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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欧英才
徐慧玲 黄媛艳

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以下简称亚沙会）将如期举办的消息
一经发布，引发广泛关注，近300家中
外媒体报道、转载。国际体育记者协
会主席吉安尼·梅罗在社交媒体发文
称：“当欧洲国家采取严厉措施防控
疫情蔓延时，我们已经从亚沙会举办
城市——中国三亚看到一缕胜利的
曙光。”

无疑，亚沙会如期举行将为疫情
期间受到影响的琼岛旅游业带来提振
发展的坚定信心，更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一剂强心剂。眼
下，海南积极谋划亚沙会的各项筹备
工作，以赛会为抓手，多举措推动旅游
业快速反弹、快速复苏，加快海南高质
量发展。

发力——
提升一座城

尽管受疫情影响三亚游客量较
往年有所减少，天涯海角景区却是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施工队伍忙
碌的身影随处可见。“我们苦练内
功，提升景区软件、硬件设施，加紧
推进亚沙会开幕式场地设施和亚沙
公园等项目建设。”三亚旅文集团总
经理、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聪辉说，亚沙会的举办将
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为旅游经
济重振带来信心。

在亚沙会的带动下，更多旅游从
业者还看到了三亚旅游转型升级的巨
大潜力。“大东海是三亚旅游1.0的代
表，面临升级的压力。将承办多个亚
沙会项目，依托赛事整体实现景区旅
游产品、周边环境、道路交通等综合改
造提升，既丰富旅游消费产品供给，也
提升旅游体验。”大东海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邢增平说。

“集团旗下多个国际品牌都已进
驻三亚，亚沙会将助推三亚实现‘体
育+旅游+会展’融合发展，促进经济
结构转型，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复星旅文集团董事长兼CEO钱
建农认为，随着亚沙会等类似国际活
动的增加，三亚旅游度假和投资兴业
的吸引力将显著增强。

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海南省委
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三亚
将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推进各项工

作，把筹办亚沙会同城市发展紧密结
合起来，大力提升城市形象和风貌，精
心做好市场开发和产业培育工作，统
筹亚沙会宣传与三亚旅游城市形象宣
传，着力提升亚沙会和三亚旅游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展示三亚在自贸
港建设中的新形象。

借力——
搞活一座城

亚沙会吉祥物亮相纽约时报广
场、吉祥物发布后的一周时间内海内
外平台发布2300余条亚沙会信息、英
国《每日电讯报》等国际知名媒体重点
报道亚沙会筹办和三亚城市发展……
随着赛事筹办进入冲刺阶段，中外媒
体纷纷报道亚沙会、关注三亚发展，

“亚沙声音”和“三亚故事”的国际传播
越来越广。

“对于三亚来说，举办亚沙会是一
个好机会，能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朋
友看到三亚是一个好地方。”亚奥理事
会副主席霍震霆表示，赛会可以有效
传播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展示三亚
迷人的风情，搭建更多适合中外青年
沟通交流的平台。

“体育是一座城市的窗口，办赛会
就是在办城市。”亚沙会办赛指导专家

曹蕾认为，目前，赛会在国内外的有效
传播，让三亚乃至海南的国际知名度
明显提高，随着更多国际航线的开通，
将会吸引更多热爱体育、喜欢旅游的
人们认识三亚、到访三亚，实现城市旅
游业高质量复苏。

亚沙会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亚市市长阿东表示，亚沙会规模大、
影响广，契合三亚城市特点。三亚要
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通过赛会的筹
备和举办，推动旅游业快速反弹、服务
业快速复苏，力争实现“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的目标。

助力——
营销一座城

“‘久久不见久久见’，这句口号真
有意境。”在三亚湾红树林酒店亚沙会
特许商品经营点，来自琼海的李阳被
融入了琼岛文化元素的毛绒公仔、冰
箱贴、徽章、笔记本等亚沙会文创商品
所吸引，一边选购商品，一边向工作人
员了解“亚沙文化”。

借助国际赛事，打造城市“IP”，将
“海南礼物”送到世界各地，是三亚对
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方式。一直以
来，三亚积极传播“亚沙名片”，发布亚
沙会口号、征集赛事吉祥物、开发亚沙

会文创商品、推出亚沙会微信“表情
包”等，以多种形式展示琼岛风光与人
文风采，打造一批三亚旅游网红打卡
点，留下宝贵的“人文遗产”，鹿城名片
借力传播，有力提升城市知名度与影
响力。

“亚沙会‘遗产’分为有形的和
无形的，可以看作是三亚软、硬实
力的一次综合提升。”亚沙会组委
会副秘书长、亚沙委执行副主任、
三亚市副市长周俊透露，亚沙会的

“有形遗产”正逐现靓颜，三亚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城市形象提升项目
稳步推进，抓紧开展全市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以举办赛会为契机，进
一步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形象
和产业结构，加快三亚旅游经济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亚沙会还留给三亚旅游
宝贵的“人才遗产”“制度遗产”。“卓
越的人才是亚沙会最宝贵的遗产。”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
认为，亚沙会将给海南留下带不走
的人才财富，培养起熟悉国际大型
赛事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
往能力的一批实干担当的干部人才
队伍，将对海南的发展建设起着重
要推动作用。

（本报三亚3月16日电）

亚沙会如期举办利好为三亚注入新力量

亚沙释放红利 三亚发展给力
关注亚沙会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罗
霞）3月15日，由海南省诚信企业协
会主办的海南企业诚信承诺活动正
式启动。活动通过签承诺、树信用，
促进企业守信自律，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即日起至6月 14日，海南省范
围内各工商注册企业均可以免费参
与此次活动。企业通过省诚信企业

协会微信公众号“海南省诚信企业
协会”或官网“诚信海南”（www.
cxhn0898.com）即可报名参加活动。

企业签订的诚信承诺书共10条
内容：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坚持诚信
守法经营；全员参与诚信建设，树立
诚信道德文化；严格标准质量保证，
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真实宣传正确引
导，不做任何虚假广告；尊重市场竞

争对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实行商
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合理利润；严
格规范合同文本，认真履行商业承
诺；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敢于承担社
会责任；畅通纠纷处理渠道，建立健
全调解机制；信守诚信服务承诺，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

参与诚信承诺的企业，将在省
诚信企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官网

“诚信海南”及“信用中国（海南）”
网上进行公开发布；邀请加入海南
诚信企业家微信群，免费参加海南
年度诚信企业评价，可优先加入省
诚信企业协会，邀请参加诚信建设
方面的学习及活动，为诚信突出的
企业提供品牌宣传、诚信维权及资
源对接等相关服务，让诚信为企业
赋能。

海南企业诚信承诺活动启动

十条承诺促进企业守信自律

海口美兰机场试运行旅客安保全流程项目

不用排长队
刷脸可登机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邱天纬）不用排长队，也不用身份证，仅需刷
脸即可登机。海南日报记者3月16日从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获悉，该机场即日起开始试运行旅客
安保全流程项目，实现全程刷脸通关，不仅将提升
值机排队效率，而且还能减少旅客与工作人员的
接触，降低传染风险。

据了解，美兰机场旅客安保全流程项目是通
过整合各项服务数据及业务资源，利用创新技术，
优化旅客值机、安检以及登机等服务流程从而推
出的便民举措。下一步，美兰机场还将继续秉承
服务理念，根据旅客出行的个性化需求，为广大旅
客提供更加智能化、方便快捷的高品质服务，全力
推进智慧机场建设。

二、刷脸值机（暂时不对乘坐南方航空、
九元航空、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的旅客开放）

收到短信通过验证的旅客可前往美兰
机场25、26、49、50号值机柜台人脸识别值
机区进行刷脸识别值机。

三、刷脸安检（暂时不对乘坐九元航空、
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的旅客开放）

完成人脸识别值机、行李托运的旅客可
前往B区安检8、9号通道前使用人脸识别
安检闸机进行人脸识别核验，完成核验的旅
客领取闸机打印的安检验讫凭据进入安检
人身检验环节。

四、刷脸登机
通过安检过检的旅客可在其航班对应

并具备人脸识别设备的登机口进行人脸识
别登机。需要注意的是，首批人脸识别登机
设备仅在18、20、21、27、28号登机口设置。

一、提前注册申请（暂时不对乘坐九元
航空、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的旅客开放）

旅客需在出行前至少一天于微信小程
序栏内搜索“美兰机场旅客通关验证”小程
序，进行人脸识别注册，通过验证即可。

1. 小程序注册以及机票购买需至少提
前一天完成，当天出行才购买机票或者注册
小程序的旅客无法使用人脸识别；

2. 美兰机场人脸识别行李托运环节暂
未投入使用，有办理行李托运需求的旅客在
办理完人脸值机后需前往人工柜台办理行
李托运业务。

注意事项

使用指南

制图/陈海冰

琼岛本周后期
局部地区将现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俊汝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3
月16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预计琼岛本周后期全岛以多云为主，西
北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

陆地方面，3月19日最高气温西
北部地区可升至32～35℃，其余地区
29～32℃。20日～22日，全岛多云，
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
雨；各地最高气温继续上升，22日西
北部地区可升至34～37℃，其余地区
31～34℃，最低气温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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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防控抓生产 促建设稳经济

乐东两手抓两手硬 奋力夺取双胜利
2020年的春天，新冠肺

炎疫情来势汹汹，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在全国打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乐东黎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
作要求，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引领各方力量联防联控，
全力以赴，构筑起防控安全屏
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努力，
海南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防控形势正在向积极
向好的态势拓展。在此基础
上，乐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社会经济发展工作，有序推动
复工复产，积极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行动迅速 疫情防控不漏网

站岗村道卡点巡逻检查、走村入户
宣讲防控知识、研究制定疫情防控措施
……带着一台电磁炉，海南省残联派驻
乐东莺歌海镇人民政府挂职的张仲祥
从大年初二（1月26日）就一直坚守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

疫情就是集结号。乐东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预案，靠前建立指挥体系，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发挥先
锋模范带头作用，形成全县联动、分工
明确、职责清晰、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我县第一时间成立了县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第一副组
长，全面加强对防控工作的领导。领
导小组下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下设11个专项工作组，由各级党
委政府领导任组长，各有关部门一把
手任副组长，从各部门选派骨干力量
为成员，负责统筹调度全县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工作。”乐东副县长、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医疗救治组组长陈卫
华说。

位于黄流镇的乐东第二人民医
院，承担着邻近6个沿海乡镇40多万
人口的医疗服务工作。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作为县级定点收治医院，乐
东第二人民医院215名医护人员递交
自愿请战书，申请参加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抽调14名医护人员参与24
小时轮班在公路卡点对车辆和人员进
行排查和健康检测……他们用坚守与
担当，勇敢与无畏为群众筑起一道道
平安健康墙。

“我们统筹调配全县的医疗资源，
配齐配强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专业力
量，打造一支高水准的防治团队。”陈卫
华介绍，乐东从县人民医院和县第二人
民医院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一支32
人的县级诊疗专家队伍，会同第一梯队

的558名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日评估、多
学科综合救治和定期巡诊的工作制度
开展诊疗工作，此外29名骨干医护人
员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分两批
次赴湖北省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乐东严格贯彻落实省委“五级书
记齐抓防控”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负责、守土尽责，实行人性化服务管
理。该县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
人员放弃春节休假全员返岗，589名
脱贫攻坚工作队队员、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员、驻村第一书记、村“两委”干
部转战疫情防控阻击战场，安排 390
名贫困户在疫情防控岗位工作，动员
178名志愿者增援疫情战斗，形成了
一支联防联控主力军。

统筹资源 物资保障不间断

海南源安隆药品连锁有限公司向
乐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1.5
万个口罩；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乐东县人民医院、县第二人

民医院、检测点等捐赠361箱青枣；乐
东卓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捐赠1000箱
黄秋葵，用于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严峻形
势，乐东疫情防控医用物资需求激增，
部分医用物资特别是医用口罩、医用
防护服需求极为紧张。得知情况后，
多家爱心企业付诸行动，给予抗击疫
情工作人员物质支援，还带来了精神
上的鼓舞。

自疫情发生以来，乐东多渠道统筹
物资，筑牢物资保障墙。据介绍，乐东投
入专项经费597.25万元用于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和各镇的疫情防控工作；累
计向全县各单位发放非医用普通口罩
75.8万个，医用普通口罩5260个，N95
口罩4371个，医用防护服1262件。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经常接收到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送来的物资，有大
家的关爱，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做好工
作，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乐东医
务工作者洪霞说。

疫情发生以后，该县农产品出现了

销售难题。乐东县委、县政府积极采取
措施，发动党员群众、爱心企业积极认
购，主动联系收购商前来收购，不仅为
防疫一线提供了物资保障，也为疫情防
控期间该县瓜果蔬菜销售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

得知受疫情影响，本地扶贫产业乐
东金果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约有13万
斤沃柑面临滞销困境，乐东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通过“以购代捐”方式，认购7000
斤沃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连日来，乐东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抗
击疫情保供产销对接大行动，搭建线上
线下产销对接平台，设立抗疫助农消费
扶贫瓜果菜配送中心，以团购订单配送
和现场销售两种形式销售农户尤其是
贫困户及合作社的农产品。

此外，乐东全力以赴做好支援湖北
省物资供应工作，共组织432.5吨价值
250万元的哈密瓜、芒果、火龙果等当季
水果支援湖北，其中乐东多家单位向贫
困户采购共计2.1万斤价值5.83万元的
瓜菜运往湖北省恩施州民族医院。

复工复产 发展驱动不熄火

人勤春来早，增收正当时。在志仲
镇志强村田洋里，青翠的毛豆令人心旷
神怡。每天凌晨1时，几十名农户头戴
电筒，趁着月色采摘毛豆，每摘一斤可
以给他们带来0.6元收入，早春致富曲
在田野奏响。

“要继续绷紧加强疫情防控这根
弦，抓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做到两手抓、两手硬，奋力夺取双胜利，
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贡献。”在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乐东努
力写好复工复产这篇“文章”。

一方面，乐东陆续制定了《应对疫
情做好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和支持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五条措施》《抗
疫情 保增收 防返贫十五条措施》《冬
季瓜菜“点对点”运销实施方案》等文
件，为支持复工复产、项目建设等提供
政策保障。

另一方面，该县落实“六个一”机
制，深化“三服务”，帮助协调解决企业
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确保企业
安全复工；千方百计加快推动县一小、

“三馆合一”、“百里滨海城市带”、黄流
市政道路改造项目示范段、大安志仲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城乡污水处
理一体化等项目建设，保障脱贫攻坚、
农业产业和旅游产业有序发展。

自疫情发生以来，乐东县委主要领
导先后深入11个镇39个村调研指导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走访9家农业
龙头企业、6家扶贫产业合作社、2个南
繁基地，全面了解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企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情况、贫困户生
产生活难题等，协调解决疫情防控物资
短缺、贷款难、用工荒等问题。乐东县
政府主要领导先后深入11个镇32个村
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21
次，帮助解决一线疫情防控物资困难、
农产品销售运输渠道等问题。
（策划／老邹 严玫 撰稿／严玫 图/林东）

3月11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志强
村农户忙着给毛豆秆采叶。去年该县毛豆
种植面积达6万亩，总产值3.6亿元，成为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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