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采摘游：到七叶葡萄园采摘葡萄、到财哥龙眼园采摘龙眼，到爱尚玫瑰
园接受科普教育、到乡愁博物馆感受民俗文化、到福安探险乐园互动游玩等。

研学教育游：到胡松纪念馆感受“村官”精神、到东坡书院品味东坡文化、
到海儋土糖扶贫产业园“触摸”非遗等。

亲水运动游：到海南热带植物园体验玻璃水滑道等水上游乐项目、到大
浪湾水上乐园玩水消暑、到海南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体验福文化、
到大皇岭乡村旅游点感受天然氧吧等。

儋州3条旅游线路

本报那大8月5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鑫）畅饮啤酒、
吃小龙虾、欣赏音乐，8月3日晚，儋州首
届龙虾啤酒文化节在该市那大镇鼎尚
广场举行，拉开为期近1个月的2020
年儋州暑期精彩系列文旅活动大幕。8
月3日至31日，儋州将陆续举办全民健
身、啤酒节庆、夜市狂欢、亲子旅游等暑
期文旅活动，推动旅游业重振，拉动旅
游消费，促进消费经济增长。

举办丰富的暑期文旅活动，旨在
把消费从市外转移到市内，吸引消费
人群回流。从8月3日起，儋州推出
2020年暑期精彩系列活动，全民健

身、美食体验、文化演出、亲子旅游等
活动，让市民和游客享受美好生活。8
月8日至31日，以“全民健身 幸福儋
州”为主题，开展全民健身汇、羽毛球
比赛、国际象棋挑战赛、“莲花杯”美丽
乡村骑行赛、全民嬉水等6项全民健
身日系列活动赛事。8月7日至31
日，开展苏小坡有奖竞跑活动，市民和
游客可关注“海南儋州旅游”微信公众
号，和苏小坡一起在线玩游戏，分数排

名在前150名的还将收到苏小坡送出
的精美礼品。8月7日至29日，每周
五和周六晚8时，在那大镇文化北路
八街夜市、那恁夜市、鼎尚广场将同时
举办3场儋州特色歌舞演出，让市民
和游客的清凉夏夜生活更加精彩。

儋州还设计多条精彩内容的亲子
旅游、研学旅游等暑期旅游线路，吸引
省内外学生和家长游客，促进海南人游
儋州、儋州人游儋州，推动旅游消费。

丰富文旅活动畅游儋州

海岛
夏日狂欢

骑楼老街（寻觅老海
口，步履间穿梭百年，免
门票）——观澜湖华谊
冯小刚电影公社（穿越电

影时空下南洋，唯
美 南 洋 街 巷 夜
景）——海口狂欢
水世界（亲水游玩）

江东
风景线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科普赏花、热带滑
雪体验、采摘瓜果）——红
树林旅游区（踏青骑行、观
红树林日出、游船游览体
验）——海口天鹅湖动
物基地（与小动物亲密
接触）

踏浪戏水
玩嗨非帆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
地公共码头（扬帆起航，
乘风破浪，刺激体验玩嗨
非帆）——长影环球100
奇幻乐园（潮玩生活季，
精彩无限）——假日海滩
（温泉戏水、音乐烧烤）

火山风情
动物精灵

海口火山口公园
（城市火山，穿越热带
丛林探险）——海南热
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国
宝熊猫、动物精灵，和
大自然亲密接触）

缤纷夏日暑期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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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5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熊丽）为加快推动海口
文旅产业复苏，刺激暑期旅游消费，
8月5日晚，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举办海口旅游暑期产品线上
新闻发布会，联合海口涉旅企业、电
商等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
百款特惠旅游产品，并启动线上“一
站式”旅游产品购买窗口，给游客带
来全新的旅行购物体验。

发布会上，海口火山口公园、长影
环球100奇幻乐园、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
头、海口狂欢水世界、观澜湖华谊冯小
刚电影公社、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等景区和免
税店负责人向在线网友进行了景区推
介，并发布暑期推出的旅游产品。

在暑期百款特惠旅游产品抢购

窗口，不仅有海口各景区景点推出的
暑期特惠套餐，也有轻奢度假酒店推
出的精致下午茶套餐及夏日特价房，
还有精彩夏令营、琼岛美食、离岛免
税购物商城等产品。海口主要景区
景点每天还将拿出一定数量的门票
开展“天天大礼包”抽奖回馈游客。

当晚，海口市旅文局还推出4条旅
游精品线路，带给旅客不一样的旅行新
体验。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发布会以“Hi游海口 乐享
购物”为主题，推出百款特惠旅游产
品，联合各涉旅企业以及外卖平台、
打车平台等以跨界联合营销的方式
参与其中，全方位刺激旅游消费。

百款旅游产品Hi游海口

日前，位于临高县皇桐镇的
古银瀑布吸引四面八方的游人观
赏游玩。

古银瀑布，又称居仁瀑布，是
“临高八大景之一”，位于皇桐镇
居仁村，瀑布从悬崖经壁飞泻而
下，似烟如雾，锁住洞口。

据悉，皇桐镇注重乡村游发
展，对古银瀑布进行基础景观打
造，建设临水栈道和停车场，提升
了临高乡村旅游品质。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瀑布美景引客来

关注暑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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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故事

松涛水库增殖渔业资源
改善水生态环境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
邹小和）海南日报记者8月5日从省水利灌区管
理局获悉，为增殖水库渔业资源，改善松涛水库水
生态环境，今年松涛水库启动渔业增殖放流项目，
计划投放鳙鱼苗250万尾、鲢鱼苗100万尾、草鱼
苗28万尾，分两次实施。

开展松涛水库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对于恢复
和保护松涛水库渔业资源，保持松涛水库水生生
物多样性，保障海口、儋州、澄迈和临高等市县城
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松涛水库渔业增殖放流项目计划第一
次投放鳙鱼苗160万尾、鲢鱼苗40万尾。

省水利灌区管理局将委托公证机构对增殖放
流过程进行公证，并邀请儋州、白沙等市县渔政部
门和松涛水库周边的儋州市南丰镇政府、兰洋镇政
府及有关村（居）委会对增殖放流过程进行监督。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下，回琼

合伙创业这一步，年轻海归黄婉婷走对
了吗？数据或许能给出答案：两年时
间，6家门店，百名员工，千万融资……

8月5日中午，站在新开业的和信
广场门店里，望着往来不绝的客人，作
为餐饮品牌“琼粥一品”创始人之一的
黄婉婷意气风发，心中更加笃定：这一
步太对了！

创业，回到海南
从2018年12月首店开业，到今

年8月3日和信广场门店试业，“琼粥
一品”创始团队已经开了6家门店。
除了尚在试业阶段的和信广场门店
外，其余5家门店都在开业当月实现
了盈利，回头客率超65%。

这是黄婉婷再“闯海”前没想到
的。2年前，她还在澳大利亚打工度
假，计划长期留澳工作。

当时，在餐饮行业深耕十余年的
临高人曾小兵和王槐瞅准海南市场，
极力邀请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临高老
乡黄婉婷回琼创业，实现餐饮本土化
与海外新思维的碰撞与合作。

直到2018年4月，党中央决定支
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
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消息传到澳大利亚，
加之曾、王二人的专业与诚意，黄婉婷
决定：返乡。

“海南餐饮市场以街边小店、品牌
加盟店、本土产品老店三类为主。未来
随着越来越多人来到海南，菜品富有本
地特色、店面装修整洁干净、食品安全
看得见的餐饮店是否能闯出一番天
地？”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创办一家连
续性营业休闲快餐品牌。团队以此定
位反推菜品，确定以粥品为核心，融合
本地小吃、点心和饭市套餐，并根据店

址周边客户群体的不同就餐习惯调整
不同门店营业时间，以满足消费者高
频、刚需、大众化的用餐需求。

自2018年12月“琼粥一品”首店
在海口海甸岛正式开业以来，如今第
7家门店已进入设计阶段。

未来，留在海南
今年2月13日，在中国建设银行

海口龙珠支行，随着一笔来自香港的
资金顺利汇入，全国首单外商直接投
资外汇登记创新业务完成。这笔业
务，就是“琼粥一品”创始团队拿到的
天使轮融资。

今年初，由于看好海南自贸港的
前景和“琼粥一品”品牌发展，一位港
商表示愿意给予创业团队1000万元
融资。拿到融资是好事，跑流程却耗
时。就在团队准备开始跑腿时，又一
项政策落地：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批
复同意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六项外
汇管理新举措，其中就包括简化外商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从业务受理、材料审核和外汇登
记，一套流程走下来只花了3个小时。”
对此，黄婉婷记忆犹新。越来越多的
利好、越来越广阔的市场、越来越开放
的环境，打消了团队3位创始人将企业
总部搬迁至内地一线城市的想法。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正式公布，3人反复研读摸清了
其中的政策“大礼包”，下定决心：“企
业总部要留在海南！”

“如今在海南创业，人才不缺、市
场不愁，成本还能降下不少。”黄婉婷
算了一笔账：店里海鲜用量大，而海南
休渔期长达数月，期间海鲜只能依靠
进口，根据政策，这些进口食材都可以
予以免税，“有这样的好政策，为啥还
要搬？”

“事实证明，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我
们人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坐在新店
里，3位年轻人满怀憧憬：“我们计划年
内再开4家门店，明年再探索其他地区
的市场，争取成长为海南餐饮行业的一
张名片。”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临高姑娘黄婉婷留学返乡创业，把事业“锚定”在自贸港

新“闯海人”的两次决定
◀上接A01版

7月11日起，亚特兰蒂斯水世界营业时间延长
至每晚9时，同时推出了亚特快跑鸭、DJ表演、水
幕秀、烟花秀等精彩活动，除了亲子客群外，还吸引
了许多年轻客群、本地客群的目光，满足游客对于
夏季清凉玩水的需求。自7月11日推出夜场以
来，每日水世界的平均客流量超6000人次。

蜈支洲岛旅游区则持续打造潜水旅行为主的
玩乐项目，举办国际水下摄影嘉年华系列活动，进
一步塑造景区拳头产品。针对暑期亲子游家庭，
岛上的珊瑚酒店推出适合3-14岁的暑期夏令营
活动，并利用岛上优势资源推出骑马看日出日落
活动以及特色生态盐焗土鸡、本岛黎苗公道饭等
菜品，打造海岛度假氛围。

“现在人们的出游更加有目的性，主题游越来
越受欢迎。我们把海上落日打造成为酒店吸引物，
围绕这一主题，将大堂吧饮品等升级为落日主题，
提升游客体验。”左晓航表示，除了4万多平方米的
水上乐园，酒店还将开发例如赶海等具有海南特色
的旅游产品，让游客深度感受西部的美景与风情。

深度推广
营销方式推陈出新

这个夏天，热播综艺《夏日冲浪店》为炎热的
天气带来一抹清凉。阳光沙滩下，黄轩、韩东君、
乔欣、黄明昊、王一博等人气偶像朝气蓬勃地踏浪
而来，活力与激情溢出屏幕，让许多观众对取景地
——海南日月湾心向往之。“每次看完《夏日冲浪
店》，就很想去海南冲浪！”网友们纷纷表示。

“除了人们对户外运动的需求增强，综艺节目
自带流量的属性，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日月湾
打卡拍照或体验冲浪，从而带动周边客栈和酒店
入住率的攀升。”陆盛华已经感受到了人气节目的

“带货”能力。
“这座岛的名字贼可爱，叫——呆呆”……全

网粉丝近千万的旅行博主房琪在其抖音平台上用
短视频为广大网友呈现了不一样的海南。从东线
冲浪到西线看日落，从小众海湾到特色美食，旅游
博主“牛肉夫妻出逃记”则为网友奉上深玩海南的
一个个攻略。

随着海南旅游热度的不断提升，由省旅文厅
主办的“#趣游海南游你做主”抖音挑战赛于日前
启动，旨在借助抖音强大的流量池为海南赋能，将
更多的海南旅游文化趣味内容进行宣传推广。据
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还联动了多位
网红达人深度探访海南。目前，房琪、“牛肉夫妻出
逃记”等旅游达人已从多角度对海南旅游文化资源
进行了内容创作和发布，为全国人民“种草”海南。

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每一个人都是旅游
目的地的发声者。我省也正大力培养发掘自己的

“网红”导游。如今，刚刚参加包括视频制作、在线
直播、线下实操等在内的海南百名导游网络旅游宣
介培训后的导游董行，已经在抖音平台上发布多条
视频，开启介绍海南的全新模式。未来，还将有更
多注入新思维、新知识、新技能的网红“非遗”传承
人用新的方式讲述“海南故事”，成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参与者、传播者。 （本报海口8月5日讯）

海南暑期滨海游市场红火

◀上接A01版
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
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小
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
售额未超过10万元（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
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

纳税人出租不动产，租赁合同中约定免租期
的，不属于视同销售服务，不缴纳增值税。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减免3个月租金

◀上接A01版
高风险企业主要包括近五年受过更高档次行政处
罚的，已被列入企业信用“黑名单”的，逾期未缴足
罚款持续满三年的，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持续满三
年的，被发现有其他严重失信行为的。

对暂无风险企业实行适度宽松的监管，简化
监管方式和程序，适当降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比例和频次等监管频率，尽可能减少对企业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对低风险企业保持正常监
管频率，实行常规监管。对中风险企业，列为重点
监测对象和专项整治重点关注对象，定期不定期
开展大数据监测，相应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比例和频次等监管频率。对高风险企业列为重点
监测对象和重点整治对象，大幅提高监管频率，实
行严管重罚，在办理登记注册、行政许可等工作中
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我省分类监管企业信用风险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

“别看咱这竹编工厂不算大，但能
制作竹扫、芒花扫、竹耙和竹筐等，以后
还要培训聘请更多本地村民来增加收
入。”8月4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七坊镇南洋村的竹编基地，工人们娴熟
地编制着竹编产品，海南富竹环卫制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陆纪成很欣慰。

近年来，白沙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和“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各乡
镇及村庄都需要耐用的竹制扫把，市场
需求不小。七坊镇敏锐地抓住这一机
遇，结合该镇南洋村竹林多、竹子质量
好的优势，在南洋村南洋三队发展竹编
产业，把劳作之余的妇女动员起来从事
制作扫把等竹编工作，陆纪成赶上了这
一新产业的“快班车”。

“竹编扫把的市场需求大，但目前
全省没有专业生产基地，白沙甚至全省

的竹编制品几乎都从外地采购。”陆纪
成介绍，2019年4月，他注册了海南富
竹环卫制品有限公司，并在当地扶贫部
门支持下，以“政府+公司+农户”模式走
上了发展竹编助农增收的创业路。

扎个扫把，自家用没问题，但要想
扎得美观，卖出好价钱，还得好好琢磨
竹编技术。为此，陆纪成采购了一批
专业的竹编产品加工机器，还从市场
上购买了不同款式的扫把，把大家聚

到一起琢磨如何把扫把制作得更耐用
更美观。“这在咱村可是新鲜产业，大
家坐在一起学编织，一天下来每人能
编到四五把扫把，每把卖6元，行情不
错！”南洋三队脱贫群众麦亚翁说，他
早上收割完胶水就与大家利用闲余时
间结伴学习编织竹扫，如今大家的技
术越来越娴熟，他也寻思着平时勤快
编织扫把，多一条增收渠道。

南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马亚起介绍，南洋村拥有百余亩竹林，
竹子年产6万根左右。以往，这些竹子
主要卖给芭蕉种植户以及建筑工地企

业，即便每根竹子卖2元至3元，全村
的竹子年产值也只是刚过20万元。而
今合理利用起来制作竹扫把，每根成
材的竹子就能制作出8把至11把扫
把，竹子的“身价”翻了好几番。

经过1年多的发展，陆纪成的厂房
设备不断完善，人手也持续增加，工厂
已能同时生产竹扫、竹耙和竹筐等。
在工厂务工或兼职的脱贫群众也已有
近30人，每人每月收入至少上千元。
正是这些小小竹扫把，既扫清了道路
上的灰尘，也扫开了农户们小康路上
的障碍。 （本报牙叉8月5日电）

白沙七坊镇因地制宜打造竹编制品基地助农增收

竹扫把扫出小康路

8月5日，“琼粥一品”的新门店
外，黄婉婷在处理店铺海报。

本报记者 习霁鸿 摄

走向我们的 ·扶贫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