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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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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10月5日电（记者
严钰景）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五指山革
命根据地、解放海南临高角登陆纪念
馆……有“23年红旗不倒”光荣革命
历史的海南岛不仅是热带滨海旅游度
假胜地，还有“红区绿岛蓝海”的美
誉。国庆长假期间，海南各大红色景
点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专程前来“打卡”
的游客。

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70
岁的江苏游客王建国正和家人一道欣
赏园内的表演。“年轻时特别爱看红色
娘子军芭蕾舞剧，崇拜海南女性的抗

争精神，这次专门来瞻仰。”王建国说，
离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不远的北仍村、
沙美村，美丽乡村建设得非常好，博鳌
亚洲论坛会址彰显大国气象，一路走
下来更能体会革命先烈捐躯报国，美
好生活来之不易。

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革命进
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据
不完全统计，海南现有大小红色资源
近500处，其中，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海口市琼山区琼崖工农红军云
龙改编旧址、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和万宁市六连岭革命遗址等
8个革命遗址被列入全国“百个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海口-文昌-琼

海-五指山”线也被列入全国“30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

国庆前夕，海南发布了2019年海
南十佳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海南红旗
之旅精品路线，在全省范围内筹划了
丰富的旅游路线，开发出红色旅游结
合滨海、雨林、民俗、黎苗等的新旅游
资源，并针对家庭亲子游市场增设了
不少互动参与类活动，推出复合型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

据了解，国庆长假期间，游客到海
南东、中、西三条旅游线路度假旅游，
可以分别体验蓝海旅游+红色、绿色旅
游+红色、文化旅游+红色等不同主题
的红色旅游体验线路。下转A04版▶

中央媒体看海南

海南：国庆长假“红色旅游”人气旺

本报三亚10月5日电（记者况
昌勋）10月4日至5日，省长沈晓明
深入三亚市调研稳投资工作，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两个确保”百日
大行动部署要求，解决重点问题和突
出问题，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
难的决心，打好稳投资攻坚战。

沈晓明先后来到三亚西水中调

工程、大悦城环球中心、申亚金融大
厦等项目工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
详细询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
求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
设进度。在海棠湾河心岛，他详细了
解项目建设、招商情况等，指出海棠
湾需要更多这样的商业综合体，不断
丰富餐饮、演艺和文化消费业态；同

时要保留并打造若干美丽渔村，既丰
富旅游消费业态，也能拓宽渔民收入
来源。调研中，沈晓明还检查了市容
市貌，要求从广告牌、交通标识、路灯
等细节着手，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不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

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三亚市固定资产投资工作进展情况

汇报，一一研究分析存在的问题，提
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他指出，三亚
市加快投资进度，要有攻坚克难的
决心，强化担当作为，沉着应对、避
免病急乱投医，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努力实现投资由负转正的目标任
务。要解决好重点问题和突出问
题，细化责任分工，加快推进投资额

较大重点项目，抓好可提前开工的
项目。要谋划好明年的投资工作，
重视投资结构优化、提高产业项目
比重，认真研究崖州湾科技城相关
政策，站在三亚城市发展全局的角
度做好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
扩容工程项目前期工作。

童道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三亚调研稳投资工作时要求

以好的精神状态打好投资攻坚战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
海口别样“表白”祖国

本报讯（记者张苏民）10月3日和10月5日，央
视《新闻联播》连续聚焦海口，关注海口用特别的方式

“表白”祖国。
10月5日晚，《新闻联播》播出的报道说，国庆期

间，海口用一幅长210米的巨型花毯“表白”祖国，引
来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花毯采用了50多个品类
近30万束花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夜晚，在光影效果下，巨幅花毯流光溢彩，与不远处
的滨海景观带遥相辉映，楼宇、鲜花共同点亮海口城
市夜景，给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而10月3日晚播出的《新闻联播》中，则将镜头
对准了海口国家帆船帆板基地，一艘艘五颜六色的
帆船帆板，披挂着五星红旗在海面上驰骋，大家追
风逐浪，组成“70”的字样，为新中国庆生。

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华盛PC项目假期加紧施工
本报八所10月5日电 （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符

启慧 梁昌琪）10月5日，在位于东方市工业园区内
的海南华盛26万吨/年非光气法聚碳酸酯项目（以下
简称华盛PC项目）施工现场，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工
地上各种工程车辆来回穿梭，作业繁忙。

华盛PC项目既是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
（第二批）东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也是省级重点项目
之一，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方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海南
高新材料产业典范。国庆期间，为了加快项目进度，项
目建设者们坚持奋战在一线。

“国庆期间，我们仍旧实行3班倒的施工作业，保
质保量按进度推进项目。”项目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介
绍，国庆期间，项目安排了上千名工人，保障施工进度
一刻不落下。

据了解，海南华盛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总投资达
130亿元，分两期建设。 下转A04版▶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赵
优）国庆黄金周过半，我省旅游市场
热度居高不下。除了白天的旅游活
动之外，海岛露营、乘船夜游等活动
成为热点，深夜食堂、精彩演出也聚
集了大量人气，夜游成为我省假日
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

假日期间，我省不少景区和旅
游综合体加推夜场，增加夜游产品
的多元化供给，以丰富游客选择，提
升旅游体验。

南湾猴岛二期项目呆呆岛推出
第三届“仰望星空”百人帐篷露营
节，吸引大量岛内外游客。落日晚
宴、篝火晚会、趣味拓展、夜间赶海
等多项活动让游客感受到海岛的夜
间精彩，直呼过瘾。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营
业时间延长至晚8时，游客不仅能
享受水上乐趣，还能欣赏热情桑巴
舞、美人鱼表演秀等表演，闪耀夜空
的烟火秀也成为游客微信朋友圈的

“吸赞利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
夜城特别增加街区演出场次，每天
30余场环球盛装巡游供游客免费
观赏。同时，园区各游乐设施均延
长运营时间至24时，不断变换光影
的摩天轮吸引了大量人气，成为最
热打卡地。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体验正成
为夜间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4日、5日，海南省博物馆夜间
延时开放至21时，成为文化爱好者

们的好去处。据了解，海南省博物
馆10月起逢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
至夜间21时，为广大市民游客奉上
文化大餐。在三亚，《三亚千古情》
《红色娘子军》《C秀》等演出在假日
期间也备受热捧，有力地推动了我
省旅游消费升级。

每当夜幕降临，海口世纪大
桥、万绿园一带华灯璀璨，滨海大
道连栋建筑灯光炫彩变幻。除了
观夜景，游客还可以走进夜市，在

逛吃之间感受夜海南。陵水酸
粉、文昌糟粕醋、清补凉……琳
琅满目的小吃让许多游客大赞

“过瘾”。
业界人士表示，发展夜间旅游

经济，既让传统旅游资源焕发新的
活力，也创造出新的旅游吸引物、
新的文化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体验
度，有效带动购物、文化、餐饮等多
个领域的消费，刺激旅游目的地经
济发展。

海岛露营、深夜食堂、精彩演出……夜间旅游产品拓展旅游消费

越“夜”越精彩

■ 本报记者 袁宇 李关平

“1天时间，万宁市政府完成了
项目首批53.3亩用地的清表工作。”
近日，投资万宁市综合大市场项目的
海南道亨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
民信心十足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政
府的效率关系着企业的效率，企业是
否投资，信心来自海南的前景，更来
自政府的效率。

为了推动这个项目，万宁市委、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牵头属地党委、政
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到项目用地一线
企业、周边村庄群众中，调查研究情
况，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一次又一次
化解问题，清表工作迅速完成。

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两个确保”百日大会战、脱
贫攻坚工作、万宁“双创”……正成为
当地检验党员干部作风是否过硬的

“大考场”。万宁市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党员干部只有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把屁股坐到老百姓的家里、企业
的工地上，身上沾着泥土，才能换来
百姓、企业家掏心窝子。只有察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才能解决真问题
取得真实效。

巡街劳动
推动城市转形象

民生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今年6月，万宁市启动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级文明城市
（以下简称“双创”）工作，越来越多人
能感觉到——万宁在变。

乱停乱放少了，占道经营没了，
街道更加干净了……家住老城区北
门的蔡迪凡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双
创”以来，这座城市最大的变化是
人。“以前大家喝水剩下的矿泉水瓶
子随手就丢，如今只要有人见到路上
有矿泉水瓶子就要把它放进垃圾桶
里。”蔡迪凡说。

而带动变化的正是党员干部。
市民发现，一早一晚都能看到市领导
和党员干部在社区、街道巡查，还动
手清理垃圾。“上行下效，动手的人越

来越多。”蔡迪凡说。
市领导巡街参与劳动，并非走走

过场，或是刮一阵风，而是有一套制
度安排。万宁启动“双创”后全面实
施网格化管理模式，全市分为19个
大网格、143个小网格。

“全市每一个大网格由1名市领
导和1家单位为牵头，全市上下齐动，
公安交警、卫计、食药、环卫、城管等人
员，深入一线，建立责任全覆盖、管理
无缝隙、情况全掌握、服务无遗漏的网
格化管理服务体系。”万宁市“双创”工
作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乱搭乱建一度是万城镇的顽
疾。启动“双创”后，党员干部以身作
则，群众积极参与配合，乱搭乱建等

棘手问题迎刃而解。在短短一个月
时间，万城镇拆除乱搭乱建构筑物
230多处，城市变清朗了。

“通过‘双创’，我们走到了群众
中，更加了解群众的需求，进而改进
工作。”数月来，万宁市商务局局长叶
名盛带领相关工作人员驻点在万城
第二农贸市场，参与农贸市场外市容
管理，改进工作机制，制定可行有效
的管理办法，让沿街商店及市场“门
前三包”有效落实。经过治理，原本
秩序混乱的市场大变样，市民不再踮
着脚进市场买菜。商务局很快把第
二农贸市场的治理经验在建成区所
有农贸市场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下转A04版▶

万宁将各项重点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作风的“大考场”

抓好“关键少数”带动“最大多数”

国庆期间，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以“浓郁中国红”为主题，向祖国表达热爱和祝福，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到访。10月2日晚，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
城内，市民游客观看景区夜光花车大巡游表演。 通讯员 王媛媛 摄

海口：

消费品零售总额
昨超2.8亿元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5日
是国庆黄金周第五天，海口晴好的天气助推了市民
游客外出游玩的兴致，海口各大商圈持续推出丰富
多彩的促销惠民活动，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
公社等海口各大旅游景区（点）节庆主题活动精彩不
断，受到市民游客青睐。截至10月5日14时许，海
口市 A 级景区及主要景区、乡村点共接待游客
12.08万人次，主要景区门票收入238.7万元。

今年国庆假期，海口借助“国际旅游消费年”启
动之机，开展了“促消费、扩消费”系列优惠活动，海
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免税店，以及
海口各大商圈纷纷推出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抽奖、
返券、折扣、满赠形式丰富，引来游客排起购物“长
龙”，带旺海口购物游。

据不完全统计，10月5日海口消费品零售总额
约为2.83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各大商场、超
市销售总额约为2.54亿元，同比增长9.2%；餐饮业
销售总额约为2632万元，同比增长10.5%。

在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首届国潮节正
在这里举行，中国武术、近景魔术、民俗绝技等精彩
表演一一登场，市民游客掌声不断，热闹非常。而举
办的DIY国潮手工艺品活动则让市民游客可以在
现场选择制作古风团扇、民俗纸灯笼或香囊，还可领
取自己制作的国潮手工艺品，为这趟国潮之旅留一
个美好的回忆。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王媛媛

在华灯闪耀的夜空，热恋男女
乘坐着88米高的摩天轮，是何等的
浪漫和美妙——这是10月5日，来
自湖北的游客欧明昊与女朋友，在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游玩时
的难忘体验。

开发了一批特色旅游产品的不
夜城，正成为三亚新崛起的夜经济
新业态。国庆“黄金周”前5天，位于
海棠湾的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吸引
了众多游客，呈现人财两旺的强劲
态势，丰富了三亚的旅游消费业态。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是由
海昌海洋公园打造的一座集文化旅
游、休闲度假、娱乐体验、新型商业为
一体的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综合
体。不夜城拥有9个娱乐项目、1个
海洋剧场秀、30余场环球风情演艺、
4家主题餐厅、40余家商铺，将海洋
文化和海南本土文化深度融合。

“在不夜城游玩，我体会到一
种‘上天入海’的感觉。”来自甘肃
的游客褚何欣感慨地说。

“上天”，指的是不夜城中，从
海上摩天轮主题餐厅里可以饱览
不夜城街景，还有能体验270°裸眼
球幕的飞行影院。 下转A04版▶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以丰富的旅游消费业态吸引众多游客

“上天入海”不夜城

10月5日，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游客在选购
商品。国庆期间，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精心组织各
类活动，丰富消费产品及品牌以吸引游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