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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旅游产品 加强营销合作

全域旅游目的地优势渐显

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文昌苦练景
区建设“内功”，今年以来，成功创建春
光椰子王国、铜鼓岭两个国家3A级
景区，同时稳步推进宋氏祖居创建国
家3A级景区，目前已通过初评。

此外，文昌龙楼镇获评海南省旅
游小镇，好圣村、龙泉乡园等一批5椰
级乡村旅游点相继创建成功，鹿饮溪、
云卷云舒、海暇1号等一批精品网红
民宿深受好评。

为扩大知名度，文昌今年还成功
举办2019海南文昌（曼谷）旅游城市
推介暨文化交流活动，先后组织旅游
企业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
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北京、重庆、澳
门、台湾等地开展旅游宣传推介。

与此同时，文昌成功举办 2019
年文昌市全域旅游发展论坛暨文昌
市旅游推介会，围绕铜鼓岭、航天科
普中心、孔庙等核心景区和相关配
套，整合旅行社资源，对外发布6条
精品旅游线路并落地揽客，推动了文
昌全域旅游多方合作。

随着海文大桥、文琼高速公路相
继通车，文昌旅游热度持续升高。国
庆节期间，每日有大量自驾游客途经
海文大桥到铺前领略历史文化名镇
风采。铺前骑楼老街人山人海，旅游
商品琳琅满目，斗柄塔、木兰灯塔等
地游人不绝。

深入挖掘特色 推出丰富活动

拓宽旅游消费品牌知名度

国庆期间，为营造浓郁节日氛

围，丰富游客假期生活，文昌各大
景区、酒店纷纷推出国庆节期间
大礼包及各种游乐性、趣味性、参
与性和体验性较强的旅游活动及
项 目 。 其 中 ，铜 鼓 岭 景 区 推 出

“齐聚铜鼓岭 欢庆 70 周年”景区
游 园 活 动 ，春 光 椰 子 王 国 推 出

“买一送一”优惠活动，航天科普
中心推出“与国同庆 70 年，文昌
航天伴您行”门票优惠活动，航
天科普馆推出“我和祖国共成长”
系列科普研学活动，龙泉乡园推
出大胃王、水上冲关等特色乡村
体验活动项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 2日
至4日，文昌市组织举办2019年文
昌国庆旅游乐购嘉年华活动，推出
2019 年海南文昌鸡美食文化节和
第二届文昌国际机车旅游节两个

主题活动，得到多家媒体持续关
注，社会反响良好。

此外，文昌名特优商品展、非遗民
俗文化展、文艺演出、乐遇紫贝欢享之
夜……一个个旅游文化体验项目，深
受游客和市民好评。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国庆乐购嘉年华活动致力于
将文昌旅游消费品牌营销辐射至
岛内外，提高文昌相关品牌的知名
度、美誉度，推动夜间经济、美食经
济等主流消费领域发展。同时，深
入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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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负责人表示：“未来文昌发展前
景广阔，发展机遇很多，欢迎岛内
外人士到文昌旅游，欢迎各界优秀
企业到文昌投资置业。”

“丰富旅游产品+多样营销活动”引发旅游消费热潮

国庆黄金周文昌旅游人旺财旺 文昌市现有4家国家3A级景区：

文昌孔庙、椰子大观园、铜鼓岭、春光
椰子王国。此外还有宋氏祖居、航天科普
中心等知名景区。

广告

供 求
遗失声明

洋浦湘情水缘休闲中心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3003001009-01，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4301
24198907172226C1，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洋浦诚盛通船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付晓军不慎遗失儋州中润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

南海花岛，房号：3-423-2605，时

间：2016年 12月 27日，金额为：

641394元；声明作废。

▲陈红雨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建筑工程）注册证书，注册编

号：琼246060800456；证书编号：

00190456声明作废。

▲陈照国遗失医师执业证书，编

号:X10469028000057，现声明作

废。

▲陈照国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号:

201446X1046002819800805083

7，现声明作废。

特价转让
海甸岛和平大道世博大厦第三层
整层建筑面积852.84m2商业房产
转让，不限购。卖方包税包过户，
价格面议！电话：18089774055

认尸启事
2019年9月26日中午14时26分，
在三亚湾西岛附近海域发现一具浮
尸。死者为男性，身高约1.69米、
年龄约40岁、中等身材、全身只穿
一件蓝色带纽扣上衣。望广大人民
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凡发现有类似
人员失踪，请及时与三亚海警局联
系。联系人：刘警官15120682105。

三亚海警局 2019年9月28日

遗失声明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遗失《海

南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

批，票据号如下：0319803682、

024037829X、 0329632207、

0329632223、 0407205519、

040720572X。声明作废。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2019年10月8日

▲本人张慧珺，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1份，楼盘名称：中

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325栋402号

房，编号：HHD5065277,金额：

47209元，特此声明作废。

▲林克豪遗失三亚中升宏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据一份，编号

0000369，金额：1000元，特此声明。

认婴公告
本人于2013年 8月 20日早上6：
30时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群路段
（南平农场响水村牌路口旁）拾到
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身体无任
何特征，健康，现住陵水黎族自治
县新村镇盐尽村委会十六组，望孩
子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
证 件 与 崔 传 武 联 系 ，电 话 ：
18889380573，即日起 60天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依法安置。崔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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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不愧是文化之乡，
这里不仅有椰风海韵美
景，更有古色古香的明清
建筑、启蒙益智的孔子学
堂，以及别具特色的非遗
民俗文化和美食，让人满
足，此行不虚！”10月7日
上午，结束在文昌数日行
程的山东游客陆林新高
兴地表示。

航天文昌，魅力侨
乡。一直以来，作为海
南岛东海岸上的明珠
——文昌以其丰富的旅
游文化资源深深吸引着
岛内外的游客，是人们
度假旅游休闲的热门之
地。尤其今年以来，随
着海文大桥、文琼高速
公路通车，文昌旅游交
通环境日益改善，旅游
各项经济指标呈现更好
的发展态势。

据统计，刚刚过去的
国庆黄金周，文昌全市接
待游客24.23万人次，同
比增长16.30%；旅游总
收入1.01亿元，同比增长
14.42%。其中，过夜游
客 7.19 万人次，同比增
长10.74%；过夜游客旅
游收入5034万元，同比
增长10.27%。

（策划/撰稿 李飞 图片由文昌市旅文局提供）2019年海南文昌鸡美食文化节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

游客参加文昌国际机车旅游节。

文昌非遗民俗文化展受到国内
外游客欢迎。

2019年海南文昌鸡美食文化节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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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5日晚，经辗转万里、昼夜
兼程，海口市公安局专案组从云南沧
源中缅边境将刘某杰（男，28岁，福
建安溪人）等18名涉嫌在缅甸佤邦
邦康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嫌疑
人顺利押解回琼，这只是海口警方
扎实做好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
安保维稳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海口市公安局在省公安厅和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紧紧围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
安保维稳工作这一主线，坚持最高
标准、最严要求、最周密措施，狠抓
防风险、保稳定、护安全各项工作的
落实，全市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重大安全事故，大庆安保维稳工作取

得圆满成功。1月-9月，全市刑事案
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8%，国庆期间
总体警情同比下降8.5%，社会大局继
续保持平稳向好。

坚持超前谋划
以最高站位组织推进

大庆安保维稳工作

今年年初，海口市公安局成立
了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领导
小组，设立总指挥部，制定了安保维
稳工作总体方案、评比考核方案和
督导方案，配合省厅举办70周年大
庆安保维稳誓师大会，召开全局“践

行新使命、忠诚保大庆”主题活动动
员部署会及系列相关会议，对70周
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层层进行部
署，级级压实责任，全警全力以赴开
展安保维稳工作。海口市公安局其
他党委委员按照分工，下到挂点单
位开展督导检查，有力推动了工作
落地落实。

坚持以面保点
以最大力度严防发生

安全事故

根据制定的安保维稳工作总体
方案，海口市公安局启动最高等级巡
逻防控机制。充分整合巡控、特警、

交警、城警、派出所、武警等力量，实
行“定点执勤、动中备勤、警便合勤、
武警联勤”，发动全市29家保安公司
组成“保安联盟”开展延伸巡逻，最大
限度把警力摆到街面，提高见警率、
管事率、震慑力。

先后在海口全市范围持续开展
了6次统一清查行动，累计共出动警
力5000余人次，在辖区设置固定、流
动卡点63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59名、逃犯10名。同时严查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7月以来，共查处酒驾
107起、醉驾48起、无证驾驶89起，货
车超载、超限60起，全市没有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

国庆节期间，海口警方提前发
布交通出行提示，交警部门全员上

岗，采取“远端、中端、近端”管控措
施，引导市民游客安全出行，确保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同时主动与各区
以及文旅、消防等部门沟通，从严从
细做好大型文体活动和旅游景区安
保工作，确保大型活动安全有序。7
月 份 以 来 ，全 局 出 动 安 保 力 量
10430 人次，圆满完成各项安保任
务56次。

此外，加强危爆物品管理，采取
与行业领域专家联合检查的模式，在
全市进行危爆物品专项检查，检查从
业单位61家，集中统一销毁各类非法
枪支 42支，子弹 2885 发，仿真枪 3
支，管制刀具276把，及时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

（策划/海宁 撰文/张天坤 海宁）

国庆期间海口平安祥和
总体警情同比下降8.5%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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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民警帮助市民游客。
图片均由海口警方提供

今年1-8月

文昌累计接待游客达233.57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7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5个
百分点。

实现旅游总收入 11.1亿元，同比增长
18.29%，比全省平均水平高8.4个百分点。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 169.9万人次，同
比增长 12.49%；

过夜游客旅游收入9.38亿元，同比增
长 19.19%。

一日游游客 63.67万人次，同比增长
9.97%；

一日游收入 1.72 亿元，同比增长
1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