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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天盛筵举办慈善晚宴
3年筹款约500万元捐助脑瘫儿童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李艳玫）12月
15日晚，“海天盛筵——2019第十届游艇、航空
及时尚生活方式展”系列活动之“王的盛筵”慈善
晚宴在三亚市鸿洲国际游艇酒店举行。慈善晚宴
现场拍卖了12件拍品，共筹集善款81.6万元赠予
三亚市社会福利院，用于救助脑瘫儿童。

据了解，自2017年起，海天盛筵已连续3年捐
助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共计捐赠约500万元救助脑
瘫儿童。“慈善已成为‘王的盛筵’的固定主题。未
来，海天盛筵将持续聚焦公益，继续承担企业传递
大爱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与社会公益事业。”
鸿洲集团董事长、海天盛筵创办人王大富表示。

精彩纷呈的水上运动、应接不暇
的文娱活动、充满海南特色的民宿
……海南旅游产品持续“上新”，不断
勾起人们游览赏玩的兴味，引得游客
纷纷前来体验品味。有人感叹，内容
丰富，体验新奇，就像口中含了一枚橄
榄，味道别致，回甘悠长。

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终究要靠
优质产品。打造好产品，是一门技

术，也是一种艺术。用心上心，才能
抓住游客的兴趣点，对准游客的新需
求，精心设计，完善细节，推陈出新，
奉上接地气、有灵气的产品。产品不
落俗套、不拘一格，摆脱千篇一律、千
人一面，就会让人们在欣赏享用时感
受到，这里的旅游产品不但充满匠
心，也很有创意，到海南旅游不仅有
意义，还很有意思。

旅游产品，重在创新，难在创新。
“新”，并非为新而新，也不是盲目追求
“高大上”；不能指望“一招鲜”，也不能
期待“一口吃个胖子”；相反，它需要在
主动摸索中打开思路，在坚定前行中
积蓄力量，在精雕细琢中出新出彩。
具备匠心、善于谋新，功夫下足、力道
十足，创新产品会越来越多，海南旅游
将越来越火。

冬季到海南来打卡

海南旅游综合体持续“上新”，旅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匠心创新 只求游客舒心

高品质旅游选择更丰富

“神秘梦幻的水族馆，激情刺激的
水世界，风情各异的餐厅，在这里可以
享受到‘一站式’的旅游度假体验，孩
子非常喜欢！”12月14日，四川游客
杨芸琴带着家人来到三亚·亚特兰蒂
斯，尽享奇妙之旅。

2018年4月28日，三亚·亚特兰
蒂斯正式开业，这个集度假酒店、娱
乐、餐饮、购物、演艺、特色海洋文化体
验等丰富业态于一体的旅游度假综合
体迅速成为海南最热门的旅游打卡地
之一。数据也证明了它的市场热度：
今年国庆黄金周7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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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亚
特兰蒂斯迎客总人次17.29万。“亚特
兰蒂斯酒店去年在飞猪平台首次参与

‘双11’活动就斩获全国单体酒店第
一名，今年依然备受瞩目，成为‘爆
款’。”飞猪酒店集团业务负责人黄宇
舟透露。

去年以来，我省新兴的旅游产品
纷纷“上架”：今年初，位于海棠湾内的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有别
于传统主题公园“大门票”的经营模
式，这个打破“城墙”概念的24小时全
天全季候运营的沉浸式海洋主题文娱
综合体已经成为游客热衷的打卡地；
就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开业的
前一天，海口免税店、博鳌免税店于1
月19日双店齐开、共迎新春，让离岛
免税购物这张海南旅游“金名片”发

挥出更大效益；今年国庆期间，位于陵
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
界度假区麦迪卡斯水乐园试营业，懒
人河、造浪池、水疗区、模拟冲浪等26
个项目让游客直呼过瘾，海南旅游再
添新去处。

一批高端化、主题化、特色化的旅
游新产品不断涌现，激发了海南旅游
市场活力。

景区旅游产品与时俱进

旅游综合体的优异表现，也让面
临着同质化、低端化、老化等问题的传
统旅游景区不敢怠慢，发力产品创新
升级，以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旅
游需求。

为打造综合性旅游目的地，传统
景区南湾猴岛于近年实现由“猴”向

“海”的战略转型，打造属于南湾猴岛
特色的“慢生活”和“呆文化”，拥有原
生态沙滩的呆呆岛成为南湾猴岛二期
项目，并成为猴岛的又一亮眼IP。

“在这样一个安静美丽的海滩露
营，听海浪，看日出，是很令人享受的
独特体验。”山西游客张佳带着孩子前
来度假，选择夜宿呆呆岛。除了这样
的家庭亲子游客，呆呆岛露营产品也
受到同学聚会、公司团建等活动的青
睐。他们做沙滩游戏、去海边抓螃蟹、
烧烤，十分惬意。“在我们公司，全程管
家式服务的呆呆岛露营是游客满意度
最高的产品。”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符鹤飞告诉记
者。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推出的全海景玻璃栈道备受游客喜
爱，使得这里成为又一个“网红打卡
地”，吸引大批自驾游、家庭游散客；陵
水分界洲岛旅游区国庆期间正式上线
的“直升机低空观光”等新项目，使游
客可乘坐直升机俯瞰分界洲岛、日月
湾、石梅湾、神州半岛等，体验独特的

“海上飞行”……除了推陈出新，一些
景区还将目光瞄准了“深玩”。

“玩转蜈支洲岛，一张‘海岛玩家’
就够了！”蜈支洲岛推出年轻化、时尚
化、轻奢化的“海岛玩家”套餐，不仅包
含门船票、优先上下岛以及全程管家
服务，还可在24小时内畅玩花样潜
水、海底漫步、小飞鱼、摩托艇、香蕉船
等20个项目，让游客尽情“嗨玩”，使
得海岛游不断释放消费新动能。

海岛度假生活深入人心

有人在海岛上“嗨玩”，有人在民

宿里独坐，享受度假慢生活。
距离潭门港数百米的石碗村海

边，民宿“无所归止”和大海隔着一湾
窄窄的沙滩，游客们正在海边的船屋
中品茗轻唱，远眺大海美景。曾为渔
民的民宿老板符名林说，虽然没有大
景区可依靠，但潭门本身的文化旅游
资源成为民宿最大的后盾，民宿在平
时工作日的入住率已接近六成，在周
末和节假日更是常常爆满。开业一年
多来，这栋只有10来间客房的民宿已
经接待了5000多名游客，产生经济效
益超过100万元。

与此同时，城里也有了更多让游
客“不想走、还想来”的地方。

陵水酸粉、文昌糟粕醋、清补凉
……周末的晚上，在海口海垦花园夜
市，游客张佳看过琳琅满目的小吃之
后，果断对海南特色小吃“下手”，连连
点单，将一张桌子摆得满满的。

“夜市有各种海南特色美食，又

汇聚了各地小吃，晚上和家人在这里
‘逛吃’，很惬意。”张佳说。近两年，
海口致力于打造“夜市+旅游”新模
式，以“深夜食堂”展现海南饮食文化
和海口城市温度，已经成为海口又一
旅游名片。

不断升级新产品，才能有效丰
富旅游消费业态，保障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今年，我省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推动旅游文体产业提质
增效：中免集团、中国旅游集团等多
家企业在海南注册落户；继续打造
三亚国际音乐节（ISY）、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等海南文旅品牌；积极推进长
隆海南项目、三亚凯蒂猫（Hello
Kitty）主题乐园、保亭呀诺达探索发
现（Discovery）等项目……高品质、
高层次、高水平的旅游文化体育消费
产品，将进一步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在配套齐全的“景区化”高
端酒店住上几天，尽享旅游综合
体内的丰富度假生活；去传统景
区不仅仅只是“到此一游”，可体
验低空、露营等“海陆空”新产
品；在汇聚各色美食的夜市、充
满本土味道的民宿，感受属于海
岛的慢生活……如今，对于许多
游客而言，到海南如果光看海就
已经“out”了。

在三亚住酒店吃海鲜、在海
口逛骑楼吃夜市、在琼海醉田园
享生活……游客们总结出越来越
丰富的“攻略”，背后是我省不断
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狠抓
招商引资和产品打造的成果。
近年来，我省涌现出一批批优质
的旅游产品和旅游吸引物，不断
丰富着游客的选择，有力拉动旅
游消费。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

中国冲浪赛（万宁站）首个决赛日

海南队收获7金4银3铜
本报万城12月15日电（记者袁宇）12月15

日，2019中国冲浪冠军巡回赛暨U系列赛事（万
宁站）决赛迎来首个决赛日。经过6天的激烈争
夺，海南代表队在单项赛中收获7金4银3铜，一
举拿下U18男子长、短板，U18女子长、短板，专
业组男子长、短板，专业组女子长板等7个单项赛
事冠军，成为比赛最大赢家。

当天，在日月湾海面上，冲浪运动员们灵巧抓
浪、切板回旋，上演了一场场巅峰对决。据介绍，
2019中国冲浪冠军巡回赛暨U系列赛事（万宁
站）共产生14块金牌，分别涉及U18男子长、短
板，U18女子长、短板，U15男子长、短板，U15女
子长、短板以及专业组男子长、短板，女子长、短
板，业余组男子长、短板。

“今年参赛人数有300多人，为历届之最，选
手们水平也非常高，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赛事。”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一部（冲浪项
目）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月湾的浪况
非常适合冲浪比赛，这也是把比赛放在万宁举办
的主要原因。

据悉，作为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国内赛之
一的2019年第三届中国大学生桨板竞速挑战赛
将于12月17日至19日在万宁石梅湾赛场举办，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15个高等院校近百名运动员
角逐桨板竞速绕标环岛500米（男子赛、女子赛）、
桨板竞速绕标环岛3公里（男子赛、女子赛）和桨
板竞速绕标环岛4×500米接力赛（男女混合赛）。

精雕细琢 善于谋新

◀上接A01版
2015年，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检

二分院需要选派一名党性强、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
征求个人意见时，时年已经56岁的王才
东明知条件艰苦、任务艰巨，却没有丝毫
推托，欣然接受任命，很快便到扶贫联系
点儋州市木棠镇蒌根村报到，并迅速投
入紧张繁忙的工作。

“要千方百计提高贫困村民收入，努
力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每一位
村民看得见希望、能得到实惠，真真切切
体会到日子越来越好。”这是王才东对蒌
根村“两委”班子成员常说的话。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从驻村第一天开始，他始终踏踏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把自己深深扎根在
这片土地上，带领村民走好脱贫致富每
一步。

蒌根村委会干部吴本开回忆说：“王
书记工作特别扎实，也非常拼。驻村以
来，他一有空就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不知
穿坏了多少双鞋。”

吴本开告诉记者，刚驻村时，为了尽
快熟悉村里情况，打开脱贫攻坚工作局
面，王才东通过参加驻村党支部民主生
活会、走访老党员老支书、召开党员座谈
会、走村入户深入村民家中等多种方式，
详细了解每个贫困户家庭的生产生活情
况，并一一记在扶贫日记里。仅仅用了

两个星期，他就掌握了蒌根村的经济、社
会、党建等各个方面情况，摸透了4个自
然村每一户贫困户的底子，牵头制定了
蒌根村委会的扶贫方案。

在王才东村里的住处，记者看到了
他生前所写的两大本厚厚的扶贫日记，
记录了3年多来王才东与村民间的点点
滴滴，也记下了他为蒌根村脱贫攻坚工
作的倾情奉献。

蒌根村耕地少，土地贫瘠，常规农牧
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为了攻破这道难
题，从驻村伊始，王才东就组织村“两委”
干部深入分析研究、多方寻找项目，提出
种植业、饲养业、劳务输出、投资建厂等

“四大法宝”同时运用的思路，千方百计
提高贫困村民收入。

在木棠镇委镇政府大力支持下，蒌
根村成立了5个合作社，村民们有的种
桑养蚕、有的培育花苗、有的养鸡养猪
养羊。驻村期间，王才东累计引进帮扶
资金81万余元，引导贫困人口外出打
工242人；带动村民筹资建环保砖厂2
个，解决贫困人口就业38人；代缴新农
合费用33.627万元，惠及104户贫困户
565人；为贫困户子女争取教育补助资
金85.41万元，投入资金315万元对符
合条件的63户贫困户和低保户进行危

房改造……
每一组数字背后，每一笔资金往来，

无不体现着王才东为蒌根村脱贫攻坚付
出的心血和汗水。

3年多来，王才东始终心系蒌根村，
扎根脱贫攻坚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村
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2018年底，蒌根
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的目标，贫困户104
户565人全部脱贫“摘帽”。

恪尽职守表忠诚
真诚为民好榜样

“王才东不管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
作，始终立足岗位讲政治，恪尽职守表忠
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省检二分院
高级检察官周向平发自肺腑地说。

周向平回忆说，自驻村扶贫以来，
王才东大多数时间都在村里，心里想的
都是怎样让蒌根村村民早日脱贫致
富。即使是节假日，王才东也难得回一
趟家，老同事偶尔约一起小聚，他总是
说“村里忙，等脱贫了，我请你们”，便匆
匆忙忙走了。

“驻村期间，王才东积极运用自己所
掌握的法律知识，做好法治宣传、调解村
民纠纷，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

的和谐环境。”省检二分院扶贫干部何钦
武告诉记者，蒌根村有两位村民由于宅
基地面积划分引发争吵，一直不和。王
才东了解详情后，主动找两家人坐在一
起多次交心谈心、释法说理，消除了双方
多年的心里疙瘩。

3年多来，王才东通过各种方式，成
功化解各类矛盾30余起，有效促进了村
风和谐、邻里和睦。

心系百姓付真情
鞠躬尽瘁好书记

“大家都知道王书记身体不好，每次
他感到不舒服时，我们都劝他去医院检
查，但他总是说只是胃有点不舒服，没
事，老毛病了。得知他被确诊为肺癌晚
期后，才知道他平时是忍着多么大的病
痛在工作。我们痛失了一位好书记。”蒌
根村“两委”干部及村民在追忆王才东同
志生前点点滴滴时，含泪悲叹。

“2017年初，才东开始时常出现腹
部疼痛等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在扶贫一
线，一心扑在工作上。平时很少有时间
回家，就连周末也都在村里，对自己的病
痛没有太在意。”王才东的妻子周少妹告
诉记者，有一次他从家里正准备回蒌根

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妻子劝他先去医
院看病，但他放心不下当时正在紧锣密
鼓建设中的几个扶贫项目，还是坚持赶
回村里。

驻村扶贫以来，王才东大多数时间都
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非常平
易近人，见到村民都主动握手，嘘寒问
暖。村里老老少少都亲切地把他喊做“老
哥”，不管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和他说说。

“没有老哥，就没有我家今天的幸福
生活呀！”回忆起王书记，村民吴三贤的
眼眶就红了。他告诉记者，以前他靠四
处打零工赚钱养家，王书记了解到他在
砖厂打过工有技术，就劝他回来一起办
环保砖厂，还帮助他申请了扶贫小额贷
款入股。现在吴三贤夫妻俩都在环保砖
厂上班，一个月收入有四五千元，年底还
有分红，家里今年准备盖新房。“我的生活
越过越好，王书记却走了，这么好的人，我
真的很舍不得他！”吴三贤动情地说。

按照计划，王才东驻村第一书记任
期到2018年7月结束，但在当地镇村干
部和村民的极力挽留下，他再一次投入
到萎根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中。

由于疼痛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程度越来越严重，实在熬不过了，王才东
才在今年6月去医院做了一次身体检

查，没料到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由于病
情发现得太晚，医疗技术也没能留住王
才东的生命。在住院治疗两个月后的
8月1日，王才东终因医治无效离世。

萎根村“两委”干部及村民在追忆王
才东生前的点点滴滴时，都沉浸在无限
的惋惜和无尽悲痛中，许多人泣不成
声。直到现在，仍有许多村民难以接受
他已经去世的事实。

“王书记为我们村做了那么多好事、
实事，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打心眼里感
激。村子变好了，王书记却走了。”

“王书记是我的帮扶人，还经常自掏
腰包给我改善生活。他对我这么好，可
是这么好的人走得这么快……”

……
“王才东同志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工作的执着与坚守，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的工作精神，值得所有身在一线的扶贫干
部学习。”儋州市扶贫办主任林春晓说。

“王才东同志在担任蒌根村驻村第
一书记期间，心系群众、扎根基层、呕心
沥血、无私奉献，一心一意为蒌根村经济
发展出谋划策，为村民脱贫致富上下奔
走，他用行动展现了新时代检察人的担
当，用信念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宗旨，也为
我们树立了一座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
精神丰碑。”省检二分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李伟军说。

（本报那大12月15日电）

情系蒌根 心注扶贫

易航科技获2019数字化
转型与创新奖项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宇）12月13日
至14日，2019中国数字化年会暨中国数字化转
型与创新评选颁奖典礼在成都召开，海南本土企
业易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机场智慧地服解
决方案”获2019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评选“年度数
字交通解决方案”奖。

据悉，此次评选是国内首个全面覆盖数字化
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评选活动，截至今年已
成功举办两届。评选以《中国数字企业模型》为指
标体系与理论支撑，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
单位联合全国20多家CIO组织机构、行业协会共
同发起，参评企业超800家。

易航科技是一家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字化
基础设施运营和智慧型综合信息服务企业，主要
业务涉及数字民航、智慧解决方案、云服务，涵盖
航空、机场、政府、医疗、交通多个行业，也是海南
首家进入全国互联网百强的科技企业。

旅游综合体渐成海南旅游“新引力”。图为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内，演员在表演竹竿舞。 通讯员 王媛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