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

海口推进城市“五化”

抓点带面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为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开展“四爱”卫生健康
大行动的工作要求，8月22日上午，海口市四套
班子领导深入街道，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
海口市委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统筹组织，推进
城市环境的净化、绿化、彩化、亮化、美化，持续巩
固好创文创卫成果，抓点带面不断提升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

22日上午，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带队来到位
于该市秀英区秀英街道的海南省化肥厂西侧一处
水塘开展大扫除活动。据了解，该水塘岸边的闲
置土地上坑洼不平，一些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掩
藏在杂草丛中。该负责人与辖区党员干部群众一
起将垃圾清理干净，并沿岸走访查看水环境状况，
检查督导巩文巩卫工作。

海口市委要求，海口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统筹
组织，进一步增强生态环保意识，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坚持目标导向，从规划、建设、管理上加强
统筹，善于总结、分析、推广“四爱”和巩文巩卫等
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抓点带面不断提升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要推进城市“五化”，进一步
压实各区属地责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巩固
好创文创卫成果，特别是要把净化作为基础性工
作抓实抓好，努力营造干净整洁优美的城市环
境。要力求工作实效，认真研究解决水环境治理、
建筑垃圾清运消纳、卫生死角清理后的环境管理
及土地利用等问题，同时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
保海口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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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0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实习生 李秋萩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伴随着海南
汽车行业成长，我们届届不落，今年5
月就提前预定了展位。”近日，长安海
南公司总经理布仁特古斯向海南日
报记者介绍，本届金秋车展期间，该
公司将展出长安首款高端车型UNI-
T，并有即将上市的CS55蓝鲸版，新
能源CS55纯电版等10多款车型计
划亮相车展。

布仁特古斯表示，长安作为国产
军工品牌，在车辆质量上有保证，价
格亲民，性价比较高。同时，长安具
有较强的研发能力，车型不断更新换
代，并响应国家号召推出了混合动力
车型和新能源车型。

据介绍，长安首款高端车型
UNI-T于今年6月上市，一经推出，

酷似概念车的外观就让它成为“网
红”。值得一提的是，UNI-T配备了
中国长安自主研发的蓝鲸NE1.5T高
压直喷发动机，配合竞速底盘调校，
能让消费者领略非凡的驾驶体验。
同时，UNI-T搭载品牌与腾讯合作
的UNI Life智能交互系统，更有智
慧钥匙、智慧驾驶辅助系统、智慧健
康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智能辅助功能，
使车主能够实现便捷智慧出行。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开始
推广新能源汽车以及车辆限购后，新
能源汽车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大，长安
顺应时代推出的新能源车型、混合动
力车型也能较好地满足海南消费者
的多样化需求。

布仁特古斯表示，今年的疫情对
长安销量影响较小，并且复工复产
后，长安销量逆势上涨，海南地区同

比上涨58%，多为新产品所带来的增
量。以UNI-T为例，自上市以来，海
南地区已接到300多份订单。“车展

期间优惠力度很大，最高优惠将达到
两万元。”布仁特古斯介绍。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长安首款高端车型将亮相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10多款车型计划同时展出

海南中招第一批（第一段）
面向本市县投档分数线出炉

海南侨中分数线为748分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 （记者陈蔚林 计思

佳 特约记者高春燕）8月22日，2020年海南省中
招第一批（第一段）面向本市县投档分数线出炉。

其中，海南华侨中学分数线为748分；海口市
第一中学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和三侨生）分数
线为729分，海口市第一中学本市学籍非本市户
籍考生分数线为736分；海口实验中学本市户籍
考生（含港澳台和三侨生）分数线为675分，海口
实验中学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分数线为691
分；海口琼山中学分数线为691分；海口市第四中
学本市户籍考生（含港澳台和三侨生）分数线为
682分，海口市第四中学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
生分数线为698分；三亚市第一中学分数线为
690分、少数民族班分数线为646分；琼海嘉积中
学分数线为719分；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分数线为721分；万宁中学分数线为642分；文昌
中学分数线为723分；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
第一中学分数线为699分。

考生可登录省考试局网站查看其他学校投档
分数线。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海南举办“旺工淡学”
旅游人才培养项目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8月18日
至8月21日，2020年海南“旺工淡学”
旅游人才培养项目宣贯培训会在海口
市、儋州市、琼海市、三亚市分4场举
办，多家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和旅
游餐饮从业人员参加培训。

据悉，2020年海南“旺工淡学”旅
游人才培养项目是海南旅游人才使用
和培养创新机制，该项目于2019年正
式启动，2020年入选海南自贸港首批
制度创新工作案例。该项目自启动以
来，以旅游旺季时输入人才、淡季时储
备人才为出发点，以酒店业人才培养
为首个切入点，结合海南酒店业行业
季节特点，联合高校开展酒店业学历
继续教育项目。

从业人员8月28日12时前可通
过“海南旅游业学历继续教育报名入
口”进入微信小程序进行预报名，经
工作人员3个至5个工作日初审后，
由从业人员按相关要求提供相关纸
质材料到相关学校。8月 29日至 9
月12日该小程序将再次开启专科、
中职两个培养层次的报名入口。

本报三亚8月22日电（记者李
艳玫）“再过10多天，孩子就要回校上
课了。我们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
来三亚旅游，放松身心，让孩子以最佳
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8月20日，
江苏游客张女士带着孩子在三亚湾游
玩，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道。

张女士一家不是个例。今年暑期
各地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亲子游引领
消费热潮。在三亚，虽临近开学，但亲
子游热度依旧，家庭游客仍是主要的
出游群体。在去哪儿平台上，暑期亲

子游热门航线前十名中，以三亚为目
的地或出发地的热门航线占据一半。

三亚湾假日度假酒店公关经理周
韵田告诉记者：“7月以来，酒店的客
流量逐渐增加，整体的入住率达95%
以上，时常出现满房的情况，其中家庭
游客是主要的客户群体。”

房间里摆放着儿童床、充满童趣
的装饰、儿童专属拖鞋浴袍；公共区域
设置游乐设施、组织亲子活动、提供精
致可爱的儿童餐食……以三亚湾假日
度假酒店为代表，这个暑期，该市各大

酒店亲子产品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备
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酒店去年7月开业，在装修
时就紧紧围绕亲子主题，在客房、餐厅
等区域设计打造了一系列亲子场景和
活动，以满足亲子群体的互动要求。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亲子产品是
最受欢迎的，比如亲子主题套房、亲子
餐厅套餐等。”周韵田说。

据了解，三亚不少酒店还为游客
提供免费托管服务，并设计了饼干制
作、绘画、探险等形式多样的趣味课

程，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习知识。比
如，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了“夜宿水
族馆”项目及海洋动物互动等活动，让
小朋友在游玩之外，进一步强化研学
体验，丰富暑期生活。

记者了解到，从8月开始，三亚多
家景区、酒店纷纷推出优惠折扣，掀起
了新一轮旅游营销热潮，提振当地暑
期旅游市场。例如，8月1日至30日，
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以“重启欢乐·畅
游天涯”为主题，推出亲子欢乐游、个
人随心游、深海秘境体验馆亲子游等

多项优惠套餐。其中深海秘境体验馆
亲子游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制定了
1大1小、2大1小、2大2小等亲子游
优惠套餐，最大折扣幅度达4.5折。

除了推出门票优惠活动外，三亚各
景区还探索推出多种游玩项目，跳出“门
票经济”，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增值
服务，进一步拉动景区消费。天涯海角
游览区组合惊险刺激的海上观光快艇、
悠闲惬意的海钓项目以及科普知识的
深海秘境体验馆项目，兼备了娱乐性和
教育性，增强了对亲子家庭的吸引力。

产品不断丰富 服务品质提升 消费性价比高

三亚暑期亲子游热力十足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符长雨

“这些火龙果长势很好，预计今年
12月可以收获。”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
县七叉镇七叉村七叉大村民小组，村民
陈杰文信心满满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2013年，陈杰文和孩子得了一场
大病，治病不仅掏空了他的积蓄，还使
他负债11万元。2014年6月，他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暂时解决了生活
上的难题。病好后，他外出打工挣钱
还债，不但脱了贫，还偿还了欠债。

在这个过程中，陈杰文注意到，近
几年火龙果的市场行情很好，自己在
东方一基地打工时也基本掌握了火龙
果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因此萌生了发
展火龙果种植产业的念头。

说干就干。他立即找来7位村民
（含3位建档立卡贫困户）商量，结果

一拍即合，大伙一致决定跟村里的其
他村民租地种植火龙果。

“陈杰文有种植火龙果的经验，
人又很勤劳、仗义，我很信任他，才决
定合伙。”七叉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陈
求明说。

在霸王岭从事植物研究的海南大
学教师张哲得知陈杰文要租地种火龙
果后，表示可以给他当义务技术指导
员，提供技术支持。

2019年11月，陈杰文和7名村民
合股租了147亩土地，今年开始分批
种植火龙果。今年4月，第一批27亩

火龙果开始种植。火龙果前期投入很
大。陈杰文说，他们没有多少资金，但
一亩地也要投入1万多元，大家东拼
西凑，资金还是远远不够。

得知情况后，七叉村驻村第一书
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胡泊便和镇
里商量，还向所在的单位省工信厅报
告，多方协调想办法，帮助陈杰文他们
争取小额贷款。经省工信厅领导协
调，邮储银行昌江小额贷款部经过实
地调研，与陈杰文他们达成贷款意向，
即以贫困户产业发展方式贷款4万元
至8万元，另外以农户间相互担保方

式贷款20万元至30万元。陈杰文
说，有了银行的贷款支持，自己发展火
龙果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除了种植火龙果，陈杰文自己还
养殖了80头牛。他告诉记者，看到村
里一些贫困户没什么事情可做，加上
自己也想发展壮大养殖产业，就出钱
请他们帮忙放养，每人每月能领到
3000元的工资。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带
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共奔小康路。”
陈杰文说。

（本报昌江8月22日电）

昌江建档立卡贫困户陈杰文脱贫后带领村民种植火龙果

齐心谋产业 共奔小康路

长安4S店内展示的品牌首款高端车型UNI-T。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摄

博鳌亚洲论坛公园建设坚持修旧如旧、融入本土元素

古朴风韵 田园本色

海南日报集团融媒体
“走进海口哈罗学校”直播今启动

足不出户“云游”哈罗
本报海口8月22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生

王俊乐）9月7日，海口哈罗学校将迎来300多名
学子在此入学。8月23日上午11时，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旗下的海南日报客户端、新海南客户端、南
海网、南国都市报、海南日报抖音号、南海网抖音
号等媒体平台，将开启“走进海口哈罗学校”直播，
带领大家足不出户“云游”该校。

海口哈罗学校招生年级涵盖幼儿园小托班至
初二各个年级。除了收费标准，海口哈罗学校的
建设进展如何？海口哈罗学校的教室和宿舍怎么
样？哈罗学校有怎样的课程设施和教育理念？在
1个多小时的直播时间里，海南日报集团融媒体
将带大家全方位“打卡”海口哈罗学校，为大家揭
开海口哈罗学校的神秘面纱。

届时，大家可通过海南日报客户端、新海南客
户端、南海网客户端、南海网抖音号、南国都市报
抖音号、南海网今日头条号、南国都市报新浪微
博、南海网新浪微博，进入直播间，观看直播。

据悉，海口哈罗学校选址于江东片区，由涵盖
幼儿园、小学、初中及高中阶段的哈罗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和哈罗礼德学校组成，学位数目最多可达
1700名，其中包括220个寄宿学位，涵盖幼儿园
至高中的全日制及寄宿制学校。

营探探
本报博鳌8月22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8月22日从博鳌
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论坛公园（以下简
称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项目部了解到，
该项目目前已全面完工，具备交付使
用条件。

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项目位于博鳌
东屿岛，与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仅
有百余米之隔，占地面积2.49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2029平方米。主要包

括乡村会客厅、展厅及配套设施，由
22个展厅、5个VIP会客厅和1个游
客中心等多个建筑物组成。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方始终把握
公园建设主题，挖掘论坛20年历程，
坚持修旧如旧，保留原有风土人情和
自然风貌，明确公园建设和回顾展展
陈的初衷与目的，充分结合博鳌作为
政商对话平台的功能定位，营造非正
式、舒适、和谐的会议氛围。如今的博

鳌亚洲论坛公园现场，呈现崭新面貌，
古朴、静谧之风迎面扑来。

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公园项目
投入使用后，展陈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在展厅的建设打造中，项目利用
东屿岛原有渔村及场地，建设了纪念
展示博鳌亚洲论坛20周年发展历程、
成就展览等纪念意义的活动设施，以
方便游客在此全面回顾博鳌亚洲论坛
发展史。

在设计上，公园注重与东屿岛整
体环境相结合，与当地的自然生态、建
筑符号和后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等方
面有机融合。以博鳌亚洲论坛公园内
的建筑为例，其设计采取保留院落质
感的概念，通过重新组合院落，打造出
灰色瓦顶、灰色砖墙的古朴建筑，以简
约而不失时尚的风格，打造美丽乡村
会客厅，以适应博鳌亚洲论坛20周年
纪念活动的功能需求。

另一方面，项目的打造注重与本
土文化相结合，其布局精巧，一砖一瓦
间的配色、树木的选择种植都颇为考
究。比如在海南农村，椰子树、芭蕉树
是常见的树木，这些元素也被加入公
园的建设中，为游客重现了海南村落
文化，让游客身处其中，可以在空间场
景中一边参观，一边了解博鳌亚洲论
坛发展20周年的历史，完成与过去、
现在、未来的时空对话。

我省首批高速公路服务区
智慧公厕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言锦）近日，
由海南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中线高
速公路屯昌、枫木服务区4个智慧公厕投入使
用。这是我省首批高速公路服务区智慧公厕。

智能化是智慧公厕最显著的特点，公厕设备
均由电脑进行智能化自动调控，集蹲位布局、使用
情况、气体数据、客流数据等为一体，具备实时监
测使用状态、空气浓度、人流状况和高品质数字音
频传输等可视化显示功能，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
了更人性化、便利化的如厕环境。

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在环保、
节能等功能方面逐步完善智慧服务区建设工作，
让过往旅客体验海南自贸港更加智能化、人性化
和品质化的服务。

8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论坛公园呈现崭新面貌，古朴、静谧之风
迎面扑来。①图为乡村会客厅外景。②图为游客中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