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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 月 24 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
南日报记者6月24日从海南
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为进
一步满足端午节期间旅客出行
需求，海南环岛高铁动态调整
运力，继续加开部分列车，具体
时间车次信息如下：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周金丽）今年端午小长
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24日至6月
27日，共4天。海口火车站为保障
端午小长假期间旅客顺利、安全出
行，该站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对
进站旅客进行体温测量和候车室、售
票厅等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的消毒。

同时，以进站、候车、检票、乘降

四大环节为重点，海口火车站对电梯
等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保
养。通过合理增开进站通道、灵活调
整售票窗口功能，来满足旅客的进
站、购票需要。

24日是海口火车站开通普速
铁路电子客票业务的第5天，为确
保普速铁路电子客票实施工作的
顺利开展，该站加大宣传力度，充

分发挥“小喇叭”作用，组织党团员
在售票大厅向旅客宣传普速铁路
电子客票知识，引导普速旅客直接
刷身份证进出站。

同时，该站在售票大厅设有“海
韵情 伴您行”爱心服务区，可为老、
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免费的
义务帮扶，有需要的旅客可通过拨打
12306客服热线或到车站进行预约。

海口火车站提醒：旅客在出行前
一定要记得携带购票时使用的乘车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乘坐动车、普
速列车出行的旅客请佩戴好口罩，为
进站体温测量和安检查危预留充足
时间，以免耽误行程。列车开行情
况，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或关注车站公告，以便安
排行程。

本报海口 6月 24 日讯 （记者
郭萃 通讯员徐家启 张磊）海南日
报记者6月 24日从海口公交集团
获悉，为做好端午节假期的公共交
通保障工作，海口公交集团重点加
大了 14 条公交线路发班密度，并
储备 20 辆机动运力，全力为广大
市民营造“安全、便捷、顺畅”的公
交出行环境。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海口公交集团
143条公交线路为市民端午出行保驾
护航，并于端午节当日重点加大了28
路、28快、35路、37路、37快、40路、40
快、57路、57快、78路、84路、86路、夜4
路、观1号线等14条公交线路的发班
密度，并视客流情况适当延长末班发
班时间。同时储备20辆机动公交运
力，及时做好游客疏散准备工作，确保

重点保障区域市民游客快速疏散。
此外，海口公交集团还安排下

属出租车公司负责做好出租车运
力保障工作，将假日海滩及周边3
公里范围划为运力监控重点区域，
利用GPS监控系统加强区域内出
租车总量及空车数量的监控，出现
运力不足时将通过监控系统引导
周边出租车前往该区域运营，满足

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同时还密切
关注机场、港口等交通枢纽及景区
景点客流情况，及时调整运力和调
度发班。

海口公交集团还在假日海滩设
立公交临时调度点，及时调配运力予
以保障。同时加强假日海滩片区的
公交运营巡查，引导车辆规范停靠，
维护乘车秩序。

加大发班保障出行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 （记者
马珂）端午节来临，为贯彻落实疫情
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要
求，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省疾控中
心发布端午节期间公众疫情防控工
作温馨提示：

省疾控中心发布防疫提示

端午出行
防控先行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尤梦
瑜）端午小长假到来，到哪里才能感受
最原汁原味的、海南岛独特的端午风
情？于近日开启的2020海南热带乡
村旅游月，为海南居民和岛内外游客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端午出游选择。

这个端午节，粽子“粉”们可以到
澄迈、定安、儋州等美食之乡，品尝极
具当地特色粽子，尽享端午美食之
旅；对民俗风情感兴趣的游客，可以
到琼北的美丽乡村，体验当地人独特

的“做公”习俗，还可以到东方的乡
间，了解系五彩绳的端午民俗，或是
去体验海南不少美丽乡村都有的端
午“立鸡蛋”。

随着自驾游成为小长假里最为
流行的出游方式之一，海南不少椰级
乡村旅游点都十分适合短途自驾
游。在琼海，游客们可在5椰级乡村
旅游点沙美村里享受乡间骑行，享受
生态湿地沙美内海的美景；或是到5
椰级乡村旅游点北仍村漫步，感受浓

浓的“乡愁味道”；而在5椰级乡村旅
游点南强村，游客们可以感受到田园
艺术范，或在共享书屋品茗阅读，或
到艺术沙龙泼墨挥毫。

遍布在全岛的154个椰级乡村
旅游点，风情各异，亮点纷呈。万宁
市北大镇竹埇村，以其独有的“虚怀若
竹”旅游文化而出名，村子里房前屋后
均是成片竹林，可食竹笋、睡竹席；在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白鹭湖畔、百亩
荷塘、千亩荔枝、古树林立等美景令人

流连忘返；在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人
们可以在观鸟台上寻觅洁白鹭鸶的身
影，体验别样的田园野趣。

除了自驾游，市民游客还可以跟
随岛内各大旅行社按照乡村旅游月
活动推出的，不同主题的乡村旅游线
路出游。如海口美丽乡村一日游，就
包含了东寨港红树林、海口连理枝渔
家乐、海口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和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等；童趣海口
一日游线路，则涵盖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海口开心农场、长影100奇
幻乐园等充满童趣的景区景点。

此外，我省其他市县也都推出了
丰富的乡村游旅游线路。如海文大桥
一日游线路可参观高山村（观水上玻
璃桥），体验独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
海文大桥，还可游览具有百年历史的
铺前老街等；乐城人家两天一晚游则
可游览有“海南侨乡第一宅”之称的蔡
家大院，品尝琼海公道特色餐、品尝具
有本地特色杂粮点心和饮品等。

品粽子 赏民俗

海南岛刮起浓郁“乡村风”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余小艳）6月24
日，好莱坞中国演员、制片人，美国海南商会常务副
主席，美国海南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吉飞
龙亮相海口，应邀出席海南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
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

吉飞龙曾参演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
《一代宗师》，主演中美联袂打造的电影《孪生密
码》，并作为该片主创应邀参加第64届柏林国际
电影节，其个人形象片也登上纽约时代广场。

吉飞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作为从海南走出
去闯荡好莱坞的电影人，他一直致力于用影视艺
术的形式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价值；同时作为
海南籍华人华侨代表，他曾多次应家乡各界邀请
回海南参加、组织国际文化交流和公益行动。此
次当选为海南统促会理事后吉飞龙表示，能为祖
国统一大业及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他感到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会上，吉飞龙将其创作的《腾飞中国龙》字画
作品作为海外代表礼物赠送给大会。吉飞龙说，
自己名字中有“龙”字，加之龙是海内外华人普遍
认同的中华民族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
情感纽带，因此创作《腾飞中国龙》的初衷，就是要
打好“龙文化”牌，凝聚起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情结
和力量。

去年以来，吉飞龙参与制作、拍摄了多部影视
剧，并作为嘉宾出席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目
前他正在筹拍我国首部撤侨题材电影《家园行
动》，并担任制片人和主演。

当前，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吉飞龙认为
海南影视产业和文化发展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海南可以用好自贸港优惠政策，与世界各国影人
开展全领域深层次合作，让海南成为中国影视走向
世界的重要桥头堡，同时加强电影文化建设，依托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平台优势，把海南打造成世界级
新的电影创作基地和文化产业基地。

海南籍影人吉飞龙：

凝聚海内外华人华侨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历时51天、划行945公里

澄迈运动健将陈胜辉
皮划艇环海南岛成功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51天、945公里
的划行，“2020第二届环海南岛皮划艇挑战赛”近
日在海口新埠岛银滩收兵。52岁的澄迈人陈胜辉
单人单艇、负重挑战无后援环海南岛成功。他也是
国内首个驾驶皮划艇环海南岛成功的爱好者。

5月1日，为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本次挑战
赛在海口开赛。陈胜辉驾驶皮划艇，围绕海口、澄
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三亚、陵水、万
宁、琼海、文昌等12个沿海城市划行。

此次活动以“舟游海南岛，传承海洋梦”为主题，
由海口市皮划艇协会支持举办，是该协会重点打造
的精品水上赛事。海口市皮划艇协会会长刘钢说，
通过举办重大水上赛事活动，旨在弘扬勇者无畏的
闯海精神和闯海文化，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南邮政向抗疫医护
捐赠纪念邮折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陈佳佳）一套邮票，万千回忆。“这套邮票生动地刻
画了我们国家的抗疫故事，让我回想起了支援湖
北的点滴，我会好好珍藏它。”6月24日，在海南
省邮政分公司联合省卫健委共同举办的《众志成
城 抗击疫情》邮折捐赠仪式上，来自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代表刘琪动情地说道。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于今年5月11日
发行，邮票1套2枚，面值2.40元，旨在以“国家名
片”讲述感人的中国抗疫故事、致敬英雄的中国人
民、展现磅礴的中国力量、弘扬伟大的中国精神。
通过捐赠邮折，体现对医务人员的关爱和礼遇。

此次海南邮政向包括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
全省抗击疫情一线的主要医务人员、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单位、个人等
共2643人捐赠定制邮折，内含大版票、首日封。
其中，每本邮折都有唯一编码，每本邮折中还含有
特制的个人抗疫纪念张，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省举行安全生产
演练活动

本报讯（记者孙慧）6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
按照我省安全生产委员会部署要求，连日来，我省
各地各行业陆续开展事故应急救援、安全生产观
摩、消防救援等安全生产演练活动，集中宣传安全
生产发展理念，营造有利于加强安全生产的社会
氛围。

6月22日，万宁市在万宁华润石梅湾项目举
行消防安全演练和工地质量安全标准化观摩会，
该项目部义务消防队联合万宁市消防中队及万宁
市人民医院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23日，中铁
建设集团南方工程有限公司与海口市消防支队联
合在海南白驹学校椰海分校项目部举行施工现场
施工事故应急救援演练；24日，海口市住建局在
海口市白沙坊棚改回迁商品房项目举办全市建筑
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暨应急演练观摩会，强调施
工安全防范措施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强制性，普及
如何提高施工现场应急处理能力。

据了解，我省各市县除举办各类安全生产演
练活动外，应急管理、住建、消防、交警等部门对建
设工地、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及营业场所等领域开
展安全生产、消防隐患专项检查，消除安全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王俊乐）为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6月24日下午，2020
年第四届“中国创翼”大赛海南选拔赛
暨2020年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启动
仪式在海南大学中日交流中心举行。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本届大赛将分为
省内赛、省外赛两个部分，奖金合计
230万元，单项奖最高10万元。

今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实施之年，第四届“中国创翼”大
赛海南选拔赛暨2020年海南自贸港创
业大赛发挥品牌效应，以“自贸海南 共
创未来！”作为本届创业大赛口号，激发
创业创新热情，引导更多创业人才服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引领新业态促
进产业升级，推动创业带动就业。

本次大赛省内赛部分，主办方打
造扶贫专项赛、院校专项赛、高新专项
赛、“旅游+”专项赛4个专项赛组别；

省外赛分别在广州、杭州、郑州3个城
市举办，宣传好海南自贸港的创业优
惠政策措施之余，也将吸引优秀的创
业项目与人才到海南。

同时，本次大赛将国赛选拔与省
赛评选相结合，选拔出的优秀获奖项目
不仅可参加国家人社部主办的第四届

“中国创翼”大赛国赛，农业农村部、退役
军人事务部的国赛项目也将从中推选。

在奖项设置方面，院校专项赛、扶

贫专项赛各设奖项16个，高新专项赛、
扶贫专项赛各设奖项9个。除奖金外，
还有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创业优惠政
策，如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稳岗
补贴等，助力项目与企业发展。

本次大赛还更加注重帮扶实效，将
加强对优质项目的跟踪指导，优先为进
入决赛项目安排创业导师，提供全程

“一对一”帮扶；搭建线上线下创业“超
市”平台，提供创业咨询、开业指导、项

目推介、创业培训、孵化基地推介、投资
机构对接、市场资源推广等服务；征集
一批大赛合作机构和创业导师，打造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益为主、多方
共赢”共同促创业的良性互动机制。

本次大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和
共青团海南省委共同主办，省人力资
源开发局承办。

日前，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小游客兴奋地与梅
花鹿互动。

受益于海岛充足的雨
水和光照，动物进入了种群
繁育的高峰期。园区诞生
了长颈鹿、坡鹿以及孔雀等
“动物宝宝”，在端午时节迎
接省内外游客的观赏游览。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童趣·野趣

1 6月25日-27日三亚至海口东加开C7342次，海口东至三亚加开C734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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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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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交

端午加开多对列车

积极应对假期客流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假日期间具体列车安排，可在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查询；
旅途中请做好个人卫生防护，配合铁路部门落实站车防疫措施，共同维护安全健康旅行环境。

2 6月27日三亚至海口东加开C7360次，海口东至三亚加开C7361次

3 6月26日-27日三亚至海口东加开C7328次、C7340次，海口东至三亚加开C7333次、C734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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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高铁

慎重选择出行地，中、高风
险地区不宜选择。出游前，通过
权威渠道了解目的地最新疫情
防控政策，查询景区开放、限流
措施及门票预约情况，尽量做到
错峰出行，避免聚集。

出行交通首选自驾车。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需佩戴口罩，自
觉与他人保持间距。出门做好
自我防护，戴口罩、勤洗手，测体
温、勤消毒。

入住酒店不聚集、房间勤通
风。入园游览时，遵照景区规
定，间隔入园、自觉与其他游客
保持1米以上间距。

旅途中及时了解地面交通状
况，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

注意饮食卫生，不生吃生鲜
海水产品。提倡分餐，就餐保持
1米以上间距，使用公筷公勺。

注意劳逸结合，规律生活，
出现发热及呼吸症状应戴口罩
并及时就医，同时避免接触有同
样症状体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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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启动
分省内赛、省外赛两个部分，奖金合计2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