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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林诗婷

天涯无所予，聊赠一城喜。来自
全国近20个省市的百对抗疫新人欢
聚三亚，执手盟誓，即将共赴最美浪
漫婚礼。

“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活动已
进入紧张的倒计时阶段，各项筹备工
作正有序推进。”此次活动执行的主
要负责人之一、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
协会会长许伟透露，婚礼管家培训、
新人旅游路线、婚礼活动彩排等准备
工作已进入尾声，“我们有信心为抗
疫英雄献上一场浪漫、甜蜜、难忘的
婚礼。”

创作唯美沙画、主题歌曲、录制

视频送祝福……全国战疫英雄最美
婚礼备受关注，连日来，国内演艺界、
文艺界人士创新形式，纷纷为百对战
疫英雄新人送上温馨祝福。作为此
次活动的“主角”，不少新人表示，十
分期待在浪漫鹿城见证他们的爱情。

“婚礼时间越临近，我的心情就
越激动。”谈及此事，受邀参加最美婚
礼的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影像
中心技师彭新平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电话那头的他十分兴奋，“我想带
她到三亚看海、吃海鲜……”

“我们提前好几天在各大旅游平
台做了功课。”细数着来到三亚后的
计划，彭新平的新婚妻子刘慧忍不住
接过话茬，“此次婚礼的主会场设在

三亚·亚特兰蒂斯，新人们还能享受
亚特兰蒂斯提供的客房、水世界水族
馆畅玩体验等优质服务，这样的机会
十分难得，亲朋好友都会全程在线上
关注我们的婚礼。”

在三亚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
很多未曾见过大海的新人们的梦
想。对于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
柯全和喻晨这对新人而言，能到三亚
参加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亦是一
场圆梦之旅。

“吃椰子、吹海风、打卡三亚各大
著名景点……”柯全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当得知可以参加全国战疫英雄最
美婚礼的消息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规
划到三亚的游玩路线，“按照原计划，

我们要在2月2日领证，一切都被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和爱人都
十分期待三亚这场甜蜜之约，能在天
涯海角见证我们的爱情，多浪漫！”

“我从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大
海，大学期间，来自海南的同学总说，
海南的天有多蓝、海水有多清澈，如
今我终于有机会到美丽的海南看一
看。”柯全坦言，海南是他心中理想的
蜜月圣地。

电话中，柯全说得最多的还有感
谢。“谢谢来自全国各地的抗疫英雄
们为武汉提供帮助，也很感谢三亚
市，这场最美婚礼不仅能弥补我和妻
子延误婚期的遗憾，还能让我们见到
未曾谋面的‘战友’们，这场百对新人

婚礼太有意义了！”
“百对战疫新人的婚礼，相信场

面将会很壮观，肯定终生难忘！”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护
士侯琦终于空出时间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的电话采访，“我还没有来得及
做攻略，把婚礼交给三亚，我们很放
心，也很期待。”

“组委会将为新人提供婚纱、礼
服等，三亚天气炎热，工作人员还提
醒我们做好防晒措施，建议准备遮阳
伞、防晒霜等。”侯琦坦言，三亚各界
对抗疫一线工作者的支持，让她倍感
温暖，“三亚的天涯海角是很多情侣
向往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一趟！”

（本报三亚6月4日电）

海航开通为期一周海口直飞天津
荔枝专班

海南百吨鲜荔枝
乘“飞的”抵津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周宝胜 张媛）6月2日凌晨起，海航集团旗下天津
货运航空开通为期一周的海口直飞天津荔枝运输
专班，预计将为海南荔枝种植户运输近100吨荔
枝出岛。

海南是中国四大荔枝产地之一，5月到7月，
海南荔枝大量上市，为缓解荔枝等农产品运输与
销量压力，让天津居民及时享“鲜”，天津货运航空
加强运力配置，与各代理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与
机场、货站联动，提前规划，开通7班由海南产地
直发的荔枝货运专班。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
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荔枝运输对时效、保鲜的要
求极高，在畜力工具时代，只能通过快马运输。

而在运输条件发达的今天，航空荔枝专班不
仅飞行全程货舱内保持恒温，保证荔枝新鲜，而且
速度优势明显，天津普通群众就可以大吃海南当
日运抵的新鲜荔枝。

天津货运航空此次使用波音737型全货机执
飞此条航线，相较腹舱运输效率更高，运量更大，预
计一周将为海南荔枝种植户运输近100吨荔枝。

荔枝批发商李先生表示，借助天津货运航空
高效便捷的航空运输服务，前一个白天揽收的荔
枝件可赶上次日凌晨的航班发出，仅需3个半小
时就能将原产海南的新鲜荔枝运输至天津，加上
派送时间，从海南的田间到天津市民的舌尖，这
些荔枝仅需要不到2天时间便“飞入津城寻常百
姓家”。

夏秋新航季以来，海航新开通海南进出港
航线19条，当前在海南地区整体航线已达112
条。海航将积极搭建海南农贸产品航空物流

“空中通道”，建立全覆盖的高效全球运输网
络，推动海南发展成为面向东南的出口中心、面
向全球的消费品进口集散地，助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来自全国的百对抗疫新人欢聚三亚，他们期待在鹿城见证爱情

“疫”往情深 爱在天涯

三亚规范婚庆旅游市场、联动多方企业资源，积极打造婚庆旅游城市名片

“百亿级”甜蜜产业驶入“甜蜜”航道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打造浪漫唯美的临海草坪
婚礼，推出琼岛文化荟萃的婚宴
晚会，出动500架无人机闪耀星
空为新人送上祝福，提供全程免
费的往返机票、婚拍、婚礼策划
等优质服务，设计滨海浪漫、雨
林探秘、天涯文化等相融的蜜月
度假之旅……在三亚各相关部
门、爱心企业积极筹备下，备受
期待的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进入紧张的倒计时阶段。三亚
通过为百对战疫英雄新人呈上
当地优质婚庆旅游资源，表达对
最美“逆行者”的崇高敬意，尽展
鹿城婚庆旅游企业各界的“最美
担当”。

执手天涯海角，许诺天长地
久。三亚，这座位于琼岛之滨的
秀美之地，有着旖旎风光、唯美
传说，现在又被温馨浪漫的甜蜜
文化萦绕。近年来，三亚通过打
造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等品牌
活动、规范婚庆旅游市场发展、
联动多方企业实现资源共享等
多举措，有效配置“甜蜜资源”，
探索“甜蜜经济”，乐享“甜蜜蛋
糕”，助推三亚婚庆旅游市场阔
步迈向“百亿级”，打造海南旅游
发展的靓丽名片。

提品质
激活“婚庆+旅游”产业

6月的三亚，满城芳菲。在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内，是一番热
闹场景：婚拍基地内数十对新人
身穿婚纱、礼服，在不同特色场
景下同时开拍，摄影师们的拍摄
指令此起彼伏，另一侧椰林中，
化妆师、道具师正紧张有序地进
行拍摄准备工作。

“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景区婚庆旅游逐
步复苏。截至目前，景区婚拍市
场已恢复至7成，日平均接待婚
拍新人达四五十对。”三亚市天
涯海角婚庆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运荣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为进一步提升婚庆旅游产品
品质，天涯海角景区积极挖掘婚

庆文化，加强婚拍基地升级改造
工作，目前，婚拍基地面积达140
余亩，婚拍场景达30余个，涵盖
古典中式、浪漫西式、森林系、民
俗风、沙滩婚礼、海岸礁石等丰
富元素，满足国内外新人情侣前
来婚拍、蜜月、办婚礼等不同需
求，助力高品质旅游消费提升。

“我们一直很向往海边的浪
漫婚礼，这次来到三亚婚拍，既
能游览景区、观赏美景，婚拍基
地设有风格丰富的婚拍场景，还
有专门的休息化妆间，能体验高
效、高品质的婚拍一条龙服务，
这趟三亚甜蜜之旅令人难忘。”
一名来自甘肃的游客说。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与良好的婚庆产业基础，近年
来，三亚逐渐成为国内外新人情
侣的婚拍目的地之一，吸引着越
来越多景区、酒店、旅行社等涉
旅企业开始探索发展“婚庆+旅
游”市场，推动鹿城“旅游蛋糕”
越做越大。

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
会长许伟说，为进一步夯实婚庆
旅游软实力，该市还推出100个
婚纱摄影示范点、50个最美婚礼
举办地，以及一批优秀的婚纱摄
影师、摄像师、化妆师等人才，评
选出100个全国各地三亚目的
地婚礼推广大使及机构，全面激
活“婚庆+旅游”产业，提升旅游
品质。

创标准
对标国际聚力创精品

自然风光优美秀丽，国际一
线品牌酒店集中落地，天涯海
角、鹿回头等浪漫地标远近闻名
……发展婚庆旅游，三亚优势明
显。自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
三亚亚龙湾酒店群的兴起，婚庆
接待发展出现萌芽。如何形成
有效的“甜蜜品牌”合力？多年
来，三亚旅游部门与景区、酒店、
旅行社加强联动合作，多举措推
动婚庆旅游市场规范化，打造整
体营销理念，积极引进专业婚庆
旅游人才，对标国际打造精品婚

庆旅游产品。
“2012年三亚提出‘爱TA就

带TA到三亚’的婚庆旅游宣传
口号，发挥自然资源优势，联动涉
旅企业积极打造丰富的旅游产
品，营造舒适的旅游环境，推介团
队赴北京、上海等地参加婚博会，
面向全国开展城市整合营销，亮
出鹿城‘甜蜜品牌’，婚庆旅游产
品逐渐广而告之。”许伟说，三亚
还成立了三亚婚庆旅游行业协
会，实现行业联动带动，婚庆旅游
市场资源进一步整合。

随着三亚婚庆旅游产业逐
渐发展壮大，如何促进三亚目的
地婚礼产业走向国际舞台，成为
婚庆旅游人的重要课题。为提
升三亚婚庆旅游产业的国际化、
专业化、规范化与精品化水平，
该市加强婚庆市场开拓和婚庆
产品开发，整合三亚婚庆旅游资
源，对酒店、婚庆公司、婚纱摄
影、景区的婚礼产品进行系统梳
理，制作婚庆旅游产品手册，多
渠道推广三亚目的地婚礼资源。

同时，针对行业缺乏规范问
题，三亚积极推进婚庆行业规范
和标准化建设，先后发布《婚纱
摄影企业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婚礼服务规范》等海南地方
标准，以及全国首份婚纱摄影行
业标准化合同，规范酒店婚庆接
待、餐饮婚宴、婚庆企业星级、婚
纱摄影等行业标准，推动三亚走
向全国婚庆旅游行业发展前沿，
旅游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树品牌
打造最美婚礼靓丽名片

6月 2日，在三亚天涯海角
景区爱情广场，不少游客面朝大
海，与热门打卡点“爱情石”拍照
留念。“早就听说三亚天涯海角
国际婚庆节了，这次能和爱人来
到举办地，感受三亚曼妙椰林海
景风光和特色爱情文化，很有纪
念意义。”上海游客王一景说。

“景区积极发挥三亚文化魅
力、自然景观优势，将鹿城特色
婚庆文化与天涯海角元素巧妙

融合，积极打造天涯海角国际婚
庆节品牌，如今已走过了23个年
头，传统在延续中得到不断创
新。”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营销部工作人员吴晶
华说，借助婚庆节品牌，天涯海
角景区通过联动国内外优质婚
庆旅游行业资源，举办高峰论
坛、业内权威评选典礼、摄影大
赛、抖音大赛、婚纱秀等多项精
品活动，通过打造全国婚庆行业
标杆，奠定了天涯海角景区婚庆
旅游的独特地位。

品牌效应启动，产业提质飞
跃。近年来，三亚通过推进世界
婚礼蜜月岛屿论坛、三亚目的地
婚礼博览会、三亚天涯海角国际
婚庆节、中国婚纱摄影旅拍行业
高峰论坛、婚礼风尚等品牌活动
落地，婚庆旅游市场的“三亚名
片”广而传播，逐渐成为旅游消
费的“金字招牌”。据不完全统
计，2019年，三亚共接待婚纱摄
影新人30多万对，举行目的地
婚礼2500余场，由此产生及衍
生的婚庆旅游消费约达100亿
元，联动相关旅游产业向高质量
发展，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目前，三亚还大力拓展国
外婚庆旅游市场，今年已收到5
家以上的海外婚礼公司的需求
订单，小型布置婚庆套餐、酒店
包房包餐婚庆套餐等高品质产
品开始形成主流，婚庆旅游市场
逐渐走向国际化。”许伟说。

如今，随着我国进入常态化
疫情防控阶段，三亚如何发挥婚
庆旅游资源优势，继续发力、扛
起担当？“从今年3月起，三亚就
已经开始谋划‘全国战疫英雄最
美婚礼’活动，为那些因为抗疫
而错过婚礼、取消婚礼的一线抗
疫工作人员，在三亚举办一场婚
礼，表达对万千‘逆行者’的‘三
亚敬意’。”三亚市旅文局副局长
王菲菲说，此次活动吸引了海南
多家景区、酒店爱心接力，积极
联动优质婚庆旅游资源，为百对
新人献上最美婚礼，多角度展示
三亚浪漫唯美的爱情文化与甜
蜜产业。

（本报三亚6月4日电）

关注全国战疫英雄最美婚礼

三亚甜蜜打卡点盘点

迷人海岸 | 打造专属浪漫场景

三亚湾区众多，天涯海角、大小洞天、蜈
支洲岛等景区均是热门海景婚拍地。无论是
天晴落日，还是彩霞满天，婚拍时，海滩、椰
林、草地、三角梅、夕阳、渔船等元素的不同组
合，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城景相融 | 感受鹿城甜蜜文化

三亚有不少蕴含爱情寓意的景区景点，
吸引着众多新人、情侣前来。在三亚天涯海
角景区内，著名的天涯石、海角石便寓意着矢
志不渝的爱情故事，被誉为爱情的圣地；三亚
鹿回头美丽的传说故事也久久流传，“爱”字
摩崖石刻、“永结同心”台、“连心锁”等景点，
也为新人情侣营造甜蜜氛围。

影视场景 | 重温电影唯美浪漫

随着多部在海南取景拍摄的电影被许多
人熟知，众多新人慕名而来，寻找电影中的爱
情故事。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景区
内的“空中鸟巢”推门即可朝看红霞白鹭、夜
听雨打芭蕉，非常适合度假蜜月或婚拍取景。

视频丨到天涯海角
共赴浪漫婚礼
拍摄｜剪辑 陈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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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新人在三亚天涯海角婚拍基地拍
摄婚纱照。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8年11月6日，45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婚、纪念婚夫妇，以天涯海角景区“爱情石”为背景举行“天涯婚典”。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万宁设立“六小行业”经营乱象公众
举报平台

内容属实最高奖励500元
本报万城6月4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6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相关
部门获悉，该市近日设立了“六小行业”经营乱象
公众举报平台，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监管工作，
打击“六小行业”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公众对

“六小行业”经营乱象及行政主管部门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问题进行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后，
可获奖励200元或500元。

据悉，“六小行业”指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小食品销售店、小餐饮店、小美容美发店、小旅
店、小公共娱乐场所（小舞厅、酒吧、音乐茶座、
录像室等）。万宁市通过设立“六小行业”经营
乱象公众举报平台，倒逼行政主管部门落实事中
事后监管主体责任，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全覆盖，为推进自贸港建设营造优质的市场秩序
与环境。

6月3日我省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病例

本报海口6月4日讯（记者马珂）省卫健委
发布，6月3日0时至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6月3日24时，海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9例，其中境外输入 1
例。住院病例1例，5月29日出院转集中点隔离，
5月30日因复查咽拭子核酸阳性转医院住院隔
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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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例、儋州市15例、文
昌市3例、琼海市6例、万宁市13例、澄迈县9例、
临高县6例、昌江县7例、陵水县4例、定安县3
例、保亭县3例、乐东县2例、琼中县1例。

截至6月3日24时，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809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784人，尚有25人正在接受
集中医学观察。

截至6月3日24时，海南省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35例，当日新增解除隔离1例，
累计解除隔离32例，尚在医学观察3例（2例湖北
输入，1例浙江输入）。3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海
口市7例、三亚市21例、东方市2例、陵水县1例、
万宁市1例、琼海市1例、乐东县1例（原三亚市报
告病例，按现住址归属乐东县）、定安县1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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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高部署“两违”整治工作
本报临城6月4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张永花）6月3日，临高召开全县“两违”整治工作
会议，对全县“两违”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再推动，全力推动“两违”整治，确保按时完成
省下达的整改工作任务。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临高对“两违”工作
进行再部署：一要按照“消存量、无增量、控变
量”的工作部署，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二要
依法依规按时完成未消号“图斑”的任务量；三
要按照分类处置，加快存量的执法力度；四要深
入研究做好村庄编制问题；五要清理和明确农
房报建审批工作职责的问题；六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老百姓了解掌握政策，理解支持政府开展

“两违”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