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4日至30日

3个督导组
赴市县督导检查假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等工作

10月 1日至8日

3个暗访组
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赴市县开展节中“体验式”暗访

3个督查组
赴市县开展假日旅游市场执法检查，及时查处欺
客宰客等违规违法行为

本省新闻 2020年9月2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安明 美编：杨薇 检校：王振文 蔡法A08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见习记者 李梦楠

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获悉，该市从消费者、产品、
渠道多维度着手，联合“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30余家旅游企业，推出百余款个
性化旅游产品，满足消费者各类旅游需
求，开拓“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

上天下海
玩转三亚选择多体验好

到了三亚，怎么能不“下海”？
在三亚，玩海有很多种方式。从令
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动感飞艇、摩托
艇、香蕉船等水上娱乐项目，到深
潜、浮潜等水下娱乐项目，再到乘风

破浪的游艇游，今年国庆中秋假期，
三亚各式玩海旅游产品将让游客尽
享海洋魅力。

除了玩海，赏河也别有一番趣
味：内河私舫海鲜餐，私人订制，一船
一桌；小艇出游，10余人同行，少了
豪华游船的熙熙攘攘，多了一份清静
与惬意，适合一家人小聚。

低空游也是三亚游的一大亮点，
目前三亚蜈支洲岛、天涯海角等景区
推出了直升机低空游产品，打个“飞
的”游三亚是时下俯瞰三亚风光的绝
佳选择。

网罗美食
舌尖上的三亚令人垂涎

为了让游客在今年国庆中秋

假期省心又省力地吃到三亚美
食，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收集了各
大景区、酒店的代表性美食，以及
精致下午茶、海南特色小吃等，并
对外发布，让游客尽情体验舌尖
上的三亚。

据悉，为了迎接中秋佳节，三
亚部分景区、酒店推出“树中秋”
DIY趣味灯笼、猜灯谜赢灯笼、泳
池泡泡大战、宫灯制作、月饼DIY
等特色活动，增加节日游玩的趣
味性。

此外，三亚各大酒店还推出
了多种亲子游产品，比如，三亚丽
思卡尔顿酒店围绕“海洋资源”

“陆地资源”“文化交流”“环境责
任”4 大主题策划推出了 40 多项
精彩活动。

免税购物
优惠多多待君购

如今，免税购物成为许多游客来
三亚旅游的必选项目。今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将推出
优惠活动，游客消费满3万元，可凭
提货单、消费单据、身份证参与抽奖
活动。

近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通过
“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旅游营销
推广，游客可关注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官方微信、官方微博、支付宝小程序、
携程等平台了解相关资讯，通过各酒
店或景区的官网、携程、飞猪等线上
平台预订相关旅游产品。

（本报三亚9月22日电）

三亚推出百余款个性化旅游产品

上天下海任你玩 免税购物随心买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吴晓蕾）国庆中秋假期将
至，为加强警示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
节日氛围，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回潮，
不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省纪委
监委对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一、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政策法规处原二级主任科员吴志健
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购物卡问题。

2015年至2019年，吴志健任原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行政审批办公
室主任科员、原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安全监管与行政审批处主任科员期
间，多次于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收受
4名管理服务对象所送的购物卡共计
9100元。吴志健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2020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二、海南省血液中心党委委员、副
主任李儒焕违规收受礼品、违规使用
公务用车等问题。

2013年至 2019年 7月，李儒焕

在担任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院
长、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省第二人民
医院党委副书记和副院长期间，多次
于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收受下属及
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高档烟酒、月饼、土
特产等礼品，折合共计 218550 元。
期间，李儒焕还分别于2017年9月3
日、2018年3月27日两次公车私用。
李儒焕主动将使用公车油料费及礼品
折价上缴，2020年4月，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三、屯昌县市政管理局局长林川
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品等问题。

2016年至2019年，林川利用职
务之便，为曾某某、于某某等人在工程
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受曾某某、于某某
等人所送的茅台酒、马爹利蓝带洋酒、
软中华香烟等高档烟酒礼品和土特
产。2016年4月，林川等3人赴江苏
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考察垃圾转运站
升级改造项目，违规让该公司承担车
辆交通、住宿餐饮及往来机票等考察
费用。同年10月，林川将报销的机票

款共计7760元用于其个人开支。林
川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
6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
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四、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百花岭
林场原党支部书记、原林场负责人林
跃兴违规发放领取津补贴、收受礼品
等问题。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林跃
兴违规决定给林场在职职工发放通讯
费等补助，其个人领取了 2250 元；
2018年9月至2018年12月，林跃兴
虚报领取差旅费共计11250元；2018
年至2020年中秋、春节期间，林跃兴
多次收受某公司所送的月饼、高档烟
酒等礼品折价5000元。林跃兴还存
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0年8月，
受到留党察看二年、降低岗位等级处
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五、万宁市公安局大茂派出所原所
长林芳民违规发放领取津补贴问题。

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林芳
民任万宁市公安局大茂派出所所长期

间，个人决定以辅警“巡逻误餐加班补
贴”的名义套取资金用于发放民警补
贴，共计给该所7名民警违规发放补
贴246300元，其中林芳民个人领取
44000元。林芳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2020年5月，受到留党察看
二年、政务撤职处分，收缴违规发放的
全部补贴。

通报指出，上述5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有的发生在党的十
九大之后，有的持续到党的十九大之
后，反映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想”
的思想自觉尚未形成，纪律规矩意识
淡薄，仍然心存侥幸、放松要求，甚至
不在乎、不敬畏，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教训深刻。

通报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之年，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关
键之年，应对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对干
部作风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党组织
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锲而
不舍、持续发力纠治“四风”，坚决防止
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作为检验“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的重要标尺，发挥“头雁效应”，带头改
进作风，自觉抵制歪风，树立务实节
俭、文明廉洁过节的良好风尚。

通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
守重要时间节点不放松，加强教育提
醒，引导党员干部绷紧纪律这根弦，通
过畅通举报、约谈提醒、明察暗访等多
种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提高警惕、露头就打，时刻
防范“四风”隐形变异，严肃查处节日期
间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等突出问题，持续释
放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坚决遏制“节
日腐败”。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监督节约粮
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纠治“四风”的重
要内容，狠刹奢侈浪费歪风，营造节俭
文明和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省纪委监委通报
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省旅游部门：
落实防疫要求

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在9月22日召开的2020年国庆
假日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暨旅游旺季动
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省旅游市场综治
办部署安排假日旅游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各级旅文部门、行业协会、涉旅企
业做好国庆中秋假期疫情防控工作，
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坚决防止
疫情反弹。

按照要求，机场、码头等“三港一
站”要认真做好进出人员体温监测和
健康码查验工作。景区要严格落实

“预约、限量、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

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优化设置
游览线路，避免游客瞬时聚集。网
吧、电影院、剧院、歌舞娱乐场所接纳
消费者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核定人
数的75%。

市县：
加大检查力度

消除旅游安全隐患

“我们将按照省政府‘管住点，
放开面’的总体防疫思路，打好海口
第四季度旅游振兴开局战。”海口市
副市长凌云表示，海口旅文部门及
综合执法部门已经开始加强督导检
查，督促该市各酒店、景区景点进一
步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并指导旅游

企业在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加大人
员和物资投入，做好隐患排查整改
工作，确保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三亚市副市长谭萍介绍，为迎
接国庆黄金周，三亚将全面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对旅游交通集散地、旅
游景区、宾馆酒店、旅游餐饮场所、
公共娱乐场所、大型活动举办地等
游客密集场所进行“拉网式”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

涉旅企业：
严控团队人数

提前进行环境消毒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全国有
望迎来今年首个旅游高峰。”海南

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晨
表示，该公司将继续认真做好防疫
工作，严格落实出示健康码和体温
监测制度，配备充足的防疫用品，
督促供应商、合作商对旅游包车、
酒店客房、餐厅等接待设施和场所
进行清洁消毒。同时，严格控制团
队人数，做好行程管理，将疫情防
控措施贯穿游客招徕、组织、接待
各环节。

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总经理沈
霆介绍说，该酒店已成立疫情防控小
组，安排人员对酒店进行全方位清洁
消毒，并在前台、礼宾部等处免费提
供消毒洗手液等物品，确保游客和员
工的健康安全。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

我省部署做好“十一”旅游市场安全保障工作

疫情防控不放松 全力准备迎客来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
报记者9月22日从省旅游市场综治办获悉，我
省将从9月24日起开展2020年国庆假日旅游
和文化市场督导检查工作，进一步压实各市县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主体责任，确保今年国庆中
秋假期旅游市场规范有序。

省旅游市场综治办近日印发《海南省2020
年国庆假日旅游市场督导检查工作方案》，对今
年国庆中秋假日旅游市场综合检查工作进行部
署安排。根据方案，9月24日至30日，省旅文
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交通运输
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民宗委、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省农业农村厅等8个成员单位派出人员
组建3个督导组，赴市县督导检查假日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10
月1日至8日，省旅游市场综治办将委托第三
方机构组建3个暗访组，以普通游客的身份赴
市县开展节中“体验式”暗访，组建3个督查组
赴市县开展假日旅游市场执法检查，及时查处
欺客宰客等违规违法行为。

据悉，3个督导组、3个督查组以及3个暗
访组将以“节前以明查为主、节中以暗访为主”
的方式，督导检查各市县疫情防控工作，以问
题为导向，紧盯旅游投诉、紧盯旅游安全、紧盯
团队旅游购物、紧盯低价游等开展明察暗访，
重点打击“不合理低价游”、旅游包厢购物、无
证无照非法组织开展旅游活动等违法违规行
为。重点督导检查旅行社、旅游景区、宾馆酒
店和网吧、歌舞娱乐场所等重点领域，对欺客
宰客等损害海南旅游形象的行为零容忍，坚决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我省明起督检
旅游文化市场
对欺客宰客等行为零容忍

本报三亚9月22日电 （记者
赵优）9月22日，2020“Hi游海口—
全海南味道”海口市旅游推介活动
三亚站在三亚大东海举行，该活动
将欢乐海口、漫步海口、品味海口、
活力海口、激情海口的城市形象推
介给三亚的市民游客，为海口国庆
假日旅游市场吸引客流。

活动现场的大屏展示了“流
光+烟火”的美丽海口，酷炫的灯
光秀和欢快的音乐营造出良好的
氛围。海口有关部门策划推出的

“Hi演艺、Hi运动、Hi生活、Hi购
物、Hi夜市、Hi游览、Hi度假、Hi
互动”八大宣传推介主题板块，尽
显海口魅力。

据介绍，海口相关部门举办此
次推介活动，旨在宣传推介海口旅
游资源及旅游线路产品，拓展海口
旅游潜在客源市场。

“Hi游海口”
旅游推介活动走进三亚

9月 17日，儋州水政
执法人员在位于儋州市那
大镇的松涛灌区总干渠一
带巡查。

松涛水库水利渠全长
400多公里，其中位于儋
州境内的水利渠共 13.2
公里。为确保水库水生态
安全，儋州市水政执法队
在水利渠沿线设置了 17
个重点巡查点，查处在渠
道内游泳、洗涤、乱丢垃圾
等行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勤巡查 护清渠

我省警方打掉一盗销团伙
为群众挽回损失100余万元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曾
群飞 张峻华）9月17日4时许，省公安厅海岸警
察总队（筹备组）东方支队会同东方市公安局，在
东方、海口、昌江、白沙同时开展打击盗销农用拖
拉机、摩托车专案集中收网行动，共出动警力150
名、车辆28辆，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当场扣押
被盗农用拖拉机15台、三轮车2辆、摩托车9辆、
射钉枪1支、小轿车1辆，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00余万元。

据了解，今年6月份以来，东方、乐东多个乡镇接
连发生农用拖拉机被盗案件，被盗的车辆价值4万元
至13万元不等，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
此，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东方支队会同东
方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启动案件侦办工作。

警方根据线索，最终梳理出了一个横跨东
方、乐东、昌江、白沙4市县，以符某才、符某其、
符某彪为首的20余人盗销农用拖拉机、摩托车
犯罪团伙。在确定主要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
后，警方迅速制定抓捕方案并决定于9月17日
4时集中收网。抓捕组成员在东方八所镇、大
田镇、东河镇及海口、昌江等地同时开展行动。
经过近一天的努力，抓获26名犯罪嫌疑人，并
缴获大量作案工具及赃物。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 本报记者 赵优

作为实行常态化疫情防控
以来的第一个超长假期，今年
的国庆黄金周备受关注。大数
据综合分析结果显示，我省是
今年国庆黄金周热门旅游目的
地之一。面对假期游客多、人
流量大等特点，我省旅游部门、
市县政府及旅游企业将推出多
方面举措，紧抓疫情防控不放
松，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以保持我省旅游市场来之不易
的良好发展态势。

备战“十一”黄金周

临高新开通28条城乡公交线路

实现行政村公交全覆盖
本报临城9月22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者

刘彬宇）9月22日，临高县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暨
28条城乡公交线路开通仪式在该县临城镇举行。
当天，临高新开通28条城乡公交线路，截至目前该
县157个行政村通公交，实现镇村公交全覆盖。

据介绍，临高原有5条公交线路，此次新开
通的28条城乡公交线路中，7条为县城区公交线
路，共投放35辆纯电动公交车，21条为镇墟至
行政村公交线路，共投放23辆纯电动公交车。

一直以来，临高公交线路较少，给居民生活带
来不便。去年，临高在多个镇投放6辆微公交，仅
覆盖35个行政村，而且一辆微公交只能乘坐5
人，且发车间隔时间长。“这次开通的21条乡村公
交线路，覆盖全县所有157个行政村，大约30分
钟或45分钟发一趟车。”临高县交通运输局交管
站站长林乃志说。

“为践行绿色环保理念，这次投放的公交车均
为新能源公交车。”临高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
戴春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临高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将负责运营新开通的公交线路，政府提供补贴
支持该公司运营。

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共交通是关
系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大民生工程。临高将
加快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满足群众日益多元的出
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