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从8个方面重点发力冬春瓜菜产销工作

1、提高种植潜力，稳定种植面积

2、强化瓜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严格质量检测

3、加强种子种苗市场监管，保护农民权益

4、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

5、加强瓜菜生产技术培训，强化田间现场指导服务

6、把握市场需求，种植适销对路瓜菜品种

7、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安排种植时间

8、加强信息引导和市场调研，拓宽市场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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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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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10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
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建交70周
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建交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
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向你并
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
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70年前，中朝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这在两党两国关系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朝鲜是
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
年来，在两党两国历代领导人关怀和
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传统友谊经受
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考
验，不断发展，历久弥坚，深入人心。
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不仅
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繁荣进步，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
挥了重要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朝传统友谊是两

党、两国、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
富。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
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
方针。我高度重视中朝关系发展，珍
视同委员长同志的互信和友谊。去
年以来，我同委员长同志五次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引领中朝
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
朝方携手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契
机，推动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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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刘笑非

10月6日，在儋州市那大镇东部
新区的市体育中心“一场两馆”施工
现场，工人正加班加点不停忙碌着：
10月1日刚铺好混凝土地基，6日就
已建好4栋2层80间板房。

中国建筑一局现场施工负责人
张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5亿元
建设资金到账，两三天后板房将全
部建好，新增加的几百名工人也将

进场，开足马力快速施工。”两年后，
10.67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将在这
里拔地而起，海南省第6届运动会
将在这里举行。儋州在文体方面对
海南西部地区的辐射能力也将随之
提升。

儋州按照西部中心城市定位，布
局和建设完善城市功能的重点项
目。今年确定市重点项目34个，计
划投资137亿元，截至8月底累计完
成投资101亿元，高于序时进度7.4

个百分点。今年1月至8月，儋州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1亿元；上半
年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5.3%，增速排
名全省第一。

以重点项目提升城市品质，激
发经济活力，加大城市吸引力和聚
集功能，增强儋州对海南西部地区
的辐射能力。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
说：“儋州坚持以‘全省一盘棋、全岛
同城化’的理念来谋划重点项目，全
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务求‘两
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助推儋州高
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儋州贡献。”

新政吸引投资
增强综合实力

要承担起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
市的使命，儋州亟待增强城市综合实
力。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
说：“项目建设是稳增长的主动力，瞄
准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目标，谋划
建设一批打基础、利长远、促发展、惠
民生的大项目、好项目，增添经济发
展新动力，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同
时，儋州抓好政策和制度创新，真正
通过制度创新来吸引投资。

缺少高星级旅游酒店、高档写
字楼、大型商业综合体，是制约儋州

成为西部消费中心的重要因素。今
年8月，儋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儋
州市支持投资建设大型商业综合
体、高星级旅游酒店及写字楼的扶
持政策》，对投资商予以建设资金的
支持、一次性给予运营补助等。以
好政策和制度创新吸引社会资金投
入重点项目，布局增强城市综合实
力的重点项目。

新政对社会资金有强大的吸引
力。9月18日儋州集中开工的5个重
点项目中，有2个是高档写字楼、大型
商业综合体项目。中兴广场规划建
设12栋高层办公楼、2栋商业建筑、
10栋商务办公楼， 下转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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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文城10月6日电（记者况
昌勋）10月5日至6日，省长沈晓明
深入三亚、文昌等市县检查国庆期
间旅游市场，调研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年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针对各类
游客需求，不断丰富旅游消费业态，
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开展好
旅游消费年活动，实现海南旅游高
质量发展。

国庆期间，海棠湾免税购物中
心游人如织，购物人数和销售额大
幅增长。沈晓明来到这里，了解免
税购物中心运营方式、销售情况
等。得知不少品牌门店销售额居全
国乃至全球前列，他要求进一步推
动品牌商直营等运营方式，引进更
多品类和品牌。沈晓明晚上到海昌
梦幻海洋不夜城、海棠68美食商业
街等地，了解夜间消费业态，检查服

务质量，指出海棠湾要不断完善餐
饮、娱乐、购物等旅游要素，同时运
营好免费穿梭巴士，为游客旅游消
费提供便利服务。

沈晓明来到亚龙湾热带天堂森
林公园和亚龙湾奥特莱斯小镇考
察，询问接待游客量、营收等情况，
要求有关部门为酒店和商场企业牵
线搭桥，通过互持股份等形式加强
合作，住娱购紧密结合，实现整体营

销、互利共赢。三亚市游艇旅游服
务中心推出了适合家庭、亲子和个
人的90分钟出海游产品，深受游客
欢迎。沈晓明实地调研后指出，这
种游艇旅游产品将游艇从奢侈消费
品变成大众休闲活动，成为新的旅
游消费热点。要在加强安全监管的
前提下，不断创新丰富游艇消费方
式，提高旅游收入。

沈晓明前往文昌市铺前镇骑楼

老街、中心渔港、溪北书院，查看老
街和书院保护开发，与居民亲切交
流了解沿街海产品销售情况，并听
取了铺前中心渔港规划建设等情况
汇报。他要求，要加强风情小镇规
范管理，加大打击“两违”力度，修缮
危旧骑楼，建设好中心渔港，将其打
造成具有海南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旅
游吸引物。

童道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调研旅游消费情况时要求

丰富旅游业态 激发消费活力

建设重点项目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对西部地区的辐射能力

儋州：提升城市品质 激发经济活力 我省将从8个方面
抓好冬春瓜菜产销工作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冬明春，我省将通过推进瓜菜产业
向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推进瓜菜产品向高品
质、高效益转型升级，做大做精做优冬季瓜菜产业，增
加农民收入。

据悉，我省力争今冬明春瓜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300万亩左右，总产量495万吨，出岛量357万吨，增
长0.28%。

我省将积极推广“稻—菜”轮作耕作制度，水旱田
瓜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70万亩左右；同时利用我省丰
富的坡地资源，挖掘撂荒地复垦潜力，力争坡地及撂荒
地种植瓜菜面积达到100万亩以上。

此外，我省将继续坚持以“减椒增瓜增豆”为瓜菜
产业发展基本原则，减少辣椒种植面积，发展销路好效
益明显的椒类品种，增加瓜类、豆类品种种植面积，适
当发展鲜食玉米等产业。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在冬春瓜菜生产季节前和瓜
菜上市后特别在元宵节前，要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
性地组织开展销地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情况，加强
沟通联系，巩固一级市场，拓展二级市场，实现产销两
地直接对接，并鼓励农民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瓜菜产品，
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赵
优）国庆黄金周不仅是人们出游的
好时机，也是结婚旺季。假日期
间，我省婚拍、旅拍、婚礼等婚庆消
费红红火火，成为我省旅游市场一
大亮点。

微风中摇曳的绿，沁人心脾的
蓝，纯洁无瑕的白……国庆黄金周
期间，海南日报记者在分界洲岛旅
游区看到，不管是以大海为背景，还

是以罗马教堂为场景，前来婚拍的
新人络绎不绝，摄影师按下一阵阵
快门为他们记录下浪漫美丽的时
刻。“其实我们已经在老家拍过一套
了，但是没在海南拍还是有点遗憾，
所以这次趁着假期再拍一套。”来自
江西省上饶市的一对新人说。

大海、沙滩、礁石成为定格幸福
瞬间的最美背景，而落日余晖下相
依偎的剪影、夜景中被烟火棒照亮

的幸福面庞，也成为摄影师们拍摄
的新手法。“10月1日至6日，景区婚
庆部共接待200多对前来拍摄的新
人，一些热门的取景地甚至需要排
队拍摄。”分界洲岛旅游区婚庆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

粉红巴士、白色老爷车、七彩
沙滩椅、泡泡屋、椰林秋千……以
蓝天碧海和洁白沙滩为背景，清新
文艺而又充满萌感的道具散落其

中，南湾猴岛二期项目呆呆岛成为
热门婚拍取景地。伴随着相机的
咔嚓声，随处可见情侣们相互依偎
的浪漫场景。海南陵水猴岛旅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符鹤飞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满足婚拍客
群的需求，景区增加车辆、增派人
手，并在滨海公路、海滩礁石等取
景点增加安保人员，保障婚拍客人
安全。

假日期间，摄影机构也较平常
忙碌许多。三亚拓璞柯摄影公司负
责人透露，随着婚拍市场的发展，公
司也将目标客户群体从适婚人群扩
展到整个旅游人群，推出针对不同
客群的更多套餐。

经过多年市场培育，海南婚庆
旅游在为广大爱侣见证幸福的同
时，正成为我省旅游的一座“甜蜜
金矿”。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婚庆旅游成为我省假日旅游市场一大亮点

海天之间 见证甜蜜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10月6日，三亚湾海域，一艘艘
游艇载着游客在蔚蓝的大海上遨
游，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今天有陕西老家的亲友来三
亚旅游，我陪他们体验了一下家庭
游的游艇项目，钓鱼、骑摩托艇……
大家玩得很开心。”祖籍陕西省西安
市、现为三亚市鲁迅中学英语教师
的孟俏雅高兴地说。

在三亚工作了4年的孟俏雅颇
为感慨：以前提起游艇，只会让人想
起“奢侈、高端”这样的词语，但现在
三亚推出了一批平民化、大众化的
游艇项目，让大众也有机会乘坐游
艇游玩。

“发展游艇业既要‘高大上’，又
要‘接地气’，通过市场细分满足不
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有利于游艇业
的业态升级、做大做强。”已有15年
海南导游工作经历的顾见认为，多
年前海南旅游业主要靠景区景点，
而现在推出的游艇观海等项目，让
游客不但可以观光，还提升了体验
感和参与度。

正是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多元
化需求，今年国庆黄金周，三亚市游
艇旅游服务中心推出了适合家庭、亲
子和个人的出海游产品，让游客们享

受到不同的玩海方式。例如，带桅
杆的帆船可以让游客感受升帆、压
舷、掌舵等互动体验，同时还推出了
很多水上项目，包括海钓、浮潜等。

丰富多彩的游艇出海游产品和
水上项目，成为新的旅游消费热

点。海南鸿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该
公司出海航次为 1916 次共 16871
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71.84%。

从鸿洲游艇码头的出海量来
看，2014年码头全年出海游客不足

3万人次，2018年突破50万人次，而
2019年前7个月就达到了2018年
全年的接待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
费观念的变化，加上旅游消费的不
断升级，游艇旅游逐渐成为海南旅

游经济的一大特色。”海南鸿洲海洋
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杨柳说，“相
信不久的将来，海洋牧场、海上目的
地将进一步推动游艇旅游度假的深
入发展。”

（本报三亚10月6日电）

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气”

三亚游艇旅游呈现多元化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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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中朝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各大夜市
举办活动吸引食客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10月6日
是国庆黄金周第六天，市民游客玩兴不减。截至14
时许，当天海口市A级景区及主要景区、乡村点共
接待游客10.81万人次，主要景区门票收入199.9万
元，全市旅游市场秩序井然，未接到旅游投诉，无重
大安全事故发生。

海口各大夜市举办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海
大南门夜市推出了“致青春 夜好味”特色活动，开展
一场以歌唱、舞蹈和互动游戏为主要内容的夜市消费
互动活动；琼台福地美食街则举办了“琼味音乐进夜
市活动”，开启好听、好玩、又好吃的海口夜生活模式。

海口各大商家抓住节日旺销时机，持续开展各
具特色的促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0月6日，海
口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2.82亿元，同比增长
9%；全市各大商场、超市销售总额约为2.47亿元，同
比增长9.8%；全市餐饮业销售总额约为2899万元，
同比增长10.2%。

银海杂粮街
夜间人气火爆

本报嘉积10月6日电（记者袁宇）10月5日
晚，漫步琼海市嘉积镇银海杂粮街，五谷杂粮面、高
粱椰丝粑、脆皮高粱卷、鸡屎藤粉、南瓜饼、玉米烙
……各式各样的粗粮甜点特色小吃令人垂涎欲滴，
沿街的杂粮店铺内宾客满座，生意火爆。

“杂粮街已经成为我们精彩夜生活的重要一部
分。”琼海市民张妍约了朋友一起来杂粮街品尝美食，
边吃边拍照。

据了解，银海杂粮街是琼海市嘉积镇重点打造
的特色产业街，街道长约100米，铺面有20多家。
整条街道统一打造，古朴的招牌、整齐划一的装饰顶
棚、木质的门窗等都透出浓郁的琼海特色，与杂粮的
韵味相得益彰。

海南日报记者在银海杂粮街看到，还有不少海
口游客自驾来这里品尝美食。家住海口的王芸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杂粮街的人气这两年越来越旺，这几
天每天晚上还要排队等座位。

海口

琼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