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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广告

冬季到海南来打卡

■ 本报记者 刘操

“别着急，慢慢说！”12月2日12
时10分，虽然已到午休时间，66岁的
海口市灵山镇桥东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李滋华仍在忙碌着，他在村
委会办事大厅内热情地招呼到访的村
民们，为他们解答问题。

李滋华是一名退伍老兵。自
1996年当选为桥东村党支部书记以
来，他退伍不褪色、退役不退志，把村
民的需求时刻牢记在心。他抓住机遇
引进企业项目落户，增加村民收入；加
强环境治理，为村民创建村容整洁、乡
风文明的村居环境。

放弃生意专心服务村民

1972年，李滋华参军入伍。4年
后，因为需要照顾家庭，他退伍返乡。
李滋华很有经商头脑，后来贷款跑起
了运输。“那时每个月都能赚不少钱，
家里也早早就盖起了新房。”对于退伍

后的生活，李滋华很知足。
桥东村位于南渡江东岸，有13个

村民小组。1993年至1994年，由于政
府项目大规模征地，大部分村民都拿
到了数额不小的征地补偿款，部分不
法之徒便打起了主意，“那时经常有一
些年轻人到村里敲诈勒索，村里的治
安得不到保障，人心惶惶。”李滋华说。

“我从部队出来的，眼里看不得这
些。”看到乡亲们被欺负，李滋华自发
从村里选出一些年轻力壮的村民，成
立巡逻队，负责村里的治安巡逻。在
李滋华和巡逻队员的坚持下，村里的
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1996年，李滋华高票当选桥东村党
支部书记，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运输
生意，专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事情。“他
在村民中的威望特别高，大家都特别信
任他。”桥东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多和说。

尽心尽力替群众解忧

心装百姓事，胸怀为民情。“我来自

于群众，就应该把老百姓的事装在心坎
上。”在李滋华看来，每一件对村民有益
的事，无论大事小事，都意义非凡。

刚当上村党支书没多久，李滋华
就需要解决村里建水塔的难题。“当时
建一个水塔需要几十万元，如果每个
自然村都建，那就是几百万元，这笔资
金村里的财务难以承担。”李滋华说。
为此他带领村干部跑了不少地方考察
调研，终于在文昌发现了成本只有几
万元的无塔供水新技术。

李滋华提出引进新技术的想法
后，就被不少村民泼了“冷水”。为了
打消村民们的疑虑，李滋华带头和村
里的党员干部建一个试验点，通水后
不仅能满足一个自然村的用水量，水
费还降到了0.5元/吨。这项技术很快
赢得了村民们的支持，13个村民小组
陆续引进这项新技术，家家户户都用
上了自来水。

“桥东村有3218人，我差不多能
认清所有的村民，他们也都有我的联
系方式，我的手机每天开机24小时，
谁有事随时都能找到我。”李滋华说，
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村民的诉

求，认真梳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村民小组长没有补助金，生活非

常艰辛”“村里没有配备网格员，很多
投诉问题得不到第一时间处理。”……
李滋华将这些村民反馈的问题当成头
等大事，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最终得
到解决。

希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在李滋华的办公桌上，有一份美
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微实事”项目投
票结果公示表，上面罗列了村民们投
票选出来的建设项目，包括增添路灯、
电子监控以及建设篮球场、老人活动
中心等。“我们今年内把这些项目一个
个完成了，没有辜负村民的希望。”李
滋华说。

“最近几年，我们重点做好农村垃
圾及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工
作。”他表示，近年来，桥东村在环境综
合治理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
力，全力以赴将桥东村建设成了人人
称赞的秀美村庄。

“我最大的心愿是做好重点项目

推进，带动本村村民脱贫致富。”李滋
华始终觉得，在解决好村民最关心的
电力、道路、建房、生活用水等民生问
题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

如今，随着海口江东新区建设的
不断推进，地理位置优越的桥东村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李滋华和
桥东村党员干部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
重。“我一定带领好全村党员干部，坚
决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李
滋华说。

做好征地工作，是桥东村党员干
部近年来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
村的发展前景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
也有村民有顾虑，他们认为没有了土
地，生产生活都会受影响。”在征地过
程中，李滋华带领村干部经常上门给
村民做解释，消除疑虑，确保了一个个
项目按时推进启动。

“他在日常工作中总是发扬敢于
担当、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感染着
身边的人。”村民高芳文说，在李滋华
带领下，村民们对村庄发展越来越有
信心。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把村民需求牢记在心，海口市灵山镇桥东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李滋华：

他为村民24小时“开机待命”

一次海南之旅，一场全新体
验。精彩纷呈的文旅大餐，别开生
面的娱乐活动，优美便利的购物环
境……给“回头客”带来新的惊喜，
令初次来海南度假的游客流连忘
返，让正在为去哪儿玩而犯愁的人
们眼前一亮，果断出手订下飞往海
南的机票。海南旅游魅力四射，消
费业态持续升级，游客纷纷点赞，
这种现象令人惊喜，鼓舞人心。

如今，人们对旅游的要求越来越
高，口味也越来越“挑”。如何把游客
引进门，让他们留得久、游得好，是一
大热门话题，更是一道“烧脑”考题。
但万变不离其宗，做好内容是王道，

以质取胜是正道。瞄准游客需求做
文章，提升服务品质练内功，不断打
造新路线，发展新项目，推出新产品，
将特色亮出来，把品牌树起来，让体
验美起来，就会赢得游客的口碑，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住脚，占领
市场先机，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十分
朴素的道理，也是实践带来的启发。

应该看到，旅游提质升级没有
止境，优质产品开发、供给同样没
有终点。用好用活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充分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需要持续下功夫打造更多“美”，提
升表现力更好展现“美”，扩大知名
度更好推销“美”。

找准法门练内功

如今，我省正在全面打造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下大气力提升服务质量
和国际化水平，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
聚、环境舒适、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
费胜地。先后启动的2019海南暑期
旅游推广与消费活动与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有机结合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热带特色农业、会议展
览、美食夜市、重大节庆活动等要素，
加快产业融合，打造消费热点。

万宁日月湾的旅客体验着冲浪
的刺激，五指山红峡谷文化旅游风景
区的旅客通过亲水三项赛深入自然，
海口假日海滩的旅客则被风筝冲浪
所震撼，还有不少旅客选择环海南岛
皮划艇赛，以不一样的视角了解海
南。亲水运动季历经三年发展与沉
淀，各承办活动的市县已形成或正打
造自主IP，五指山亲水三项挑战赛、
万宁日月湾冲浪体验营等培养出本

地及国内外水上运动项目爱好者黏
性，形成生活、旅游、体育生态圈，使
得体育旅游成为海南又一旅游消费
新热点。

2019（第四届）博鳌国际旅游传
播论坛、2019中国文旅营销高端峰
会暨首届中国旅游影像节、第二届

“中国服务”旅游产品创新大会……
从11月起，仅仅是旅游行业内的会
展活动就已经令人应接不暇，海南会

展旅游的热度可见一斑。得益于得
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会议设施，2018
年海南共举办百人以上会议约2万
场，其中千人以上会议125场，会奖
业收入达200亿元。

随着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相关
政策措施相继落地，旅游也将会进一
步与文化、教育、体育、康养、商业等
融合发展，推动海南迈向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我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升级消费业态，拓展消费空间

卖风光，更卖海岛生活体验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

正值初冬，琼岛依
然游客如织。在碧蓝的
大海上，人们或是潜入
水中一览海底世界，或
是在飞驰的摩托艇上享
受速度与激情；在山间
的雨林里，人们不仅惊
叹于造物主的神奇，还
能一品黎村苗寨的文化
内涵；在新兴的旅游综
合体中，家庭游客尽享
一站式的度假生活……

从天涯海角到如今
数十个形态各异的景
区，从滨海游到如今的
十大旅游产品体系，近
年来，我省始终坚持高
标准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旅游消费新业态愈
加丰富，旅游消费新热
点不断聚集，海南旅游
正从数量向质量效益转
型升级。

屡创新高，是近年来我省旅游产业
发展的关键词之一。2015年我省接待
游客总人数突破5000万人次，2016年
突破6000万人次，2018年突破7000
万人次，达到7627.39万人次。过去4
年，海南实现旅游收入累计3006.74亿
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6.4%。

旅游接待人数的迅猛增长得益
于海南旅游消费格局的不断扩大。

通过推进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确立了全省空间布局“一张蓝图”，海
南省以“点、线、面”谋划全域旅游。

“日月同辉满天星，全省处处是风
景”，这句话仿佛在人们眼前打开了
一幅别具一格、日新月异的国际旅游
岛新画卷：

看各式酒店林立——截至目前，
海南全省共有登记饭店、社会旅馆等

各种类型的住宿饭店5064家，其中
五星级饭店26家，按五星级标准建
设开业的饭店135家；全省品牌酒店
共有292家，国际品牌酒店管理集团
共进驻22家，开业的国际品牌酒店
54家；

看景区景点连片——已建成三
亚亚龙湾、海棠湾、三亚湾、大东海，
万宁神州半岛、石梅湾，海口西海岸、

陵水清水湾、琼海博鳌湾9个滨海旅
游度假区和酒店集群，正在建设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文昌铜鼓
岭国际生态旅游区等36个重点旅游
度假区；全省A级旅游景区57家，椰
级乡村旅游点110家，从“海南名片”
天涯海角风景区到蜈支洲岛、呀诺
达，从博鳌镇、潭门镇到什寒村、中寥
村，景区、小镇、乡村成片开花。

“量”上去了，“质”也在迎头赶
上。

“我们着力整合资源，优化配套
体系，提高旅游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推动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转变，打
造出系列旅游产品，全面提升旅游
消费供给质量。”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厅长孙颖说。目前，海南已
培育形成了海洋旅游、康养旅游、文
化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购物
旅游、森林旅游、小镇旅游、乡村旅

游、科技旅游等10大旅游产品体系，
婚庆旅游、低空飞行旅游、房车自驾
旅游等旅游新业态不断发展，市民
和游客在海南有了更多选择，旅游
消费日趋多元——

泡温泉、住酒店、逛夜市、享美
食……在刚刚结束的2019海南官塘
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中，游客们涌
进官塘享受属于这个初冬的温泉康
养之旅。除了泡温泉放松身体，在
海南，游客还能体验到同步于国际

先进水平的医疗技术、设备和药
品。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内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加，
康养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
的青睐；

观展览、看演出、逛街区……近
期，我省各类文化活动层出不穷，有
力带动了文化旅游消费。今年1-7
月，三亚千古情2号剧场、三亚泛秀
演艺“C秀”等演艺项目共演出4065
场，接待观众 574.75 万人次，营收

4.16亿元。即将开始的2020湖南卫
视海口跨年演唱会已经吸引不少粉
丝跃跃欲动；

挑美妆、试香水、购名表……三
亚国际免税城、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等地成为游客们的“打卡地”,2019
年前三季度，免税商品零售额91.83
亿元，同比增长17.4%，增速快于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个百分点，全
年免税类商品零售额有望再迈上新
台阶……

全域旅游扩展旅游消费空间

丰富旅游产品升级消费业态

“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国
内
外
游
客
在
陵
水
清
水
湾
游
玩
。

本
报
记
者
武
威
通
讯
员
胡
阳
摄

椰子产业合作发展论坛海口举行

海南椰子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李栩楠）12月11日，2019海南（国际）椰子产业
合作发展论坛在海口举行，论坛旨在整合国内及
东南亚国家椰子产业资源，提升我国椰子产业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来自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菲律宾、汤加、瓦努阿图、印尼等国家的
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国内外200多家企业代表
参加论坛。

在论坛现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建议，海南
要从种植、加工、研发、产业融合、品牌营销等多端
发力，打响“海南椰子”在全球的知名度；鼓励企业
到国外布局，到东南亚、南太平洋岛国打造椰子种
植基地和初加工基地，加大与东南亚国家以及全
球热带地区在椰子生产、加工、贸易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除了做大做强椰子传统加工产品外，还要
开发技术含量高的精深加工产品，加大椰子保健
食品、特医食品、日化用品等新兴产品的研发力
度，构建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环，实现原材
料集约化配置和产业的提质增效。

论坛上，海南椰子行业协会正式成立，为大家
共谋椰子产业发展搭建了各方平台。

本次论坛由海南省林业局、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

短评

文旅资源对接大会
今日海口开幕
260余家企业聚椰城共享发展机遇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习霁鸿）备受
关注的第五届中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将
于12月12日在海口市开幕。来自全国50余个
城市的260余家企业共聚椰城，面对面洽谈、推
介，精准对接文旅资源，共享产业发展机遇。

本次大会在笔克集团的支持下，由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国
旅游资源整合联盟共同主办，旨在打破地域局
限，让资本和资源能够面对面沟通、精准对接，
为全国文旅企业和海南各市县搭建展示交易的
平台。

据悉，大会集中展示投资项目近100个，其中
不少项目投资总额超过百亿元。

会议期间，除开展主题演讲、巅峰对话、政府
推介等活动外，大会组委会还设置了旅游资源大
集、对接洽谈区，供投资方有针对性地选择资源
方，深入对接洽谈。此外，部分与会嘉宾还将赴儋
州实地考察，以期实现项目落地。

为丰富大会活动内容，更好地展示海南的文
旅资源，大会主办方还在海口名门广场举办为期
4天的海南文旅资源展，集中展示海南丰富的旅
游资源、产品及线路，以便参会嘉宾、市民游客近
距离体验。

作为此次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海南文旅资
源展除集中展示海口、三亚、五指山、昌江等海
南主要旅游城市的旅游资源外，还设置了特色美
食街，集中展示省内外特色美食。展览期间，还
将定期举办海南旅游文化展演活动，开展琼剧、
海南八音、临高木偶戏、黎族竹木器乐等特色演
出活动。

海口全年禁止
露天焚烧秸秆及垃圾
违者最高罚10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
日报记者12月11日从海口市政府获悉，该市制
定《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及垃
圾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明确海口行政区域
内全年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及垃圾。

根据《通告》，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
尘污染农林废弃物的，由各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
款；非法焚烧电子废弃物、油毡、橡胶、塑料、皮
革、沥青、垃圾等产生有毒有害、恶臭或者强烈
异味的其他物质的，由各区综合行政执法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接受或严重阻碍秸秆及垃圾禁烧监督管
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
关刑事责任。

在禁止焚烧秸秆及垃圾的监管方面，由海口
市市政管理局负责秸秆及垃圾禁烧的统一监督管
理，组织开展打击露天焚烧垃圾行为；海口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提高秸秆
综合利用率，指导各区做好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
查处工作；海口市商务局负责指导各区加强对废
品回收站进行监管，杜绝电子废弃物、油毡、橡胶、
塑料、皮革、沥青等露天焚烧现象发生；海口市园
林环卫局负责完善垃圾清运系统建设城乡全覆
盖，确保城乡垃圾全清运，从根本上杜绝垃圾焚烧
现象。

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投诉各种
违规露天焚烧秸秆及垃圾的行为，举报电话
为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