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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月4日同几内亚总统孔
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几内亚是
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建交60年来，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双方始终真诚友好、相
互支持，成为中非团结合作典范。
我高度重视中几关系发展，珍视中

几传统友谊，愿同孔戴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
把握好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
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巩固友好
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推动中几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

孔戴在贺电中表示，几中建交
对非中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
期以来，两国始终保持特殊友好关
系，是非中友好合作的缩影。几方
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
方共同努力，巩固传统友谊，落实好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
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
入发展。

习近平同几内亚总统孔戴
就中几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香港10月4日电（记者刘明洋）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召开特别行政会议，会同行政
会议决定，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
规例》，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止暴制乱。

林郑月娥强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不等于
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下赋予
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出现属紧急情况或危害
公安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其
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近期香港的情况就是属于
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

林郑月娥表示，之所以要订立“反蒙面法”，是因为
过去4个月进行暴力破坏的示威者几乎全部都是蒙面
的，目的是隐藏身份，逃避刑责，因此也变得越来越肆
无忌惮，订立此法有助警方执法。《禁止蒙面规例》将于
10月5日零时起生效实施，违反规例人士最高判处罚
款2.5万港元及监禁1年。 （相关报道见A03版）

香港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今日零时起生效实施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
优）国庆黄金周已过半，海南各地阳
光明媚、风和日丽，广大市民游客出
游热情持续高涨，自驾游、周边游
成为假日旅游市场的新亮点。田
园观光、乡村骑行、享农家味……
乡村游越来越受青睐，正在引领旅
游新风尚。

“如果只知道海边踏浪，那你真
的落伍了，这里的乡村很好玩。”海
口市民关娜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自

己的乡村之旅。趁着假期，关娜带
着几家岛外来的好友一起到白沙罗
帅村，这里的美景、美食都让朋友们
感到耳目一新。

田园村落、渔村风情、耕读生活
……在海南，乡村旅游度假有了更
多玩法。

珊瑚石院墙的斑驳印记，海上
书屋里的慢时光，文创馆里的清新
悠然，民宿主人的淳朴热情……这
个国庆黄金周，三亚市天涯区西岛

渔村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人
文风情，吸引了大批游客，尤其是村
里的民宿十分受欢迎。来自湖南的
游客李娟选择住在渔村里：白天在
景区里潜水、坐摩托艇；晚上入住民
宿，品尝当地渔民捕捞上来的海鲜，
深夜听着海浪入眠；第二天，再慢悠
悠地逛逛渔村，抚摸斑驳的珊瑚石
墙面，听听西岛女民兵的故事。而
位于海边的海上书屋则给了她一个
大大的惊喜：“紧挨着的三条船布置

成书屋、茶室、船宿三种空间，渔船
在海浪上轻摇，海风中夹着书香，真
是别处没有的体验！”

乡村里除了渔村风情，还有艺
术魅力。

在琼海市博鳌镇南强村，凤凰
客栈这几日显得十分热闹。在游客
们看来，包下一家民宿，大家住在一
个院子里，既能感受乡村的宁静安
逸，又能体验到不同于酒店的个性化
住宿，南洋风格的琉璃旧窗、木门、神

龛、雕花床和梳妆台，营造出一种时
空穿梭之感。“住店的客人可以在村
里探寻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作品，傍
晚在共享书屋里品茗阅读，还可到艺
术沙龙泼墨挥毫。我们希望通过乡
村的独特内涵以及文化得到游客情
感上的共鸣，为游客带来不同的度假
体验。”凤凰客栈负责人史庆杰说。

本土文化显魅力，青山绿水见
乡愁。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点逐渐
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田园村落、渔村风情、耕读生活……乡村游引领旅游新风尚

回归乡野 诗意栖居

■ 见习记者 习霁鸿
本报记者 计思佳

10月3日上午，位于海口市火山
口国家地质公园附近的开心农场度
假村游客如织，来往车辆络绎不绝。

农场入口处是一个小型的国庆
农夫集市，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新鲜
的小白菜、带着泥巴的白萝卜……
近10种“火山蔬菜”摆在桌上，吸引
了许多游客驻足。

海口市民王蓉听闻开心农场国
庆有特别活动，家里12口人一早便
从市区驱车赶来。“这里的土地种出
来的蔬菜用清水煮都是甜的，别处
买不到，而且还不贵！”王蓉右手腕
上挂着一袋小白菜、一袋玉米，右手
拿着刚买的一袋豆角，还腾出左手
去品尝黑豆腐脑，“味道真棒！”

“集市国庆假期每天都开张。”农
夫集市组织者黄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来摆摊的都是附近的村民，“既方

便游客，还能帮助村民增收。”
这里有许多特色产品名气不

小，开心农场于是正好“借题发挥”，
将黑豆腐等广受游客欢迎的产品元
素加入到游玩项目中，让游客体验
自磨豆腐的乐趣。

“我有一片菜地，阳光充足，虫
鸟常来！”顺着一块醒目的招牌，海
南日报记者来到农场的有机菜地。
来自海口的阮小雪和闺蜜们带着各

自的萌娃正弯腰摘菜，5岁的王怡
铃和小伙伴们戴着小草帽，干得十
分起劲。

“火山地区土壤富硒，这里生长的
蔬果也都是富硒的健康食物。”海口开
心农场温泉度假村负责人孙一心介
绍，开心农场深挖这一优势，开辟了这
片有机菜地，供游客自行采摘。

火山石被誉为“会呼吸的石
材”，能够自行调节空气湿度。开心

农场也利用这一点，建起一排火山
岩客房，让游客在睡觉时也能感受
到火山岩的独特魅力。

河北游客赵明灯和朋友们正是
被这一点吸引而来。“我们从没住过
火山岩的房子，所以特别想来体验
体验。”赵明灯说，“睡得特别香。以
后有朋友来海南，肯定还会推荐他
们来这儿体验一下。”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自磨豆腐自摘蔬菜、住宿火山岩客房……

海口开心农场:好吃好玩好开心

■ 见习记者 习霁鸿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结束时，已
是 13 时，正是一天当中最晒的时
候，也是许多人午休的时间，却依然
有大量游客不断涌入开心农场，足
见其魅力。

开心农场深藏于乡村，半掩于

葱翠之间，大量采用的火山岩为其
增添了一份古朴韵味。充分挖掘了
地方特色优势，以大自然为主题，结
合当地石材与食材特色，建造火山石
特色客房，提供石山镇特色餐饮，设
置自磨豆腐、自摘蔬菜等多种体验式
项目，打造出老少咸宜的休闲度假空
间。挖掘特色、创新产品，正是开心

农场吸引游客的法门。
特色，是一处旅游点从日益丰

富的旅游市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
因素。只有富有特色、别具一格，
才能精细化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式
深耕旅游项目，打造出让游客深感

“值得来、喜欢来、下次再来“的旅
游景点。

深挖特色让游客“下次再来”

■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美极了，这就是大公园！”10
月3日上午，在琼海市博鳌镇沙美
村，海口市民李东旭拿着手机不停
地拍着田园风光。他一大早和亲朋
好友一起，从海口驱车1个多小时来
到沙美村，期待过一个远离城市喧
嚣、安逸舒适的假期。

刚下车，葱郁的绿意便扑面而
来。“这样的原生态美景难得一见，
真是不虚此行。”在全长约1.8公里
的海滨长廊上散步，李东旭不禁发
出感慨。海滨长廊外是沙美内海生
态湿地，碧波连天，长廊内是沿山而
建的村落和特色民居，错落有致。

沙美村位于博鳌镇南部，面朝
生态优美的沙美内海，远眺烟波浩
瀚的南海，被九曲江、龙滚河环绕，
同时拥有山峦林野风貌、南国田园风
光、丘陵村落景观和海河湖泉景色，
集“山水林田湖海”生态景观为一体。

国庆假期，沙美村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游人或是在海滨
长廊漫步，或是在山水田园间畅游，
或是游走于村庄民宿之间，享受着
自己的宁静安逸之旅。

“现在沙美村已经是网红村了，
村里4家客栈周末或节庆假期基本
都客满，住宿要提前预定。”沙美村
党支部书记冯锦锋说，沙美村已建
成“五谷丰登杂粮”“沙美渔人饭店”

“琼海公道”“怡然轩”“小螺号清吧”
“祥勋客栈”和“望海居”等15处旅
游产品服务业态，涵盖餐饮、民宿、
书吧、集市、电商等多个方面。

（本报嘉积10月4日电）

琼海沙美村集“山水林田湖海”
生态景观为一体

“网红村”
引八方客打卡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谢琛）10月4日是
国庆黄金周第四天，我省各市县各
景区旅游活动不断出新、精彩纷呈，
旅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随着各旅
游项目的游客参与性和体验性大大
增加，游客体验值高、满意度高。

为加强假日旅游市场服务保
障，省旅游市场各督导组在各自辖
区开展检查工作，就海上娱乐、潜水
旅游、旅游厕所、旅游购物等进行检
查和监督，暂未发现存在“诱导消
费”“强迫消费”等违反旅游法律法
规的情形。

国庆黄金周过半

我省旅游市场热度攀升
全省接待游客 75.64万人次，同比增长6.3%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8.81万人次，同比增长 13.0%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 本报记者 袁宇

迎面是一栋四四方方的建筑楼，楼上楼下、楼内楼
外到处是忙碌的工人，制作背景墙，铺设门前广场地
砖，还有1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10月4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莱富凯
尔医学中心项目现场看到的情形。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在11月中下旬试营业。于
是，尽管正值国庆假期，为保进度、抢速度，确保工程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施工工人仍是奋勇争先、坚守工
地，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年近五旬的杜庆斌是四川南充人，今年4月份进
驻施工现场后就没回过家，主要负责花池景观和车道
施工。“施工很顺利，正按照工期的要求推进。”杜庆斌
说。在他身后不远处，工人们放线测量、运输砖石、涂
抹水泥，配合有序，“大战”正酣。

10时许，在烈日炙烤下，气温不断升高。弯腰施
工十几分钟后，杜庆斌站起身伸伸腰，用袖口擦了擦脸
上的汗水，说：“最热的天气已经过去了，大伙现在铆足
干劲，要在11月前做完收尾工程。”

莱富凯尔医学中心室外施工如火如荼，室内装修
也稳步推进。从江西宜春来的李意江夫妇已经在这里
当木工1年多，现在主要制作室内装修使用的硬包背
景墙。

“目前主要是对室内装修以及室外绿化进行施工，
近40名工人国庆假期坚守工地，在岗位上为新中国庆
祝生日。”莱富凯尔医学中心相关负责人郭涛介绍，该
项目总投资3亿元，是一家综合性医院。

莱富凯尔医学中心项目的快速推进，是乐城先行
区贯彻落实“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的缩影。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为了顺利推进先行区内项目建设，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强化服务理念，通过代办、跟办等方式，为
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服务项目建设。

（本报嘉积10月4日电）

为确保工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博鳌乐城先行区假日施工忙

A04

国庆假期前4天

国内游客
超5.4亿人次

莱富凯尔医学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忙碌。
本报记者 袁宇 摄

➡ 国庆假期，海口石山镇火山口附近的开心农场，
游客在这里快乐骑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10月4日，游客在琼海市博鳌镇沙美村的民宿享
用午餐。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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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6016万元，同比增长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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