好，得益于旅
游文化产品的充足供给和各市县精彩纷呈的节日活
动，我省旅游市场日渐升温。

海口多景点成热门打卡地。湿地生态游成为市民
游客出行首选：海口美舍河国家湿地公园、秀英区永兴
镇冯塘绿园、龙华区龙泉镇涵泳村千亩荷塘等地美不
胜收，让人流连忘返。海口万绿园210米长的“壮丽
70年，与国同梦”艺术花毯、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
社景区的“向祖国表白”相框等吸睛无数，成为市民游
客争相合影的“打卡地”。

三亚各大景区活动精彩纷呈。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结合景区景观及特色体验项目，打造“稻”声祝福迎国
庆节庆主题活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用歌声、绚
丽的灯光、精彩的演艺向祖国表达祝福，吸引了上万名
中外游客到访。

昌江举办“欢乐海岸·多彩棋子湾”系列活动，陆续
开展文化长廊展示、国内外模特秀、女子乐坊弹奏等
活动，为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澄迈精心策划了“亲水狂欢”“欢动沙滩”“特色美
食”三大主题活动，组织了3公里沙滩跑、沙滩拔河、沙
滩排球、九宫格足球、水枪大战、桨板体验、皮划艇体
验、特色美食品尝、扶贫农产品展销等9项活动，推动

“旅游+”融合发展。

我省旅游市场渐入高潮

精彩活动带旺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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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两名美术教师以民族风
剪纸作品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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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今年
8月，旅比大熊猫“好好”顺利诞下
两只大熊猫幼崽。近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就此互
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两只大
熊猫幼崽的诞生值得共同庆贺。相
信它们将成为中比友好新佳话。我
高度重视中比关系发展，愿同菲利普
国王一道努力，推动中比全方位友好

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菲利普国王在贺电中表示，两

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是一大喜讯。
我对比中两国在诸多领域的良好合
作表示高度赞赏。

习近平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
就旅比大熊猫诞下幼崽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彭
青林）10月3日下午，省委书记刘赐
贵来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调研离岛
免税购物政策实施情况，并慰问国庆
长假期间坚守岗位的值班执勤人员。
刘赐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精神，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认
识并抓好购物、交通等关键环节，推动
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取得良好的经
济、政策和社会效益，为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国庆长假进入第3天，美兰国际
机场运行十分繁忙。刘赐贵一行来到
航站楼，慰问了在一线值班执勤的机
场公安、武警、环卫、安保、地勤和志愿
者等工作人员，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在美兰国际机场免税店，刘赐贵
详细了解离岛免税商品销售情况，对
免税店开展多种打折促销活动表示肯
定。

随后，刘赐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
取商务、交通、海关等部门和航空公
司、免税企业、机场等单位的汇报，研
究讨论抓好下一步离岛免税购物和进
出岛交通工作。他说，吃、住、行、游、
购、娱和度假、康养等，都是促进旅游

消费的重要元素和环节。国际旅游消
费年活动领导小组要一项项深入研
究、扎实推进，为促进旅游消费作出实
实在在的贡献。

刘赐贵强调，离岛免税购物政策
是中央赋予海南独有的优惠政策。各
有关方面都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
用足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
考虑政策和社会效益，用实际行动体
现“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
护”。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不断丰富
商品种类，坚持薄利多销，让游客得到
更多实惠，不断扩大旅游商品消费。
免税企业和机场、航空公司、酒店、景
区等要加强合作，创新方式，让离岛免
税的宣传展示进景区、进酒店、进航
班、进机场、进港口，用好离岛免税这
块“金字招牌”。

刘赐贵指出，要抓住航空和琼州
海峡两个关键节点，加快美兰机场二
期、新海港轮渡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航线、机型、轮渡班次等，简化旅
客出行流程，不断提升旅客进出岛交
通的便利性。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
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长苻彩
香、沈丹阳参加活动。

刘赐贵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调研并慰问假日值班人员时要求

用好离岛免税金字招牌 提升进出岛交通便利化
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0月3日，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调研，看望慰问国庆期间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等。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者赵
优）10月3日是国庆黄金周第三天，
我省各地的展览、演出等文化活动丰
富多彩。博物馆里看展览、老街小镇
寻韵味……广大市民游客在文化体
验和消费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省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可谓精彩
纷呈。在琼工坊，“与国同庆·活态传
承”活动特别邀请了炭画、椰雕、剪纸

等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手上绝活，让
观众与非遗活态来了一场“优雅邂
逅”。接下来两天，省博物馆还将举
办“与国同庆·琼台观戏”活动。同
时，展厅将延时开放至21时，以更好
地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需求。

我省各地的展览也十分丰富。
省博物馆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
南发展成就展，展现了海南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化，展望海南
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在中国（海
南）南海博物馆展出的《大美亚细亚
——亚洲文明展（海南）》上，黎巴
嫩、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
塞拜疆、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柬埔
寨、蒙古和中国共9个国家的207件
精品文物齐齐亮相；美在南海摄影
专题展也同时开展，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展。
海口骑楼老街则以独特的文

化腔调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人
们徜徉在老街上，除了欣赏这片被
称为反映海口历史“活化石”的南
洋风格骑楼建筑，还可以走进海口
非遗文化展示馆参观，或到骑楼剧
院欣赏琼剧表演。

琼海市潭门镇也迎来大批自驾

游客，这里有游客最爱的海鲜以及
渔家味儿。

在三亚千古情景区，许多游
客为了《三亚千古情》演出慕名而
来。海南日报记者从景区了解
到，假日期间，《三亚千古情》的演
出场次增加至每天 4 场，文化旅
游已成为游客在三亚的又一旅游
新体验。

琼工坊观非遗绝活、老街小镇寻韵味……我省文化消费市场火爆

假日新民俗 旅游新体验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鲜花装饰的墙面，干净整洁的
路面，随处可见的雕塑，古色古香的
南洋风格建筑，欢声笑语不断的市
民游客……10月3日，海口骑楼老
街充满了欢快的国庆假日氛围。老
街今年国庆新开放了海口非遗文化

展示馆、骑楼剧院，还组织了琼剧等
文化展演，积极推进文旅融合，让市
民游客共享文化大餐。

上午9时不到，骑楼老街已是熙
熙攘攘、游人如梭。票证博物馆、时
光邮局、服装店、文玩店……老街里

“文艺范”十足的店铺让游客逛兴十
足，但最热闹的“打卡”地还属国庆前

刚开业的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
展馆以“琼风遗韵·匠心传承”

为主题，通过社会、生活、生产3个方
面讲述传统戏曲、传统技艺、传统饮
食和传统舞蹈等非遗故事，让游客近
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体验现代
文明与传统文化碰撞出的新火花。

“太长知识了，参观后就像是完

成了一次非遗之旅。”全家一起出游
的湖南游客沈强说，等女儿长大一
点还要带她来这里，再次感受非遗
文化的独特魅力。

“国庆假期前3天每天海口非
遗文化展示馆都接待游客近2万人
次。”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工作人员
介绍，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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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南特色旅游吸引物

海口骑楼老街“文化大餐”引来八方客

找准特色产品
促进文化消费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来海南好几次，大海沙滩、椰
风海韵都感受过了，这次想看看‘真
正的海南’，今天在海口非遗文化展
示馆算是实现了。”来自广西的游客
沈文博10月3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这样说。

在采访过程中，值得来、喜欢
来、下次还要来，是很多市民游客
对海口骑楼老街推出文化大餐的
评价。近年来，文化和旅游的深度
融合已成为海口旅游的亮点之一，
游客出游的观念也从紧锣密鼓地
走马观花转移到了注重身心放松
的休闲体验，以博物馆、展览馆为
目的地的文化旅游也越来越受欢
迎。骑楼老街以国庆假期为契机，
将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骑楼剧
院、非遗展演等一起打包推出，找
准了特色产品，成功地促进了文化
消费。

推动文化消费离不开文化元素
特别是地方文化元素的深度挖掘。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只要在这上面
做足文章，推出令人耳目一新和值
得回味的“文化大餐”，注定会赢得
市场的青睐。

环岛高铁10月11日起
调整列车运行图

本报海口10月3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
武）海南日报记者10月3日从海南铁路公司获悉，为
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将于10月
11日零时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海南环岛高铁新列车运行图将开行“C”字头动车
组列车43.5对，较旧图增加3.5对。新图开行环岛高
铁东段本线车27对，增加1对，开行三亚至三亚环岛
列车9.5对，增加1.5对，开行海口东至海口东环岛列
车7对，增加1对。

新图分日常图和周末图。日常图在周一至周四开
行动车组列车34对，周末图在周五至周日开行36.5
对，都增加开行1.5对，主要是增加三亚至三亚环岛列
车，周一至周四由6.5对增加至8对，周五至周日由8
对增加至9.5对。

新图大幅度优化海口市郊列车开行方案：增加海
口市郊列车开行对数，最高开行61对，增加11.5对；
将发车平均间隔时间缩短至16.9分钟，最短发车间
隔时间仅为7分钟；将海口至海口东区间运行时间缩
短了6分钟，由31分钟缩短至2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