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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3日12时-10月4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9

1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4

31

2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椰林10月4日电（记者梁
君穷）10月4日晚，为期5天的2019
陵水（第三届）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暨
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以下简称陵水
购物节）落下帷幕。本次购物节的展
销规模大、群众参与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不仅参展商户收获颇丰，消费者及
贫困户也获得实惠，成为陵水黎族自
治县国庆黄金周和国际旅游消费年活
动开局的一大亮点。

本次陵水购物节由陵水县政府组
织指导，陵水县商务局、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共同主办，以“爱心消费·
欢乐陵水”为主题。据统计，此次展会
5天的销售额共60多万元，其中销售
一辆新能源汽车13.98万元，光坡镇
澳洲龙虾订购约7万元，消费扶贫馆

销售3万多元。
活动展销规模大，共吸引了100

余家商家参展。分为扶贫产品、农特
美食、进口商品、旅游商贸和电商产
品、新能源汽车等展区。扶贫产品展
集中展销该县11个乡镇扶贫产品；旅
游商贸和电商产品展组织了全县相关
旅游景区、酒店、家电家具、服装、商
超、电商企业等参展；美食展集中展销
省内外风味美食；新能源汽车展组织
国际、国内知名汽车品牌（新能源车为
主）参展。保税直营商品展集中展出
酒类、奶粉、食品等进口商品。

本次活动得到了广大陵水群众的
喜爱与支持。活动开幕前一天，海南滴
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凌燕就在朋友圈高兴地写下：

“明天下午5点，等您来选购！”并晒出将
展销的扶贫产品黄金百香果与香粉
蕉。陵水县城的邓女士在当天朋友圈
里转发了海南日报的预告，并配文“赶
集咯”，邀集朋友参加本次活动。

陵水酸粉、黄金百香果、香粉蕉、
陵水粑啵、陵水椰子冻……许许多多
的陵水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吸引了大
量市民游客前来品尝、选购。扶贫产
品展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展销期间，各
乡镇的村办集体企业及贫困户每天均
有将近1000元的收入。

此外，9月30日至10月4日，建行
卡用户在指定展区使用建行“龙支付”
扫码支付，可享受满20元立减19元，这
项优惠活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参与。

陵水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已连续

举办了3届，在陵水及全省的社会影
响逐年增大，也是陵水同类活动中之
最。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该活动注重
推广宣传让更多企业和市民游客知
晓，更在于将陵水当地特色的农特产
品、扶贫产品推出，为销购双方牵线搭
桥，让好的产品有机会卖得更好。

陵水光坡镇的澳洲淡水龙虾是本
次活动上亮眼的扶贫特色产品：现场
烹饪引众人围观、购买、品尝与点赞。
仅开幕当天，光坡镇澳洲淡水龙虾订
购金额就达到7万元，并与两家采购
商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目前还有8
家正在洽谈中。

“光坡镇利用气候常夏无冬、水体
溶氧量高等自然条件优势，今年5月
启动了澳洲淡水龙虾产业精准扶贫项

目。前不久第一批成虾出塘上市，市
场反应很好。”光坡镇委书记龙靖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该镇目前正准备扩
大养殖规模，周围乡镇也准备尝试，这
需要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打响自己
的品牌，陵水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暨
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
平台与契机。

“陵水作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成
员，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滨海游、民俗
游、森林游、美丽乡村游等旅游发展都
较为成熟。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过程
的重要元素，购物狂欢节可给游客带来
别样的购物体验。”陵水县政府相关负
责人认为，陵水购物节除了推动消费升
级、助力脱贫攻坚，同时也为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的开局营造了良好氛围。

2019陵水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落幕

参展商收获丰 消费者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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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全市昨接待游客14万人次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4

日是国庆黄金周第四天，也是第88个世界动物
日，海口多部门联合主办的科普宣教活动在海南
热带野生动物园举行，海口休闲类、亲子类、美丽
乡村类景区受到了国庆出行的市民游客青睐，截
至14时许，海口市A级景区及主要景区、乡村点
共接待游客 14.37 万人次，主要景区门票收入
250.07万元。

当天，由共青团海口市秀英区委员会、海口市
秀英区志愿服务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以“保护动
物，与海野同行”为主题的科普宣教活动在海南热带
野生动物园举行，科普宣教活动包括保护动物千人
签名活动、濒危动物图文科普展、濒危野生动物标本
展示以及濒危动物有奖科普问答活动等四大板块，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参与。

据介绍，本次科普活动旨在向广大市民游客普
及动物保护知识，加强社会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呼
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野生动植物行动中来，推动
市民游客自发关怀动物，保护动物，爱护大自然。

在海口万绿园，游人如织，热闹非常，主题为
“壮丽70年，与国同梦”的210米“花毯长卷”正在
万绿园半圆广场展出，受到了市民游客的青睐。

本报金江10月4日电（见习记
者余小艳 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华
师）美食、音乐、荧光夜跑……10月4
日18时，澄迈县国庆美食之夜暨旅游
消费促销活动，在澄迈县金江镇绿地
广场拉开帷幕。活动内容新颖，花样
丰富，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集特色
美食、运动休闲、娱乐演艺为一体的节
日盛会。

当晚，提前在线上报名的市民游
客早早到达活动现场进行签到，免费
领取炫酷荧光装备，并参与了“惠聚澄
迈 国庆有礼”品美食赢大奖福利活

动。当夜幕降临，市民游客或穿戴五
彩缤纷的荧光饰品，或自行在脸上、衣
服上用荧光颜料绘画，围绕澄迈绿地
公园尽情奔跑，用特别的方式为祖国
庆生。

随后，活动会场又进行了精彩
纷呈的音乐汇演。炫酷激情的表

演，多轮趣味有奖互动、幸运大抽奖
……现场氛围高潮不断，惊喜连
连。同时，现场还设有澄迈美食小
吃展及特色农产品展销。上百斤、
多种口味的小龙虾供市民游客免费
品尝。展台上摆放着桥头地瓜、福
山向阳醇咖啡、龙吉贡米、永灵土鸡

蛋、凤梨、凤梨酥、桥头海鸭蛋等多
种澄迈特色美食及农产品供市民游
客选购。

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活动旨在通过深度
挖掘澄迈城市文化内涵，注入新的旅
游主题元素，丰富游客旅游文化体验，

带动澄迈夜间旅游消费，打造集休闲、
旅游、娱乐为一体的具有澄迈特色的
节日盛会，进一步提升澄迈旅游人气
和旅游竞争力。

本次活动由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县商务局、县供销合作社、
澄迈县金江镇人民政府主办。

澄迈举办国庆美食之夜暨旅游消费促销活动

带动夜间消费 提升旅游人气

东方

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符启慧）近日，

东方“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八所镇专场
活动在东方市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10
个乡镇、华侨经济区的贫困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集
中参展，以消费扶贫带动贫困群众增收。

在活动现场，各乡镇展台摆满了各具特色的
农副产品，包括三家镇官田顺溜鸡、红心芭乐，大
田镇兰花等特色花卉，以及华侨经济区豪猪等特
色品牌，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活动举办方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东方
市从2018年12月开始，到目前为止一共举办了5
场“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总销售额达
到208万元。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
优）炎炎夏日仍未过，赤子之火不停
息。火爆今夏的消防题材电影《烈
火英雄》延长上映至11月9日，广大
市民仍可前往影院观影，在影片所
呈现的灾难场景中感受“最美逆行”
的力量。

电影《烈火英雄》改编自蒙古族作
家鲍尔吉·原野的长篇报告文学《最深
的水是泪水》，故事源于2010年大连

新港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影片由刘伟
强、李锦文监制，陈国辉导演，由黄晓
明、杜江、谭卓领衔主演，杨紫、欧豪特
别出演，讲述滨海市海港码头发生输
油管道泄漏引发爆炸，整个罐区的原
油都顺着A01油罐往外流，流淌火步
步紧逼，爆炸造成的破坏力威胁全市、
全省……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一座
危在旦夕的城市、一次争分夺秒的驰
援，让人深感震撼。

电影《烈火英雄》是首部大规模聚
焦消防指战员，将史无前例的火灾营
救现场呈现在大银幕上的影片。据片

方透露，电影为了能够还原最真实的
场景，并没有全部都使用特效，而且采
用了1：1的搭建实景，同时为了体现
出消防员们众志成城的精神，剧组的
所有演员，从主演到群演都经历了为
期100天的消防训练。输油管线爆
炸、流淌火蔓延、滔天火浪等场景给观
众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作为
国内少有的消防题材影片，《烈火英
雄》为观众还原了真实的“伟大”与“平
凡”的消防员群体形象，为观众展现了
消防员作为普通人有血有肉的情感。
比如，有的消防员在大火后患上创伤

后应激障碍、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父
子矛盾等等，还原了有血有肉的消防
员形象。

这部“又泪又燃”的电影触动了广
大观众的情绪。“震撼，敬畏。大火焚
烧整片荧幕，炙热和窒息感让电影院
每个人犹如置身火海之中。”“他们也
是和我们一样青春正好的年纪，对亲
情爱情友情有无限眷恋，更对这个美
好的世界充满着想象和好奇，但‘消防
员’三个字，就意味着舍己为人，以及
必要时候的牺牲。”“消防员是最美逆
行者，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出现在人民

最需要的地方，用他们的汗血和生命
谱写了一首首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之
歌，他们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敬佩的英
雄。”……众多网友被影片感动落泪。

“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
重前行。”在微博上，这句对电影《烈火
英雄》的评论获得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与共鸣。

据了解，中影南方国际影城（海秀
店）10月 5日有电影《烈火英雄》场
次，观众可在影院感受影片质感。此
外，该片已上线视频平台，观众可在线
上观看。

电影《烈火英雄》演绎最美逆行

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
观影庆国庆

白沙

海南少数民族嬉水嘉年华开幕
本报牙叉10月4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 通讯员陈权）10月4日上午，2019海南少
数民族嬉水嘉年华活动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公
园广场开幕。据悉，本次活动为期三天，汇聚嬉水
嘉年华开幕式、民俗风情嬉水狂欢大游行、民宿风
情美食集市、嬉水嘉年华闭幕晚会等活动内容，集
观赏、娱乐、美食、旅游于一体。

本次活动在《祝酒舞》中拉开序幕，身穿黎族
服饰的黎哥黎妹跳起了热情欢快的民族舞蹈，展现
了黎家人好客的民族风情。紧接着，黎族长者及黎
族姑娘手持圣水同嘉宾一起参加洒水祈福仪式，让
现场市民游客感受到浓厚民族文化。随后，伴随着
动感的旋律，洒水设备现场喷水互动，数百名市民
游客之间上演泼水“大战”，只见大人与孩子们拿起
手中的水瓢、水枪，泼洒象征幸福的圣洁之水，相互
追逐、释放激情，广场瞬时变成欢快的海洋。当天，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黎族、苗族传统非遗文化展示、
销售和美食体验区域，颇受游客欢迎。

据了解，“嬉水”是少数民族表达民族情意的方
式，泼水不仅仅是一场嬉水狂欢，更是黎族群众的一
种文化传统，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次活动
由海南省旅文厅和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

文昌

国庆旅游乐购嘉年华活动落幕
本报文城10月4日电（见习记者余小艳 记

者李佳飞）10月4日晚，围绕文昌美食、国庆亲子
旅游、机车文化等内容开展的文昌国庆旅游乐购
嘉年华系列活动圆满落幕。3天10项活动轮番
上演，精彩纷呈，集中展示了该市旅游城市形象、
商业服务、本土特色商家品牌及产品，吸引了五湖
四海的游客。本次活动在微博、微信等进行话题
营销，截至10月4日，微博话题#文昌国庆旅游乐
购嘉年华#话题阅读量突破208万次。

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文昌市文城镇就业饮
食一条街作为活动主会场，同时分设霞洞路海鲜一
条街和500里路美食公园作为两个分会场。分会
场旨在打造文昌“夜经济”示范点，融入文昌海鲜体
验游、机车展示、机车文创秀、爵士乐、真人秀等特
色表演展示。2019年第二届文昌国际机车旅游
节“‘机’遇文昌·赋能未来”机车巡游发车仪式在
文昌椰子大观园同步举行。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嘉年华活
动致力于将文昌旅游消费品牌营销辐射至岛内
外，提高文昌消费的知名度、美誉度，推动夜间经
济、美食经济等主流消费领域发展。发掘文昌旅
游文化内涵，以文昌美食文化、俊秀美景为支点，
推出系列活动，打造文昌旅游新名片。

10月3日，三亚旅游迎来客流高峰，南山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10月3日，小游客在海口火山
口地质公园亲子乐园体验火山攀爬
体验、空中丛林穿越等游乐项目。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熊丽 摄

10月2日晚，游客在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参与红色体验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0月4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免税店，旅客正在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