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琼过夜游客人均每天花费 1259.97元
同比增长 13.3%

今年前9月
全省接待游客5600.67万人次
同比增长 7.1%

实现旅游总收入 707.63亿元
同比增长 10.2%

2019年国庆黄金周
全省旅游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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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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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对希腊进行国事
访问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后，于11月17日回到
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1月15日，习近平离

开巴西利亚启程回国，巴西政府高级
官员到机场送行。

回国途中，习近平在西班牙特内
里费岛技术经停。

结束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

习近平回到北京

本报三亚11月17日电（记者
尤梦瑜）15日至18日，首届海南岛
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
书博会）在三亚海棠湾如期举行。
17日上午，省长沈晓明参观书博会，
并与参展商们交流。他表示，海南
要办出有特色的文化活动，以文化
内涵赋能旅游发展，推动文旅等产
业融合发展，助力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

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致巧妙结
合是本次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让人们
在海南的椰风海韵中感受浓浓书
香。海南本地出版机构和相关单位
积极参与了此次书博会，海南新华书
店打造的文化“书墙”、海南省博物馆
联合南京文博机构打造的江南书房
生动地向中外嘉宾们讲述海南故事，
传播海南文化。17日是本届书博会
的公众开放日，展区内人头攒动。

沈晓明来到了人气颇旺的“悦
读故宫”展区以及故宫“网红”文创
展销区，了解参展和销售情况，对策
展设计理念给予肯定。他指出，海
南书博会是中国内地继北京、上海
后的第三个国际书博会，海南要结
合自身资源优势，突出“旅游+”亮
点，将书博会办出海南特色。在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大势之下，出版
集团、文博机构要善于挖掘本地的

历史文化资源，立足海南发展，加强
文创研发力量，为出版集团、文博机
构等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
也为海南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作出贡献。春节
是旅游旺季，书博会可考虑会期设
置，让书博会覆盖更广的游客群体，
为前来旅游的广大游客打造富有文
化底蕴的全新旅游目的地。

童道驰、肖莺子、倪强参加活动。

沈晓明参观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时提出

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 本报记者 赵优

正在海口上演的2019华晨宇“火
星”演唱会门票销售超10万张、“双
11”当天三亚国际免税城吸引近3万
人次游客“买买买”、热门“打卡地”三
亚·亚特兰蒂斯一直保持高开房率
……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正在激发
着海南旅游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

2018年以来，海南以推进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为主线，以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为抓手，旅游经济发展质
量效益显著提升。今年1-9月，全省
接待游客5600.67万人次，同比增长
7.1%，实现旅游总收入707.63亿元，同
比增长10.2%；2019年国庆黄金周，全
省旅游接待游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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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琼过夜游客人
均每天花费 1259.97 元，同比增长
13.3%。旅游收入增幅高于游客人数
増幅，旅游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我省旅
游产业正在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优质旅游产品备受青睐

“神秘梦幻的水族馆、激情刺激的
水世界，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独特的旅
游体验，孩子非常喜欢！”这个周末，来
自贵州的游客吕萌带着家人来到三
亚·亚特兰蒂斯，尽享奇妙之旅。国庆
黄金周，三亚·亚特兰蒂斯实现营业收
入约4820万元，同比增长17%，客房
入住率约86%，迎客总人次17.29万。

不断丰富产品、打造特色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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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
黄金周，在三亚各旅游区域中，选择亚
龙湾、三亚湾、大东海、海棠湾、崖州湾
等五大湾区的游客占89.85%。

随着来我省旅游的中高端游客占
比进一步提升，游客的需求也在发生
变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备受青睐。

在刚过去的2019年“双11”，三
亚国际免税城顺势推出折扣活动。
11月11日上午十点，三亚国际免税
城开始营业，大批消费者涌入店内，不
少顾客直奔雅诗兰黛、SK2等热门品
牌柜台，开店不到五分钟，香化、精品
等品类各大品牌收银台都排起了长队
……当天，三亚国际免税城接待顾客
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63%，经营数
据再创新高。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游客结构不
断优化，海南的优质旅游产品市场占
位得到有效提升，发展潜力令人期待。

服务升级改善游客体验

高品质旅游产品让游客选择海
南，而旅游服务的不断升级，则留住了
游客匆匆的脚步。今年国庆黄金周，
三亚游客人均停留时长达到4.6天。

“我们非常关注市场的需求变化，
及时调整产品，给予游客综合式的旅
游消费体验。”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
酒店总经理余露表示，除了住宿、餐饮
服务外，酒店还为家庭游客、亲子游客
提供更多娱乐配套， 下转A02版▶

优化旅游产品 提升服务质量 深挖消费潜力

我省旅游经济迸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11月15日—17日，以“探
索、融合、创新”为主题的2019第三届世界生命科技大
会在杭州举办。1200余名国内外医学界、科技界、产
业界精英人士出席会议，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展示的四大亮点在会上备受关注。

经过3年发展，世界生命科技大会已经成为生命
科技领域的盛会。在本届大会上，我省相关部门对乐
城先行区四大亮点进行了推介：一是初步形成了以特
许政策为优势的“医疗特区”；二是首创了“超级医院”
运营模式，即一个医院共享平台+若干个专科医院构
成的医疗体系；三是创造了16个“全国首例”医疗手
术；四是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落地。

下一步，乐城将进一步加快全球创新药械的引进；
建立特许药械追溯平台，确保用药数据安全；提高审批
速度，确保患者及时用药；邀请更多专家团队入驻乐
城；加快医学教育科研交流基地建设和公立医院特许
合作；推进中外合作的爱丁堡大学项目落地；打造国际
新药械交流展示平台，开展永不落幕的药械展。

博鳌乐城亮相
世界生命科技大会
四大亮点受关注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马珂）“手机扫一
扫，填好资料就可快速办理宝宝出生证，真的很方便。”
11月15日下午，在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保健楼1楼出生
证发放室，几位妈妈用手机填写资料，领取了宝宝出生
证。自9月份至今，省妇幼保健院通过在线申请办理
宝宝出生证576人。

为优化出生证办理流程，去年7月，我省试点开展
“互联网+出生证”在线申请，以往出生证申领流程复
杂事项基本实现“一次办”。今年9月，我省“互联网+
出生证”在线申领系统再升级，增加了微信公众号和微
信小程序办理渠道，扫一扫即可快速办理，办理时间缩
短为3分钟。从去年7月至今，全省累计有61家医疗
机构（助产机构）开通了“互联网+出生证”在线申请系
统，共有45392人在线申请。今后，我省将探索上线电
子出生证，用户可在微信、支付宝快速查询到对应的出
生证信息。

我省升级在线申请系统
手机扫一扫
3分钟可办出生证

本报海口11月17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1月17日从海
口市琼山区教育局获悉，为推进“一校
两园”与学校改扩建等建设工作，该区
2020年拟建设林村幼儿园、振群幼儿
园、铁桥学校（暂定名）、椰合小学（暂
定名）等项目，预计可增加156个班级
6880个学位。

据了解，目前琼山区主城区学位
紧张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铁桥幼
儿园已于今年3月份开园，开设6个
班，提供180个学位；椰博小学项目已
于今年9月份部分完工并投入使用，
目前开设6个班，提供330个学位，并
将于2020年2月份实现全部招生。

为加快琼山区“一校两园”项目
建设，琼山区现正全力推进凤翔学校
及凤翔幼儿园、椰合幼儿园、谭文幼
儿园、海南白驹学校椰海分校、红城
湖学校等新建学校建设项目和府城
中学、琼山十二小、琼山四小改扩建
建设项目。

海口琼山区
将新建一批学校
预计明年可增加6880个学位

如何在线申请？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利用5年时间建成国内独特的
深海技术战略力量和研发基地，占
据国际深海科技制高点……近日，
海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在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揭牌
成立。

这是一家无级别、无编制、无固
定经费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由省委、
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建设，实
施深海领域的重大科技项目，提升
深海科技创新能力，支撑海南深海
科技产业发展。

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近年来，海南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发展十二个重点产业，重
点培育南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
科技产业发展，打造特色领域科技
创新高地，努力使科技创新成为推
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力
引擎。

探索“三无管理”
推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除战略高、定位远、任务清晰
外，省深海技术实验室最突出的就
是“三无”管理模式。“这是省科技厅
在制度方面的创新，为了突破制约
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创新资源开放共
享的制度障碍，优化管理和财政资金
引导，集聚更多前沿深海科技创新资
源。”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科技创新的基础在于体制机制
创新。为了激发全省科技创新活
力，省科技厅积极推动“1+N”政策
体系任务落实，与科技部共同起草
《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发展实施
方案》，成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加大科研领域的“放管服”力
度；制定《外国人来海南工作许可服
务管理办法》，引导科技工作者以问
题为导向，围绕三大领域、五大平台

和十二个重点产业提供科技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省科技

厅引进中科院遗传所、中科院南海
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等单位落户三亚，推动科技部、卫
健委和省政府签订重大新药创制
试点示范基地协议，探索利用国家
科研力量支持海南科技创新发展
的新通道。

此外，省科技厅还积极推进科
技扶贫、高企培育、院士科技创新平
台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国际
人才引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等
工作，为三亚深海科技城、国家深海
基地南方中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建设注入“智力”和“活力”。

瞄准“陆海空”
重点突破特色优势产业

省里不断加大对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的支持、加快建立高产高
效良种椰子示范基地……这些信
息让万宁椰子种植大户罗世杰充
满期待。

不仅是椰子，在集中攻关橡胶、
槟榔等产业发展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上，省科技厅积极实施重大科技计
划，仅去年就安排2.08亿元支持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项目和省重点研发
计划（现代农业）项目，推动“三棵
树”产业向好发展，用科技促进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

现代科技包罗万象，海南搞科
技创新，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
必须突出重点。近年来，省科技厅
瞄准最有可能突破、最迫切需要发
展的南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科技
等领域，集中发力，设立新型研发机
构，争取在“陆海空”领域成为领跑
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用科技创新
力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下转A02版▶

大胆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实施“陆海空”领域重大科技项目

海南科技创新后劲足

11月17日，2019年海南亲水运动季冲浪体验营在万宁日月湾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在日月湾体验冲
浪运动乐趣。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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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啦奥门”山兰文化节
在白沙青松乡举行

山兰稻香引客来
文化好戏唱连台

1.关注“智医宝”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以及APP

2.进入后按照流程填写资料并申请

3.通过后到各医院出生证明发放室领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