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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李学锋）海南日报记者9
月24日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庆中秋
假期我省将积极开展旅游美食购物
嘉年华活动，全省各地将推出系列促
消费活动，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活跃
消费市场。

省商务厅近日发出通知并举行电
视电话会议，要求做好2020年国庆中
秋市场保供和消费促进等有关工作。
我省各地根据节日市场特点，积极指
导商贸流通企业组织适销对路产品，
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适当增加商业

库存，重点保障粮、油、肉、菜、蛋等主
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充足；结合
当地文化风俗、消费特点、产业特色，
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线上线
下结合的促消费活动，满足个性化、
多样化节日消费需求，增强有效供
给，营造实惠便利、诚信规范、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培育夜间消费、定制
消费、绿色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国庆中秋期间，海口将积极开展
2020海口乐购嘉年华国庆、中秋大
惠聚活动，于线下发动全城商业体推
出打折、抽奖等优惠活动，于线上通

过阿里本地生活等平台开展团购促
销、直播购物、外卖折扣等多项活动；
打造海口特色餐饮美食品牌，丰富夜
间消费供给，开展夜市嘉年华、琼岛
夜宴等夜间经济活动；以会展服务作
为拉动消费新引擎，举办2020海口
消费品展览会、共好2020第12届海
口汽车展销会等会展活动；积极利用
好离岛免税新政，开展“中国中免海
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等主题活动，
激发消费者购买潜力。

三亚大型商场超市已组织了近
34亿元商品投放节日市场，比去年

同期增长9%。国庆中秋期间，三亚
将积极促进免税购物消费，进一步丰
富游客购物消费体验；举办消费促进
月、家电购物节等活动；结合“喜迎国
庆，欢度中秋”主题重点打造旅游促
销推广活动，推出“2020浪漫三亚季
——婚庆篇”和“2020 浪漫三亚季
——阖家团圆篇”系列产品。

儋州组织策划了一系列节庆活
动，包括“三大路线畅快游”（即“古郡
魅力惹人醉”旅游线路，“情满中秋过
佳节”旅游线路，“礼赞国庆齐打卡”
旅游线路），“四大演绎随心赏”（即文

化惠民文艺演出等），“五大活动尽情
玩”（即2020年儋州市国庆中秋游园
会，北极光美食嘉年华活动，“潮派中
秋夜、百人单车节”活动，峨蔓沙滩徒
步露营活动，莲花山国庆骑行红色之
旅活动），“六大夜市随意逛”（即文化
北路夜市，那恁夜市，军屯夜市，夏日
运动中心夜市，鼎尚广场夜市，三角
街夜市）以及“七大商超放心购”（即
夏日广场，大勇广场，军屯乐卖特超
市，大勇乐卖特超市，百佳汇超市，苏
宁电器城，广百家超市）等主题活动，
将丰富市民游客的节假日生活。

本报讯 （记者赵优）为期8天
的国庆、中秋双节假期是疫情暴发
以来的首个长假，旅游市场将迎来
旅游高峰。为进一步搅热假日旅
游市场，日前，我省旅游企业纷纷
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提高对省内外
游客的吸引力，丰富提升游客出游
体验，进一步推进我省旅游产业的
蓬勃发展。

海南省旅游协会收集并发布的
中秋国庆长假旅游优惠活动产品信
息显示，全省各地景区景点、酒店民
宿、乡村旅游点积极策划系列精品
活动，针对学生、教师、老年人、本地
居民以及医护工作者等特定人群推
出优惠政策，民俗游、亲子游、乡村
游、系列主题产品将点燃游客出游
热情，掀起我省旅游消费的又一波
高潮。

景区：
开展传统特色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我省众
多景区景点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一系
列传统文化主题活动，活动内容精

彩纷呈。假期期间，水稻国家公园
推出“树中秋”DIY趣味灯笼活动，
通过猜灯谜赢灯笼；还有挑灯游园
和梦回汉唐、穿越古时汉服游园打
卡活动。即在青山绿水掩映下，在
金黄的稻浪边、花海里，身着汉服，

“穿越时空”，留下一幅幅美丽画卷。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将开展

中秋节有奖猜谜、动物模仿秀、小小
动物宣讲员等主题活动。冯小刚电
影公社老北京风情街也将在国庆开
放，使游客在海口也能感受到十足
的“京味儿”。

此外，为进一步拉动岛内旅游
消费经济增长，“海南人游海南”系
列优惠措施仍在持续。三亚大小洞
天旅游区开展“十一”黄金周优惠政
策，针对符合条件的游客进行减免
门票优惠，其中，海南本地游客凭身
份证、户口本可享受半价优惠；海南
分界洲岛旅游区针对海南本地居民
推出优惠政策外，还面向全国医务
工作者以及武汉疫情第一线的白衣
天使提供门票及海上娱乐项目优惠
政策，随行家属也可享受优惠；南湾
猴岛生态旅游区国庆露营2天1晚

招募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呆呆岛
游览、帐篷露营、夜晚赏月、瞭望星
空、篝火晚会、趣味赶海等特色项目
将为游客朋友带来美妙出游体验。

除了特色传统节日活动外，长
影环球100欢乐岛VAC电音之夜
将在10月2日至3日举行，持续两
天两夜的音乐狂欢也将引爆游客激
情。据了解，本次VAC海口国际电
音节将设置百米主舞台，另加两大
副舞台，强烈的几何视觉与电子音
乐的听觉交织，将带给观众耳目一
新的艺术享受。

酒店：
推出多种节日优惠

今年“十一”期间，游客的旅游
需求将集中释放。往返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通道将为非琼籍、非营运七
座及以下小客车提供免费过海优惠
政策，家庭自驾游团队将会增多，为
此全省多家酒店推出了不同的家庭
亲子套餐供游客选择。

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策划了
“香”趣一日畅玩活动，适合4周岁至

12周岁儿童，让孩子体验小火车巡
游、手绘风筝、丛林寻宝、桨板课、云
朵泡泡秀等活动，更好满足小游客需
求；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推出了庆国庆
主题活动，入住豪华园景房，海边长
廊自助烧烤晚餐和温泉鱼疗泳池等
项目将给予游客别样体验。

海口万豪酒店、三亚山海天JW
万豪酒店、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
酒店、三亚山海天大酒店、文昌鲁能
希尔顿酒店、海南鑫源温泉大酒店、
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博鳌乐城逸
和康养度假酒店、海口观澜湖酒店
等都纷纷推出了各类住宿福利套
餐，以优惠的政策、贴心的服务提供
一站式高端定制系列服务，满足游
客多元化需求。

“作为实行常态化疫情防控以
来的第一个长假，今年的假期备受
关注，省旅游协会也将发布疫情防
控倡议书，倡导各旅游行业企业在
有序做好旅游旺季接待服务工作
的同时，提高防疫意识，认真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游客和市民健
康安全。”省旅游协会副秘书长葛
明明表示。

来吧！我们准备好了
创新产品、优化体验、提升服务，我省旅游企业积极备战“十一”黄金周

备战“十一”黄金周

“十一”黄金周，我省各地将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

国庆+中秋 乐游+乐购

文昌国庆旅游乐购嘉年华
将举办文创市集等活动

湾边踏浪有“食”惠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赵

优）海南日报记者9月24日从相关部
门获悉，2020年文昌国庆旅游乐购嘉
年华将于10月1日在文城镇高隆湾
启动。本次嘉年华包括“集”“食”“行”

“乐”四大主题活动，将通过文创市集、
主题狂欢夜、旅游护照打卡等多样形
式，让市民游客一揽“食”惠，尽情享受
魅力文昌的自在生活。

届时，在集好吃、好玩、好看、好物
为一体的文昌椰林文创市集，市民游
客可以逛市集、购物和赏中秋花灯。
美食体验券派发，美食博主探店打卡、
狂欢夜表演等活动也能让广大市民游
客乐在其中，购得实惠。活动还联合
文昌全市景点景区、美食商家、酒店等
企业统一促销，并同步推出文昌电子
旅游护照线上程序。游客通过扫码进
入平台后，将自动定位打卡景点景区
或商铺，打卡成功后即可领取该打卡
点的优惠券或抵扣券。

本次活动由文昌市政府主办，目
的在于借助黄金周，以美食、地域特
色文化为载体，培育文昌旅游文化消
费的新业态、新热点，促进旅游消费，
积极打造具有文昌本土文化特色和
大众参与性强的城市旅游IP。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名单公布

海师黎锦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公

布了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名单，海南师范大学黎锦项目入选其中。

据了解，海南师范大学黎锦项目由该校美术
学院与教务处牵头实施，项目根植“基于黎族文化
艺术传承的‘学研产宣’一体化的艺术人才培养模
式”，将黎族织锦课程融入本科及研究生必修专业
课、全校公共课程，构建了完备的黎族文化课程知
识体系，形成了黎锦传承项目和学院艺术人才培
养体系互相促进、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

驻琼名医27日将在海口义诊

院士专家解民忧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林宇）由海口市委人才发
展局、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
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主
办的“迎国庆驻琼名医大型慈善义诊”
活动将于9月27日在海口白沙门公
园年轮广场举行。

活动当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
愿、著名骨科专家张长青将带领一批
上海医疗专家开展慈善义诊，为贫困
患者免费实施手术。

海南日报记者9月24日从海口
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获悉，张志愿院
士长期从事口腔颌面部肿瘤与血管畸
形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是现任国家级
重点学科——口腔医学学科带头人，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
任；骨科专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
院长张长青教授是国内“腓骨移植治
疗股骨头缺血坏死”的第一人，他带领
改良了原有术式、发明了专业手术器
械，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目前已累计
完成近4000例股骨头坏死病例，成功
率达80%以上。张长青教授带领的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骨科团队还
于近日获得“海南首批‘双百’人才团
队”授牌。

据悉，此次活动集结了驻琼上海
医疗专家30余名，现场设有骨科、内
分泌代谢科、口腔颌面外科、神经内
科、泌尿外科、儿童心内科及老年科等
各专科，为海南较大规模的岛外名医
联合义诊活动。市民无须预约即可享
受免费问诊服务。

海口98所新增城区公办园
保教费标准公布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海南日
报记者9月24日从海口市发改委获悉，根据有关
规定，综合考虑各个公办幼儿园的办园规模、档
次、条件、区位、环境等因素，海口市公布98所新
增城区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自今年秋季
新学期开始执行。

据悉，公布的98所新增城区公办幼儿园分别
为秀英区19所、龙华区33所、琼山区23所、美兰
区23所，保教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学期1500元
至2400元不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和
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海口市发改委明确，各幼儿园应通过设立公
示栏等形式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向
幼儿家长和社会公示，并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项
目及标准收费，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
费标准，要自觉接受价格、财政、教育、审计等部门
的监管。同时，保教费按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
收。幼儿缴费后未入学或因故退（转）园的，幼儿
园应当根据已发生的实际成本情况，退还幼儿家
长部分预收的费用，具体退费方法按《海南省幼儿
园收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海口多家餐厅使用塑料餐盒替代品

绿色餐盒悄然“走红”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这种铝箔餐盒耐高

温，更能保证饭菜口感。”近日，海口滨海大道一餐
厅负责人徐文斌向顾客介绍铝箔餐盒的环保优
点。随着我省禁塑力度加大，海口越来越多的餐
厅开始使用塑料餐盒替代品，除了可降解塑料、纸
制餐盒受到餐厅、外卖平台推崇外，近期，铝箔餐
盒也在海口多个餐厅酒店内开始兴起。

“铝箔餐盒保温效果好，且不容易变形，被广
泛用于航空餐饮服务。”徐文斌发现，相较前段时
间餐厅使用的纸质餐具，铝箔餐盒更方便实用，且
价格相当。在试用一段时间后，徐文斌决定今后
餐厅将一直使用铝箔餐盒。

美团外卖也开始在海口推广铝箔餐盒。“目
前，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酒店均开始使用铝箔餐
盒。”美团外卖海口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团外
卖平台一直在寻找合适的环保餐盒，除可降解塑
料餐盒、纸质餐盒外，铝箔餐盒也逐渐成为该平台
倡导使用的餐具之一。

据众德合（海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博介绍，铝箔餐盒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主要是因
为铝箔耐高温，分子结构稳定，不容易污染食物，且
锁鲜功能强。另外，铝箔餐盒成本已经与合格的聚
丙烯（PP）塑料餐盒接近，且铝箔餐盒使用后可以轻
易地被压缩，易于分拣。

海南戏曲经典原创动画
《漫话琼剧》进校园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水袖轻
舞，余音绕梁，9月24日下午，省群艺馆携《漫话
琼剧》海南戏曲经典原创动画主创团队走进海口
市第十一小学，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画形式普
及琼剧知识。这也是该市“琼剧艺术进校园”工作
的一次全新探索。

据介绍，《漫话琼剧》由省群艺馆出品，海南华
文博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主创团队通过走
访琼剧传承人、研究者和知名演员，并结合相关文
献和演出教学团体的实践经验，围绕琼剧的历史
起源、琼剧的行当、琼剧的四功五法、琼剧的唱腔、
琼剧的伴奏乐器、琼剧的名剧名段等六大主题，创
作了10期动漫剧集。

接下来，省群艺馆和《漫话琼剧》主创团队还
将通过进校园、做直播等方式，向社会各界尤其是
青少年普及琼剧知识，引导大家充分感受地方戏
曲魅力、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我省中学省级骨干教师
参加线上研修活动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邹颖兰）9月24日，2018-2022年度海南省中学省
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线上集中培训开班仪式在海
口举行。我省450名中学省级骨干教师将通过在
线直播、研讨、线上诊断、课例研修等形式参培。

据介绍，本次培训将按照省级骨干教师5年
培养规划，遵循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围绕“教学研
究与课题研究”主题，分为网络研修、线上集中培
训、线下集中展示等3个阶段进行。

本次培训由海南师范大学主办，海南京海阳
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游趣

问诊

访古居 忆年华

9月24日，游客在参观
位于文昌昌洒镇的宋氏祖
居。

据了解，我省是今年国
庆黄金周热门旅游目的地之
一。我省旅游部门、市县政
府及旅游企业推出多方面举
措，紧抓疫情防控不放松，进
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老字号 家乡味

9月24日，在三亚红沙
社区红沙李家月饼店，制饼
师傅正在加紧制作传统手工
月饼。

红沙月饼，因生产于红沙
社区而得名。据红沙社区居
委会工作人员介绍，红沙手工
月饼作为三亚的“老字号”，已
有20多年历史。随着中秋节
临近，红沙社区大小30余家
月饼加工企业迎来生产高峰。

见习记者 李梦楠
本报记者 李艳玫/文
本报记者 武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