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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建筑很有特色，也有很多海南
特色小吃，全家都玩得特别开心。”1
月22日下午，在海口市观澜湖电影
公社，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游客靳春
芬兴致勃勃地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
手机拍摄的照片。

暖阳沙滩、海风椰韵，2020年春
节，海口再次吸引了许多和靳春芬一
样的游客前来过大年。

为了让市民游客吃好、喝好、
玩好，海口在推出精彩纷呈的八大
主题精品旅文线路之外，还积极作
为，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保持物价
平稳，满足市民游客的不同层次消

费需求。
“春节期间我们在海口呆4天3

晚，入住的酒店一间双人房一晚约
300多元，很实惠。”靳春芬告诉记
者，自己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关注海
口的住宿价格。几个月观察下来，她
发现价格几乎持平，便放心下了单，

“不被‘宰’，玩得才舒心。”
“在海口范围内，从五星级酒店

到家庭旅馆，住宿价格与2019年12
月基本保持一致。”1月22日，海口市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海口酒店、旅
馆将执行政府指导价，从各酒店报备
价格来看，其住宿价格与非节假日基
本持平。

“不仅价格平稳，同时，海口的酒
店还具有充足的接待能力。”该工作
人员表示，海口市登记在案的酒店共
有1300余家，目前预订率约为60%。

饮食是游客消费的另一个主要方
面。据悉，春节期间，海口的餐饮价格
与非节假日价格基本持平，“年夜饭
的价格也与平时一致。”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如果游客认为某家店餐饮价格偏
高，可以随时向海口市物价局举报。

该工作人员介绍，海口各景点的
门票和景点内的餐饮价格均与平日
保持一致。

“我们这趟出行带着老人和孩子，
所以选择的游玩项目以休闲为主。”选

择此行目的地前，靳春芬欣喜地发现
海口既有萌萌的熊猫，又有颇具民国
风情的观澜湖电影公社，既能海边踏
浪，又能免税“血拼”，于是便将目的地
定在了海口，“到今天为止已经在海
口玩了两天了，全家都很满意。”

记者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了解到，为了让市民游客玩得
舒心畅快，海口在春节期间特意推出
年味老海口之旅、新春民俗之旅、贺
岁新风尚之旅、亲子家庭团圆之旅、
暖冬逐浪非“帆”之旅、漫游休闲购物
之旅、春节完美假期之旅、激情海口
新潮流之旅等八大主题精品旅文线
路，涵盖 吃、喝、玩、乐、购，市民游客
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喜好，自主选择

项目。
同时，从即日起至2月8日期间，

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
航集团与海口景区联合开展的“海口
景区体验官招募”活动也同步启动，
游客预订到达海口的机票后，可以凭
预定成功的手机短信，随机抽取海口
景区（点）体验大礼包，奖品包括海口
景区体验大礼包（内含长影环球100
奇幻乐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火山口地质公园等景点门票各两张，
红树林旅游区船票、海口市国家帆船
基地公共码头帆船体验票各两张）、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护肤旅行套装
和夜游海口湾水上巴士船票等。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

食宿价格平稳 旅游品种丰富

海口推出八大主题精品旅文线路

海口发布2019年度十大新闻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只争朝

夕，不负韶华。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1月22
日下午，海口市举行2020年春节团拜会。省市领
导与驻市军警部队官兵、离退休老干部、社会各界
代表等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佳节，共话改革发展。
团拜会现场还发布了“2019年度海口十大新闻”。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出席并致辞。
过去的一年，海口市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实干

担当、攻坚克难，全市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进
步。2020年，海口全市上下将深入开展“我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等，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奋
力开创新时代海口新局面，坚决扛起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海口担当。

团拜会现场还发布了“守初心担使命扎实推
进主题教育，作贡献抓落实坚决扛起海口担当；江
东新区奋进‘两区一标杆’，自贸港建设海口当好

‘领头羊’；文旅盛宴搅热国际旅游消费年”等
“2019年度海口十大新闻”。

团拜会过程中，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城管、
环卫、市政、园林、公安、12345政府服务热线、志
愿服务、扶贫等领域的工作者代表一一握手，互致
新春祝福。

本报三亚1月22日电（记者周
月光）1月21日晚，一场以村民为表
演主体的特色“村晚”在三亚市西岛
渔村举行。精彩节目呈现了西岛渔
村走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全域旅
游和乡村振兴的新面貌。

西岛渔村村晚共分为“渔村新时
代”“海岛女民兵”和“岛民美好生活”3
个篇章。节目内容包含交响乐演奏、
歌曲演唱、舞蹈、小品、环保模特秀等。

在“海岛女民兵篇章”中，央视著
名主持人敬一丹作为特邀嘉宾出场，
分享自己对于海岛女民兵的印象，从
自己的角度讲述女民兵的故事，并邀
请第二代西岛女民兵登台演唱女民
兵之歌。登台女民兵平均年龄已达
70岁，这一幕令现场观众为之动容。

“每次表演女民兵节目，我们就觉
得好像回到了当年。”年近七旬的西岛
女子民兵连第二任连长陈香妹说。

敬一丹说，以前我们都知道央视
的春晚，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村
晚，说明中国人过年的内容越来越丰
富，越来越追求精神生活。

三亚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建设西岛美丽渔村过程中，三
亚市高度重视西岛精神文明建设，
西岛村晚正是美丽渔村建设过程中
精神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

据悉，本次村晚是三亚市“我们的

节日·春节——西岛渔村过大年”系列
活动的内容之一，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1月31日，除本次村晚外，还有海边交
响音乐会、“听敬一丹聊过年的那些事
儿”文化沙龙、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
博览会永久分会场挂牌等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委宣传部指
导，三亚市天涯区委宣传部等主办，
海上书房、南海网、西岛社区等单位
协办。

西岛“村晚”演绎渔村新事
敬一丹受邀讲述女民兵故事

本报三亚1月22日电（记者李
艳玫）海南日报记者从1月22日三
亚市召开的2020年春节黄金周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春节期间三亚旅游产
品供给丰富，酒店客房供给充足，价
格平稳。

据介绍，通过对航空公司、酒店、
旅行社抽样调查分析预测，2020年
春节黄金周预计有101万名旅客来
三亚旅游度假，接待游客量将比去年

略高。根据抽样调查情况，三亚四大
湾区酒店客房热度均有较大提升。
数据显示，三亚一线海景旅游酒店春
节黄金周平均预订率为71%，其中
海棠湾地区亚特兰蒂斯酒店预订率
达 91%，仁恒皇冠酒店预订率为
87%，天房洲际酒店预订率为80%；
三亚湾及市区中银泰阳光度假酒店
预订率为90%，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预订率为88%。

据了解，三亚目前共有旅游饭店
252家，社会旅馆1300余家，总客房
量达10万间，可满足游客不同层次
的住宿需求。“从调查结果显示，三亚
除少数几个网红酒店预定率达到
90%左右外，二三线酒店空置率在
35%左右，整个三亚酒店房源充足，
预定渠道畅通，游客可以通过在线平
台、企业平台、电话、微信公众号等多
种形式进行酒店客房预订。”三亚旅

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春节期间，三亚旅游酒

店客房价格调控实行市场调节和
政府调控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实行
明码实价。各旅游酒店必须在大
堂明码公示春节期间所有房型的
实时售价，且标价不得高于 OTA
线上价格的 20%。旅游饭店不得
对已售罄的房型标出“天价”，阻止
客人预订。

春节期间三亚酒店房源充足房价平稳

省委组织部慰问全省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老干部和优秀人才代表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祝福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蔡

永胜）海南日报记者1月22日从省委组织部获
悉，按照中组部和省委要求，在春节来临之际，省
委组织部派出9个慰问组，走访慰问全省生活困
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优秀人才代表，送去党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深切关怀和新春祝福。

慰问组深入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代
表家中，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以
及在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求各市县
及相关部门的同志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深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
暖。慰问组还详细了解优秀人才代表的工作生活
情况，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悉，为做好2020年“两节”走访慰问、送温
暖活动，根据省委组织部要求，各市县各单位也在
春节前组成慰问组，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访慰
问，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

春节期间海南电网
实施二级保供电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朱
玉 郭卫华 陈克伟）日前，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对春节期间电力供应
保障作出部署，按照全省范围实施
二级保供电的要求，提前开展调度
运行、设备运维、隐患排查与整改等
工作，让百姓用舒心电，过亮堂年。

春节期间，预计我省统调最高负
荷需求408万千瓦，全省统调可调出
力570万千瓦，春节保供电期间，电力
平衡盈余较多，全省电力供应充足。

为确保2020年春节期间电网
安全运行，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用电
需求，海南电网专门制定电力电量
平衡措施，明确春节期间不安排计
划检修工作和110千伏及以上系统
新设备启动，电网保持全接线、全保
护方式运行。

琼剧名家新秀
奉献视听盛宴

本报海口1月22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潘心团）1月22日晚，“琼
音曲韵尽是春”——2020年海南省
琼剧春节晚会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精彩上演。
琼剧名家新秀齐聚一堂，为现场以
及实时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奉上
一道叠翠流金的视听艺术盛宴。

晚会以“突出时代精神、彰显经
典魅力”为主题，分为5个篇章，共
18个节目，汇集了舞蹈、戏歌、武
戏、程式展示、行当展示、乐器合奏、
新创剧目片段演唱、经典唱段串烧
等多种表演形式。

本次晚会由省委宣传部指导，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海南省琼剧基金会主
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文旅频道、省
琼剧院、省艺校共同承办。

喜迎

文昌举行迎春晚会

本报文城1月22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1月21日
晚，以“阳光海南幸福年 奋进紫贝
贺新春”为主题的文昌市2020年迎
春文艺演出晚会在文昌中学综合楼
礼堂举行。

当晚 8 时，晚会在主题 VCR
《阳光海南幸福年 奋进紫贝贺新
春》和欢快的开场歌舞中徐徐拉开
序幕。演出分为《最暖春天是海南》
《最美椰乡是文昌》《最深之爱是爱
国》三个篇章。晚会表演形式多样，
视频短片、独唱、合唱、朗诵、扶贫主
题小品、音舞诗画讲述等轮番上阵，
赢来台下阵阵掌声。

本场晚会由中共文昌市委、文
昌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文昌市委
宣传部、文昌市融媒体中心承办，文
昌中学协办。

熊猫吃饺子 年饭新滋味
1月22日，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馆里，工作人员正紧张忙碌地为两只大熊猫

“贡贡”和“舜舜”的家布置迎春装饰。工作人员将黄豆粉、玉米粉、面粉、鸡蛋等按比例和水拌
匀，放进饺子形状的模具里压制成型，再进行蒸制，让熊猫兄弟感受年饭新滋味。

本报记者 邓海宁 文/图

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年会
筹备工作专题会要求

加快推进博鳌地区软硬件提升
做精做细新增海南主题分论坛

本报博鳌1月22日电（记者周晓梦）1月22
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年会筹备工作专题
会在琼海召开。会议要求，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
年会相关筹备工作，加快推进博鳌地区软硬件提
升建设，做精做细新增海南主题分论坛，各单位要
从现在开始进入年会筹备实战状态，切实抓好各
项任务落实。

省委常委毛超峰、肖莺子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各项工作进行逐项梳理细化，各项工作

负责单位、琼海市有关负责人分别就博鳌亚洲论坛
公园建设、博鳌亚洲论坛历史回顾展等年会筹备相
关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并围绕现存问题和下一阶段
工作积极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领
导，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联席会议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加强
信息沟通和上传下达，形成高效推进的工作合力。

会议要求，加快推进博鳌亚洲论坛公园建设
和博鳌亚洲论坛历史回顾展工作，要抓好以下几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明确建设公园的初衷和目
的，丰富和完善博鳌地区旅游资源，打造吸引人、
留住人之地。二是公园建设要围绕博鳌亚洲论坛
这一主题做文章，充分彰显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
改革开放历程中和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地位和作
用。三是回顾展展陈工作要以小见大，展示好、宣
传好博鳌亚洲论坛体现的大国气魄和风范，在细
节中见世界、见中国、见海南；要充分运用现代多
媒体科技展示手段，立体化呈现展陈内容，突出

“亲民范儿”，让参观者有亲历感、融入感。四是明
确公园建设和管理工作的主体。

会前，毛超峰、肖莺子一行还实地走访了博鳌
国宾馆、留客村、博鳌金海岸大酒店等地，现场调
研考察年会重要活动场地、接待设施和相关项目
建设等情况。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21日12时-1月2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2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7

22

14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