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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29日电（记者林
诗婷）“五一”小长假将至，三亚市旅
游推广局联合三亚旅文集团、三亚国
际免税城等旅游企业，通过丰富产品
供给、提供产品优惠、联合营销加大
推广力度等举措，推出一系列三亚优
惠旅游套餐，加快推动三亚旅游市场
复苏繁荣。

其中，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订
酒店，送机票”产品，连住2晚即送双
人往返机票，套餐还包含双早、双园
门票以及双人C秀门票等；凡在蜈支
洲岛旅游区消费游客均可免费领取
三亚国际免税城100元无门槛精品
代金券（非香化），同时可凭三亚国际
免税城实体店购物小票或官网平台

电子订单等消费记录，享受蜈支洲岛
门票船票5折优惠。

此外，针对海南本地居民，三亚
也推出多项优惠套餐。其中，海南居
民可享50元天涯海角景区门票、45
元大小洞天景区门票等；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则推出“久久不见9.9
见，游乐约惠季”套餐，海南居民购买

6项套票仅需99元，部分项目享受
9.9元特价；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海
南居民及在海南工作人员礼包等。

据悉，此次优惠活动是三亚市旅
游推广局联合营销活动的第一季，接
下来，该局还将陆续推出海岛游、乡
村游以及海南居民礼包等优惠产品，
促进旅游消费水平提升。

三亚联动景区酒店推出“五一”旅游套餐

订酒店还送机票 本地居民优惠游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罗
霞）“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我省商
家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将在“五一”期间开展系列促消费活
动，加大线上推介力度，积极优化线
下服务，推出一批促销优惠活动。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4月28日从省商务
厅和我省一些商贸企业获悉的。

目前，海南“消费一码通”已上线
的700余家商户将持续推出优惠活
动，包括发放消费券、套餐优惠、充
值有礼等活动；由省商务厅、共青团
海南省委共同举办的“海南好物节”

直播活动也已启动，通过举行直播
带货比赛推动海南特色产品销售；
由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邮
政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共同组织的
第二届“双品网购节”于4月28日拉
开帷幕，将持续进行至5月10日，海
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文昌潮记文
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海橡健康国
际文旅投资有限公司等我省3家企
业参与该活动，将在各大型电商平
台上以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推广销
售优质产品。

第二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也

将启动，4家离岛免税店将推出各类
主题优惠活动。其中，三亚国际免税
城将在“五一”期间推出香化产品7.5
折起优惠，其他品类5折起优惠，并
在线上同步推出优惠活动。

海南望海国际广场内400余家品
牌商家已经营业，复工率近100%。“五
一”期间，该商场除推出商品优惠活
动外，还将推出“夜市”活动，包括
举行夜间美食品鉴、夜间商品促销
以及街舞表演、杂耍表演、乐队驻
唱等。为方便消费者选购商品，该
商场还推出线上商城，积极开展线

上直播业务，通过主播展示产品特
点、用户答疑、线上抽奖等环节，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激发市场
活力。

海口日月广场的客流量目前已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5%，“五一”期间
该商场将推出系列商品促销活动，同
时通过线上直播服务消费者。三亚
夏日百货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配
合推出消费满减活动。儋州夏日广
场则将举办华为智趣大篷车、人气餐
饮争霸赛等活动。

大润发、家乐福等超市也加大商

品供应量，满足节日市场需求，同时
将推出“五一”大促销活动，多种品牌
产品价格低至5折。在促销之余，海
口家乐福积极优化服务，打造“到家
服务”平台，送货上门业务拓展至文
昌、澄迈、定安等市县。

此外，省内一批酒店推出“住
房+餐饮”优惠套餐，让游客能够尽
情享受美食美景。海南部分餐饮企
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出
优惠就餐、外卖送餐等活动。苏宁等
企业积极开展家电促销和“以旧换
新”等活动。

我省商家“五一”系列活动促消费

线上线下发力 优惠促销给力

关注“五一”小长假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刘
操 通讯员黄冬青）由海南省民族宗教
事务委员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主办，省作家协会、省文学院、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协办的海南省民族文化

“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将于4月
30日正式启动。活动以海南“民族团
结一家亲”为主题，展示海南少数民族
地区及少数民族群众在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我省各民
族在建设美好新海南中所表现出的精
神风貌及新时代民族精神。

省民宗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活动旨在广泛、深入、持久地宣传全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民族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面向全国征
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剧本、一篇报
告文学、一首诗歌、一篇散文、一张相
片、一首歌曲”等优秀的海南少数民族
文化作品，多体裁、多渠道、多角度、多
形式展示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成
就、风情文化、传奇故事等，以艺术创
作的形式传承和弘扬海南少数民族优
秀文化；同时通过作品征集、实地采
风、体裁研讨、文化宣传等形式长期打

造海南民族文化工程，擦亮海南民族
文化品牌，塑造海南民族文化名片；通
过文化艺术作品创作形式，展示出新
时代民族团结精神，为民族团结架起
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次活动将借助省内外媒体实现
传播，扩大征集面，省内媒体则通过海
南日报文化周刊、海南日报“两微一
端”、南海网等渠道开设征集，同时通
过系列线下定向邀约、文化艺术人物
挖掘等形式提升民族文化艺术影响
力，构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
精神家园。

据介绍，本次征集作品的体裁要
求为海南省相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书写和记录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
民族自古以来的传奇、人物、故事；海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街巷故
事、特色物件；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
展成就、展示新时代民族精神、风情文
化带来的感动等。

应征作品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
性统一的原则，具有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必须符合
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公序良俗要
求；应征人所提交的作品必须为原

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并具备
完整的知识产权；主办方可根据活
动推广需求将应征作品用于进行刊
登、发布及活动宣传等；在主办方与
作者明确约定基础上，获奖作品的
著作权和版权，归属于海南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且无版权纠纷。
如出现版权纠纷，应无偿返还奖金
及证书并承担相关责任。应征人签
订《征集作品著作权和版权承诺函》
后，主办方即可支付奖金费用，如未
签订《征集作品著作权和版权承诺
函》视为主动放弃奖励及奖金。

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启动
面向全国征集优秀的海南民族文化作品，长篇小说单项最高奖金10万元

征集时间：
2020年4月30日起至2020年10月10日止，征集形式包括面向社会征

集、机构推荐征集、市县采风创作征集、研创沙龙会征集、知名创作者邀约征
集等。

作品格式要求：
文字作品，提供完整的Word格式电子文本；相片作品，黑白彩色均可，

电子版需JPG格式，分辨率不少于240dpi、长边不小于3000像素，并注明相片
背景说明；歌曲作品，每首歌需提供完整的曲谱以及歌词文件（含歌曲录音
小样更佳）。作品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发送至邮箱：hnqgyzj@163.com。邮
件主题和作品命名统一格式，格式为“体裁类别+作品名称+姓名+电话”。
如是歌曲作品，需要提供曲谱+歌词的作者姓名。

联系人：张女士 0898-66810637

4月28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马珂）4月28日
0时-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亡病例
0例，新增出院0例。

截至4月28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68例，重症病例0例，
死亡病例6例，出院病例162例。确诊病例中，
海口市39例、三亚市54例、儋州市15例、文昌
市3例、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东方市3例、
乐东县2例、澄迈县9例、临高县6例、定安县3
例、陵水县4例、昌江县7例、保亭县3例、琼中
县1例。

截至 4 月 28 日 24 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68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612人，尚有68人正
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4月28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1例，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0
例，累计解除隔离24例，尚在医学观察7例（4例
为境外输入、2例为湖北省输入、1例为本地）。无
症状感染者中，海口市7例、三亚市18例、琼海市
1例、万宁市1例、东方市2例、乐东县1例（原三
亚市报告病例，按现住址归属乐东县）、陵水县1
例；24例为境内，7例为境外输入（输入国为英国
5例、荷兰1例、西班牙1例）。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张
期望）为迎接“五一”小长假，海口市
美兰区将推出一系列跨界营销活
动，该区将从4月30日至5月5日，
推出以“美兰‘聚惠’5·1逛名门”为
主题的系列跨界营销活动，通过丰
富促销优惠和线上线下结合，让广
大市民假期中尽情“逛买”，并进一
步结合消费扶贫行动，扩宽扶贫农
副产品销路，提振脱贫户发展信心。

据悉，此次营销活动分为两部
分，一是以“扶贫助农来名门，尊享钜
惠献爱心”为主题的促销活动，将于
4月30日至5月5日在名门广场举
行。届时，名门商圈108家商户将
联合提供大力度促销优惠活动，让
广大消费者尽享优惠、尽情购买。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特色互
动，消费者可在消费后凭券换购果
汁。二是主办方将在线上举行的
抢购活动,通过在微信公众号“度
假之家”中开设“72h美兰线上抢购
节专区”，消费者可登录抢购扶贫
农副产品。此外，22家位于美兰区
内的商家、企业也将提供特惠代金
券和体验券线上销售。

疫情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风险，
主办方特意采取线上下单、线下领
取或直接到店消费的方式开展活
动。同时还采取了扫码核销领取等
方式减少人员接触，并限时限流确
保客户保持安全距离。主办方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丰富营销模
式，提升消费体验，进一步满足广大
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

此次活动由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政府主办，美兰区旅游和文化体育
局、商务局承办，海口市商务局、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协办。

2020陵水
电商旅游消费扶贫节开幕

本报椰林4月29日电 （记者梁君穷 特约
记者陈思国）为进一步推进消费供给创新，助力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脱贫户增收，4月29
日，为期7天的2020陵水黎族自治县电商旅游
消费扶贫节正式开幕。

此次电商旅游消费扶贫节以“约‘惠’陵水·欢
乐购”为主题，设有扶贫产品展、电商产品展、旅游
商贸展、特色美食展、国际进口商品展等5个线下
核心展区板块以及线上直播带货专区板块，火龙
果、澳洲淡水龙虾等20多种陵水特色扶贫产品悉
数亮相。

在直播带货区，陵水各企业代表化身主播为
自家产品推介，吸引了不少网友抢购下单。活动
现场参展商家还推出了免费试吃、网上订购、打折
促销等活动回馈消费者。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陵水县
不断丰富旅游消费业态、培育旅游消费热点，
2019年共接待游客558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收
入39.5亿元。此次活动既是消费扶贫的一项行
动，搭建起产销桥梁，助推“土货”出售，也是有效
落实《陵水黎族自治县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实施
方案》的又一举措。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胡蓉）为保障“五一”假期
期间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4月29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五一”假
期出行提示。

据介绍，今年“五一”假期为近年
来最长的劳动节假期，共5天。加之
琼州海峡航运实施对外省小型车辆

免费政策，我省交通流量将出现不确
定性增长，高速公路、旅游线路可能
会有较大交通压力。

一是高速公路海口、定安、澄迈和
三亚段，以及三亚等地主要景区路段
易发堵车。其中，假期前段（4月30
日-5月1日）、假期后段（5月4日-5
日）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机场预

计客流将大量集中，汽车站、火车站、
港口码头、机场周边道路是重点疏堵
路段。

二是“五一”假期全省预计仍
将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将有短
时雷阵雨。高温高湿气候易导致
驾驶员心情烦躁、疲劳驾驶，夜间
出行活动增多，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风险加大。
三是城区交通事故多发，无证驾

驶、酒后驾驶肇事多发，高速公路、农
村地区较大事故风险高。

省交警提醒，交通参与者提前规
划假期出行路线，绕开易堵路段，避
开危险路段，要遵守交通法规，不疲
劳驾驶，不酒驾，安全文明出行。

重点旅游景区

省交警总队发布“五一”假期出行提示

这些路段易堵车 绕行出游不堵心
海口美兰区
跨界营销拉动消费

假期前段（4 月 30 日-5 月 1
日）、假期后段（5月4日-5日）汽
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机场预
计客流将大量集中

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
机场周边道路是重点疏堵路段

高速公路海口、定
安、澄迈和三亚段，以
及三亚等地主要景区
路段易发堵车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
G98环岛高速公路海口龙桥

至美仁坡段、定安段、澄迈大丰至
白莲段、临高金牌以北路段、三亚
大茅隧道段及通往南山景区段

海文高速公路大致坡至三江
段等路段是重点疏堵路段

三亚南山、天涯海角、亚龙
湾、海棠湾，保亭呀喏哒、槟榔
谷，琼海博鳌，万宁兴隆等景区，
以及海文大桥等周边路段是重
点疏堵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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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特等奖 1名 10万元（含税）及证书
入围奖 2名 1万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剧本
特等奖 1名 3万元（含税）及证书
入围奖 2名 1万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报告文学
特等奖 1名 4万元（含税）及证书
入围奖 2名 1万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相片
一等奖 1名 5000元（含税）及证书
二等奖 2名 2500元（含税）及证书
三等奖 3名 1000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歌曲
一等奖 1名 2万元（含税）及证书
二等奖 2名 5000元（含税）及证书
三等奖 3名 3000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本次活动评选时间计划为 10
月下旬，主办方将组织并聘请全国
知名民族文化专家、海南省院校教
授对征集作品进行打分评审，通过
初审和终审两个环节最终按照分数
排序评选出获奖作品。主办方还将
在“在海南自贸港背景下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与发展漫谈会”上为获奖
作者（或单位代表）颁奖。

本次征集按照7个类别分别设
置奖项及奖金，奖金总额高达 30.8
万元，其中长篇小说单项奖金高达
10万元，吸引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
精品创作。

奖项设置

诗歌
一等奖 1名 5000元（含税）及证书
二等奖 2名 2500元（含税）及证书
三等奖 3名 1000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散文
一等奖 1名 5000元（含税）及证书
二等奖 2名 2500元（含税）及证书
三等奖 3名 1000元（含税）及证书
优秀奖 若干 颁发证书

按照 个类别分别设置奖项、数量、奖金等，具体奖项明细如下7

旅游旅游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潘
毅巧）4月29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海垦
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竣工投用，设立在该基地
的海南红明农产品（荔枝）交易中心（以下简称红明
交易中心）也于当日开业运营。

据了解，该基地由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与
湖南建工集团共同建设，是海南自贸区建设项目
（第三批）集中开工项目之一。项目占地42.73亩，
总投资超3000万元，配有冷库、分拣机等设备。

五月迎来荔枝红，目前正是荔枝采摘收获的
季节，各地客商争相订购荔枝。为解决荔枝长途
运输问题，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通过配备完善
冷链设施和引进包装生产线，提供荔枝储存、预冷、
分拣、包装、运输等一系列服务，进一步延长荔枝保
鲜期，助力荔枝“抢鲜”上市。目前，红明交易中心
荔枝日分拣量可达30万斤，11个交易档口可对荔
枝进行预冷处理、打包装箱。

此外，红明荔枝产业集团还将依托现有产
业资源，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线上平台以及省内
外客商积极对接，将红明交易中心打造为辐射
全省、对接全国的荔枝等热带水果、农副产品交
易集散地，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打造新的经济
增长点。

当天，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下属海南红明湘海
农业产业公司还与8家企业签约，达成1500万斤
荔枝意向销售订单。

海垦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投用

冷链助力荔枝“抢鲜”上市

澄迈首个农村粪污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示范村揭牌

本报金江4月29日电（记者余小艳）日前，
澄迈县首个农村粪污无害化、资源化利用示范村
在澄迈县永发镇后坡村揭牌，今后该村的农村无
害化卫生厕所粪污处理工作将由第三方服务公司
——澄迈润来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清掏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

据介绍，工作人员在厕所粪污中加入生物菌，
经过密封发酵、固液分离等流程，将粪污分离成沼
液和固体粪污。沼液可直接用来种植农作物，固
体粪污再发酵后用来养殖蚯蚓，经蚯蚓快捷分解
等处理后转化成的有机肥，可作为粮食、蔬菜、果
树、瓜类及园林绿化的基肥和追肥施用。

澄迈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澄
迈主要有3种方式推进农村厕所粪污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工作，除了通过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模式外，
还以资金补贴方式等鼓励种植大户处理农村厕所
粪污，或农户自主清掏等，提高农户的积极性，促
进厕所粪污处理与资源利用发展，保障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