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导读

B02

三名科学家分享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抛弃库尔德盟友
特朗普得失几何？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局地有小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0℃ 最低24℃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0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20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己亥年九月十一 廿六霜降 2019年10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011号 9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谢琛）记者10月8日从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国庆黄
金周期间，全省接待游客400.71万人
次，同比增长5.8%，实现旅游总收入
76.73亿元，同比增长11.5%。

10月1日，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年活动正式启动，我省陆续推出各
类活动、众多优惠以及丰富的旅游
主题产品、主题套餐。假日期间，文
化旅游、夜间旅游、游艇旅游等备受
游客青睐，来我省旅游的中高端游
客占比进一步提升，消费水平显著
提高，带动旅游收入较快增长。

“爱国”成为节庆活动主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
省举办多场市民和游客可共同参与
的特色主题活动，“爱国”成为国庆
黄金周旅游市场的一大主题。省博

物馆、省图书馆和海口市民广场均
举办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
列活动；三亚市推出了具有国庆元
素的灯光秀，“我爱你，中国”“祖国
万岁”等爱国标语轮番闪烁，表达对
祖国的热爱；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举
办了“庆丰收、迎国庆”丰收大狂欢；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海口观澜湖
度假区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献礼
活动，通过组织大合唱等形式为祖
国献礼。

我省别样“表白”祖国方式也频
频获得央视关注。10月2日，央视
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栏目报道了三
亚市民游客参与快闪活动和三亚天
涯海角景区用巨型五星红旗、海上
横幅等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的活
动；10月3日晚，《新闻联播》报道了
海口国家帆船帆板基地在海面上组
成“70”字样为祖国庆生的活动；10
月5日，《新闻联播》还报道了海口

用一幅长210米的巨型花毯“表白”
祖国等活动。

文化消费夜间消费活跃

假日期间，位于海口骑楼老街
的海口非遗文化展示馆成为市民游
客津津乐道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制
作精良的琼剧戏服、3D公仔戏台、
黎族姑娘现场织锦等非遗文化吸引
大家驻足观看、拍照留念；世界经典
原版音乐剧《猫》首次到海口演出，
截至10月3日，《猫》在椰城连续上
演8场，场场座无虚席；为期四天的
2019第七届CCAF中国海南游戏
动漫博览会也在国庆长假期间举
行，展会包含动漫电音节、全职高手
舞台剧点映、剧本解谜等丰富多彩
的子活动，通过展示新型娱乐模式，
极大增强了公众参与性和趣味性。

这个黄金周，全省各地“夜经济”

十分活跃。海口海大南门等各大夜
市纷纷举办夜市评选活动，宣传和
推荐海口夜市特色美食及夜市文
化。9月30日至10月4日，海口夜
市累计营业收入额超过 1300 万
元。三亚亿恒夜市、琼海“杂粮一条
街”、博鳌湾餐酒吧、儋州那恁路夜
市等地游客络绎不绝，品美食、赏夜
景成为游客的旅游新体验。

产品创新升级获市场肯定

为了适应多样化的游客需求，
三亚推出了适合家庭游、亲子游等不
同特色的游艇旅游产品，配套推出海
钓、浮潜等旅游产品，更好地丰富游
客出海体验。10月1日至6日，仅海
南鸿洲海洋旅游有限公司出海航次
就达1916次，共16871人次，游客量
同比增长71.84%，游艇旅游已成为
海南旅游的新增长点。

旅游产品方面，一批以三亚·
亚特兰蒂斯为代表的高星级酒店，
通过产品创新、设施配套，成为“景
区化”的度假旅游目的地，不仅一
直保持高开房率，而且人均消费大
大提升。据抽样调查统计，在三亚
旅游区域选择上，选择亚龙湾、三
亚湾、大东海、海棠湾、崖州湾等五
大湾区的占89.85%，选择市区的占
7.2%。与此同时，一批以蜈支洲岛
为代表的高A级景区，通过产品创
新、设施完善，成为“复合型”旅游
休闲目的地，游客量明显提升。截
至 4 日，蜈支洲岛接待 4.21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25%；亚特兰蒂斯
（水族馆、水世界、海豚湾）接待
4.97万人次，同比增长6.16%。从
近几个月旅行社业界陆续推出的
旅游新产品可以看出，“产品组合”

“主题套餐”正成为旅游业界的共
同行动，旅游消费质量明显提升。

省发改委调整一批
行政审批事项
取消4项，更名3项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近日，省审改办牵头对省级
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新一轮清理。经省政府同意，省
发展改革委取消行政权力事项4项，更名行政权力事
项3项。

取消的行政权力（行政许可）事项包括：跨市县水
利工程供水价格审批；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审批；
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审批；4A级以上（含）利用公共资源
建设的景区门票价格以及景区内游览场所、交通工具
等另行收费项目价格审批。

更名的行政权力事项包括：“民办高等学历教育收
费标准审批”更名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学历教育收费
标准审批”；“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及教辅材
料印张单价和零售价格审批”更名为“列入中小学教材
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
张单价和零售价格审批”；“民航机场延伸服务收费审
批”更名为“民航机场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审批”。

国庆黄金周我省实现旅游总收入76.73亿元，同比增长11.5%

消费热力助燃假日经济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许磊 杨小甲子）海南日
报记者10月8日从省委巡视办获悉，
经省委批准，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对
省委宣传部、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省公安厅、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省林业局、省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妇
女联合会、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台
湾同胞联谊会、海南医学院、省建设项
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12个
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乐
东黎族自治县、临高县党委进行巡视

“回头看”，同时对30家进驻省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单位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和
审批情况开展专项巡视。

日前，9个省委巡视组已全部进
驻上述单位并召开动员会，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
述，通报有关工作安排，对做好巡视工
作提出要求。

省委各巡视组长表示，巡视组将
坚守政治巡视定位，重点检查被巡视
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党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情况，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况，落实巡视、
审计、主题教育整改情况，纠正政治偏
差，净化政治生态，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巡
视办负责人强调，开展巡视是被巡视
党组织和省委巡视组共同的政治责
任，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共同完成
好巡视任务。

下转A02版▶
（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见A02版）

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全部完成进驻
向社会公布巡视组联系方式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梁振君
通讯员 张可 肖一亮

10月7日下午，一场毛毛雨骤
至骤停。在海口市国兴大道日月广
场免税店内，来自不同地方的“剁手
党”们正专注于各自的“扫货之旅”。

“墨镜和护肤品是给我自己买
的，另一个袋子里的零食和其他东西
是给朋友带的，节日优惠多，抓住机
会多买点。”广东游客王鑫君拎着两
个购物袋，打算再挑一些免税商品。

店内“满4000元返1000元无

门槛现金券”“国庆会员双倍积分”
等大小不一的宣传牌，带动着大家
的消费热情。逛柜台、挑尖货、领优
惠，节日的热闹气氛和促销活动让
消费者们买得不亦乐乎，也让店内
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香化柜台收银员文银虹和值班
同事当天已站了7个小时。在换班
之前，这位动作利索的姑娘一直保
持着笔挺站姿，站在柜台后，挪步装
货、核对打单，为前来购买免税商品
的顾客细心算好每一笔消费账单。

“我们国庆7天休息一天，其余

时间都轮班在岗。”文银虹说，虽然
是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但店内的客
流量依旧不减。

据了解，针对国庆黄金周，海口
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了满赠、满返、价
随量变等主题促销活动，吸引了不少
上岛游客及出游的本岛居民。多项优
惠活动和贴心购物服务，为免税店带
来了持续不减的“热度”和“满意度”。

“免税店的购物体验很好，扫一
下二维码就可以显示本人名下购买
过的所有免税商品，然后自动累计金
额并返优惠礼金，方便我们这些赶飞

机的顾客，值得点赞。”来自杭州的游
客孙先生带着妻儿，在店内收获了不
一样的购物体验，他说下回来海南要
专门安排时间逛免税店。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有关负责
人介绍，国庆黄金周期间该店整体
销售向好，相较于9月中下旬进店
人数增长48.3%，营收增长90.1%，
其中店内香化品类、手表类产品最
受广大消费者欢迎。

免税购物为我省国庆旅游消费
“添薪旺火”。据海口海关8日初步
统计，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我省4家

离岛免税店共计实现免税销售额
3.91亿元，增长62.92%；购买人数
8.44万人次，增长24.67%。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后利好明显，
对离岛免税主要销售指标的刺激作
用明显增强，对海南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贡献率高，岛外游客、岛
内居民离岛免税购物热情高涨，尤
其在节假日期间免税购物成为人们
旅游消费的广泛选择。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更多报道见A02版）

国庆黄金周我省4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3.91亿元，增长超六成

免税购物为我省旅游消费“添薪旺火”

博鳌乐城先行区完成
一批特许药械手术应用

本报嘉积10月8日电（记者袁宇）10月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
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悉，日前乐城先行区顺利完成
6例特许人工耳蜗产品植入手术。这是继2019年9月
6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出邀请
后，耳蜗手术专家自主在乐城先行区完成的第2批特
许人工耳蜗应用。

本次6例手术中双侧耳蜗植入患者1位，单侧耳
蜗植入患者5位，均使用奥地利Medel人工耳蜗产
品。Medel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项目包括体内和体外
两部分，体内植入体部分是超级SYNCHRONY植入
体，体外声音处理器部分是RONDO2声音处理器，均
为Medel最新产品，强强联合，真正实现让用户无障
碍聆听。

手术由解放军总医院耳科主任、聋病分子诊断中
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戴朴主刀。“本次植入患者体内的
是当今最细小最轻巧的钛金属人工耳蜗植入体，Me-
del的超柔软和灵活的电极能保护脆弱的耳蜗结构，
并且可以做到耳蜗完全覆盖，让患者获得出众的听力
表现。”戴朴介绍道，在符合条件之下，无须移除植入体
磁铁都可安全进行3.0T核磁共振扫描。而在扫描头
部时，植入体磁铁可以选择性地移除以减低磁铁对核
磁共振扫描成像的干扰。

乐城先行区依托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引入进口人
工耳蜗，在乐城先行区开展特许人工耳蜗手术，截至
2019年10月7日，已完成26例。这种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适合一些双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依靠
助听器不能进行正常听觉言语交流的患者（植入年龄
通常在1岁以上）。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耳蜗应
用作为乐城先行区的一个探索，目前已邀请33位国内
顶级专家到乐城实施手术。下一步，管理局将会加速
特许药械开放程度和服务范围，扩大单病种种类，面向
全国公开邀请专家来先行区使用特许进口药械，为广
大患者提供便利。

10月8日凌晨3时许，一架由阿祖尔航空执飞的波音767-300型客机缓缓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34名旅客
搭乘该航班，从圣彼得堡抵达三亚，这也标志着三亚⇌圣彼得堡定期航线顺利实现首航。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此次三亚⇌圣彼得堡定期航线的开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三亚的国际化水平，为三
亚与圣彼得堡两地民众的商贸往来及观光旅游提供便利，助力构建和完善三亚国际航线网络。

文/本报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 齐聪聪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三亚⇌圣彼得堡
定期航线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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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森林旅游
国庆迎客1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约2076万元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记者
孙慧）海南不仅有滨海风光，也有丰
富的热带雨林资源。海南日报记者
10月8日从省林业局获悉，今年国
庆黄金周期间，海南森林旅游接待
人数17.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
2076万元。

得益于怡人的雨林观景、山间垂
钓等丰富的体验产品，国庆假日期间，
我省吊罗山、黎母山、五指山、七仙岭、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等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往游玩。一些森林公园和
景区开发的温泉疗养、徒步观光、惊
险漂流等森林旅游产品受到游客热
捧，进一步满足了游客观光、度假、康
养等多样化需求。

为提升森林生态旅游服务保障
水平，我省林业部门通过向国家、省
财政争取项目资金和企业自筹等方
式，不断完善森林旅游景区的景观道
路、驿站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服务功能
区基础设施建设。在吊罗山国家森
林公园，当地林场遗留下来的职工宿
舍被改造为旅游驿站，还有一些林场
职工看到旅游市场的潜力，创办家庭
客栈，接待游客。

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窃贼前后夹击偷乘客手机，公交
“女汉子”霸气夺回

海口两名女司乘人员
见义勇为获赞

据抽样调查，来琼过夜
游客人均天花费1259.97元

同比增长13.3%

全省接待游客

制图/王凤龙

过夜游客172.33万人次
同比增长1.8%

实现旅游总收入

400.71万 同比增长5.8%人次,国庆
黄金周

76.73亿 元，同比增长11.5%
}一日游游客228.38万人次

同比增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