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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今年新开通
境外航线14条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贺邦）10月20
日凌晨2：05，韩国易斯达航空ZE731航班平稳降
落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标志着海口至清州航线正
式通航，这是我省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4条境外
航线。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
以来，全省共新开、恢复和加密境外航线26条。
其中新开航线14条，恢复航线6条，加密航线6
条，全省共执飞境外航线已达87条，提前2个月
完成了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开境外航
线14条”和“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要求的境外航
线达85条的任务。

受境外航线增加等因素影响，今年前9个月，
全省境外航线航班起降达1.53万架次，同比增长
24.1%；旅客吞吐量187.92万人次，同比增长29%。

据悉，今年以来，我省已新开海口至马来西亚
古晋，日本大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缅甸曼德勒，
韩国清州，以及三亚至泰国曼谷、清迈，俄罗斯茹科
夫斯基、喀山、乌法、萨马拉等地的境外航线14条。

携程首批门店落地三亚
今年将在海南布局25家门店

本报三亚10月23日电（记者赵优）海南成
为国内在线旅游巨头布局的重镇。10月22日，
全球交易规模第一的在线旅游公司携程宣布，首
批携程旅游门店在三亚市区落地对外营业，让更
多游客“走进来”，方便市民“走出去”，助力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年和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据统计，每年有百万级自由行与团队游客预
订携程旅游产品到三亚旅游，与此同时，每年以三
亚为出发地的旅游人数，也大幅增加。随着门店
的落地，各地到三亚的旅游者，以及本地人的国内
外旅游需求，有了一个新的本地化服务渠道。旅
游者可以很方便地通过APP或者在家门口，找到
门店获得专业人员的服务。

携程门店提供超过100万数量的旅游度假产
品供市民游客预订，不仅包括携程的中高端自营
产品，还包括国内外3万多家供应商伙伴的产品，
如机票+酒店产品、定制游产品、私家团产品等，
将用户体验和效率等线上优势与产品和服务等线
下优势相结合，给予市民游客更多选择和体验。

此外，携程还发布海南“旅游新零售”门店计
划和优惠扶持政策，计划到2019年底在海南省布
局25家门店，其中三亚市实现3家以上的目标，
同时在其市县继续完成覆盖，帮助更多传统旅行
社门店转型升级。

阳光海南亮相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本报讯（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谢琛）10月18
日-20日，为期三天的2019中国—东盟博览会旅
游展在广西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悉，为大力推广
我省优质旅游产品，该厅组织琼中、乐东、澄迈、定
安、万宁、东方等市县旅文局以及中国免税集团三
亚国际免税城等诸多旅游企业组成海南旅游参展
代表团参加此次展会。

展会中，我省以“阳光海南，度假天堂”为主题
打造了108平方米的极具海南特色的旅游展台，并
搭配十大旅游产品宣传折页、多种语言版本旅游宣
传画册及独具海南地方特色的互动游戏有效地宣
传了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形象，全面展示海
南旅游整体形象。东盟国家历来是海南省的重要
贸易伙伴，借助此次博览会，展台还特别展示了海
南的热带水果、古法工艺制作的椰壳油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丰富的物产资源和农业资源以及极具海
南特色的文化内容，备受瞩目。同时展位还设置了
海南主题趣味问答、高尔夫趣味挑战等互动环节，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让参展观众更加了解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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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何一楠）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省商务厅获悉，根据2019年下半年
至2020年海南省促进消费具体项目
清单，今年年底前我省将重点推进20
个促进消费项目，明年将重点推进19
个促进消费项目。

今年重点推进的20个促进消费
项目包括：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
公司举办首届“免税购物嘉年华”活
动；首届“美食购物嘉年华”活动举
行，全省各市县、各部门举办128场

美食购物促消费活动；苏宁易购海
南贸易公司 90 家门店开展线上线
下家电“以旧换新”活动，最高补贴
500元；举办 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
岛购物节（第四届）、2019 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
会；在2019年原有控制量8万台的
基础上，新增燃油小客车配置增量
指标4万台；完善充电桩布局，加快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电商
网络零售营销活动，挖掘农村特色
农产品和品牌上网销售；引进24小

时便利店，率先在海口、三亚完成布
局；促成一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品
牌店、旗舰店、体验店等各类品牌首
店落户，发展一批特色小店；推动打
造海口外滩酒吧一条街，新建海口
华润万象步行街，改造提升海口骑
楼老街、三亚解放路等步行街；总
结海口、三亚夜间经济发展经验，
研究制定夜间经济建设方案，完成
初期建设；认定一批信用联合惩戒
对象；加快海口大型农产品批发市
场建设；完成77个乡镇农贸市场的

升级改造；海口、三亚按照“5分钟到
便利店，10分钟有农贸市场，15分
钟有超市”的原则，完成便民生活圈
和消费圈规划布局；向市县及园区
下放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等一
批行政许可和管理权限事项，取消
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
批等。

明年，我省促进消费项目涉及免
税购物、美食消费、家电消费、汽车消
费等领域，包括举办第二届“免税购
物嘉年华”活动；开展第二届全省“美

食购物嘉年华”活动；引进24小时便
利店，全省开店超过100家，其中海
口开店60家、三亚开店30家，儋州、
琼海、文昌等重点市县开店10家；完
成打造海口外滩酒吧一条街，改造提
升海口华润万象步行街、白龙北路、
海口骑楼老街、三亚解放路等步行
街；促成新落户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品
牌店、旗舰店、体验店等各类品牌首
店超过20个，发展特色小店50个；
各市县至少打造完成1个成熟经营
夜市等方面。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特约记者 司玉

10月20日22时许，位于定安仙
沟思源路的牛肉美食一条街，却依
旧热闹不减，灯光之下，往来车辆络
绎不绝。

“专门有人为了吃夜宵赶过来，所
以一天当中，除了中午和晚上的饭点
之外，夜宵时间，又会有一波人流高
峰。”在思源路路口揽客的李大姐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放眼望向思源路一排排牛肉加工
店，几乎都坐满了食客。夜晚的餐桌
上，摆着一口口子母锅，子锅中煮的是
牛骨高汤，涮着鲜嫩清香的现杀仙沟
牛肉。母锅上则铺上了烧烤纸，涂上
一层浓香的花生油，将腌制过的牛肉
放在锅上煎烤，短短几秒，新鲜的牛肉

便散发出令人垂涎的香味。

觥筹交错之间，食客们流连于美食之
间，似乎忘记了时间。

“这种热闹的场面，要持续到凌晨
两三点。”思源路真香牛肉加工店符老
板介绍，从午饭开始做生意，到第二天
清晨收工，他们一天要忙碌十五六个
小时。这已经成了当地牛肉美食一条
街的常态。

真香牛肉加工店是思源路开张较
早的一家牛肉加工店，见证了牛市从
发展之初的不为人知，到如今的远近
闻名。“原来都是平房，现在有很多店
都盖起了二层小楼。”符老板说，最明
显的就是思源路的变化，牛肉的加工
店也从最初只有几家，发展到现在的
60多家。

如今，仙沟牛肉美食一条街已经
成为很多食客的打卡地点，许多食客
专门从海口、琼海等市县前来品尝

“会跳舞的牛肉”。围绕着仙沟牛市
屠宰场为中心，思源路的街道两旁，
已经衍生出来 10余家牛肉摊和 60
多家牛肉加工餐饮店，成为吸引全省
各地食客纷至沓来的仙沟牛肉美食
一条街。

据统计，定安县去年牛出栏量
达到 2.8 万余头，年产值约 1.8 亿
元。为了稳定供应，定安开始探索以

“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的模式
养殖肉牛。

下一步，为了进一步规范养殖，定
安将制定养殖技术规程，加入专家评
审，规范养殖技术，发展高品质黄牛。
在仙沟牛肉美食一条街的基础上，提
档升级仙屯美食一条街，通过打造牛
肉美食街来塑造定安牛肉品牌，扩大
定安牛肉品牌影响力。

（本报定城10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郭萃

海水、漫步道、酒
吧、音乐……海口龙
华区渡海路外滩中心
海口湾每个时刻都有
着不同的热闹。

“我们大家一起在
这边合个影。”10月 22

日18时许，由8位来自山
西大同的游客组成的“老年

团”一起来到海口湾外滩，漫
步在海边感受10月凉爽的海风。
“一二三，茄子。”照片中，夕阳透

过世纪大桥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
几位老人笑得像孩子一样。“之前已
经去过了骑楼老街、冯小刚电影公社
了。”68岁的郑欣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海口湾空气很好，可以闻到大海
的味道，走累了就在路边的小摊喝椰
子汁，非常惬意。

19时30分许，华灯初上，海口湾
外滩也愈发热闹起来。

吃过晚饭后，住在附近的市民吴
婷婷带着5岁的儿子一起来海边散
步。顺着漫步道旁的台阶走到海边，
儿子光着脚丫在石头上蹦来蹦去，吴
婷婷小心翼翼在旁边扶着。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到这里散散
步。”吴婷婷说，“自从外滩的漫步道、
跑步道、骑行道建成后，这里变得越
来越漂亮，每天都有很多市民游客来
这里打卡。”

21时许，外滩的酒吧也逐渐满
座。市民程昱和朋友一起来到漫道
边的音乐酒吧，点了几杯啤酒坐着聊

天。“外滩的酒吧更有特色，坐在海边
看着大海吹着海风再喝点小酒，别提
有多舒服了。”

海口湾外滩“夜经济”如此火热，
这要得益于海口正在打造的海口湾畅
通工程和外滩酒吧一条街丰富业态。

今年7月，海口湾畅通工程示范
段启动施工。其中龙华区示范段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慢行通道贯通、防洪
堤整治、道路交通整治、景观环境改
造、生态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建设及
城市界面整治。总长度为4.49公里，
规划用地面积约25.9万平方米，并于
今年国庆期间对市民游客开放。

“不到3个月的时间，海边的景象
焕然一新。”正在跑步道上慢跑的市
民苏宇随手撩起衣服擦了擦汗说道，

“以前这里连路灯都没有，海水还散

发着腥臭味，改造后变化太大了，这
新修的跑道跑起来特别舒服。”

越来越多的滨水区域，从封闭割
裂的“隐藏”地段，逐渐蜕变为整洁的
休闲长廊，成为市民喜爱的海景大公
园。海南日报记者看到，骑行道、跑步
道、漫步道泾渭分明，道面分别用黑
色、红色、灰色呈现。其中，宽度略有
不同，骑行道宽达4米，其余为3米。

人气旺了，消费力也更强了。借
助畅通工程带来的利好，海口湾酒吧
休闲带正加快完善，成为海口消费新
亮点。“接下来计划将此处建成酒吧
特色一条街，对标国际化滨江滨海花
园城市定位，打造海口夜间消费新名
片，为市民游客夜间消费和网红打卡
提供新去处。”海口市龙华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我省年底前重点推进20个促进消费项目

率先在海口三亚布局24小时便利店

夜宵“点亮”定安夜经济，牛肉加工店凌晨客不停

牛肉会“跳舞”仙沟夜太美

海口湾畅通工程龙华区示范段开放，带旺周边夜经济

告别“夜太黑”外滩成网红

海口机场免税店
进店购物人数双位数增长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曾
虹）海南日报记者10月23日从海免海口美兰机场
免税店有限公司获悉，10月以来，海口机场免税店
不断丰富商品种类，陆续推出折扣、返券、登机牌抵
现、满赠等丰富优惠活动，受到广大旅客欢迎。截
至10月21日，海口机场免税店10月销售额同比
增长29%，接待购物旅客人数同比增长34%，充分
展现离岛免税对推动海南旅游消费的积极作用。

据悉，10月以来，海口机场免税店积极联合
港口、航空公司、银行等多渠道宣传免税购物优
惠，开展“折扣+换购+满返+买赠”组合促销活
动，10月13日创新推出登机牌免税购物抵现50
元购物福利。登机牌免税购物抵现活动推出以
来，促进店内购物旅客人数同比增长35%。同时
还推出在线下实体店消费满1000元以上，返现
15%-20%的无门槛现金券活动，最高可返现
1600元现金券；消费满2000元限量加赠价值
200元以上礼包福利。海口机场免税店线上购物
商城推出免税购物8折起优惠，同时免费派送
1550元优惠券包。

新动作

新动能

10月20日22时许，定安仙沟思源路牛
肉美食一条街依旧热闹，食客在挑选牛肉。

本组图片均由通讯员 张博 摄

在海口湾，舞者们在动感的节拍中轮番上演集体舞、双人舞、个人秀。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夜色中，音乐舞蹈爱好者等艺
人，纷纷汇聚海口湾献艺，成为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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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一批品牌首店落户
发展一批特色小店

完成77个
乡镇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

新增燃油小客车配置
增量指标4万台

推动打造海口外滩酒吧一条街
新建海口华润万象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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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128场
美食购物促消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