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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发布国庆中秋假期
交通提示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钟玲）国庆、中秋假期即将来临，届时海口市民走
亲访友、外出休闲旅游、中秋夜举家外出赏月等活
动繁多，进岛游客也将增加，海口市区交通流量将
明显增大。9月27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发
布假期交通出行提示，建议市民错峰出行。

根据往常规律，海口交警预计9月29日下午、9
月30日下午、10月1日上午和10月6日、7日、8日，
世纪大桥→龙昆北路→南大桥→龙昆南路→迎宾大
道双向、国兴大道→琼州大桥、滨海大道、海府路→
琼州大道等进出海口市区主干道交通流量集中，通
行缓慢。请广大驾驶人及时掌握路况信息，合理安
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或视情况择道进出城。

10月1日中秋节晚上，许多市民游客将前往
海口万绿园、假日海滩赏月，海口交警将视情况适
时管制周边道路，管制时间为10月1日19时30
分至24时，适时管制路段包括滨海大道（粤海大
道至龙华路）；玉兰路、民声路、世贸北路、红棉路
等万绿园西侧路段；玉沙路、世贸东路、金贸中路、
金贸西路、明珠路、国贸大道、金龙路等国贸区域
路段；龙昆北路、世纪大桥、滨海立交桥、海甸五西
路、人民大道、碧海大道、白沙门公园门前路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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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十一”黄金周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罗
霞）国庆中秋假期，海南商家将推出系
列促消费活动，通过主题推广、产品优
化、优惠酬宾等多种方式，活跃消费市
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从
我省相关部门及一些商家了解到的。

“十一”期间，我省商家将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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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措培育夜间消
费、绿色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10月1日至8日，海口日月广场
将为顾客送上别开生面的“国潮文化
节”。该文化节将推出4大主题活动，
包括国潮音乐节、少儿才艺表演、啤酒
之夜及K歌之王，并将开展“十一幸运
大抽奖”，参与活动的顾客有机会赢取
环岛自驾游惊喜大奖。

已于9月26日启动的中国中免

第二届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活动，
将在“十一”期间为消费者送上丰富的
免税购物“优惠礼包”，中国中免旗下
离岛免税购物店——三亚国际免税
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海口日月广
场免税店、琼海博鳌免税店四店联动，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海口望海国际购物广场将开展
“不出国门，游购世界”主题活动，通过
趣味互动、商品展卖等方式，让顾客感

受传统中秋佳节氛围，享受不出国门
也能游购世界的畅快。该购物广场还
将推出跨境购物节，进行全球跨境商
品展卖；联合餐饮、服饰、黄金珠宝类
开展线下“一口价秒杀”活动；在超市
开展零食节，部分产品“买一送一”。

儋州夏日广场将连续8天免费派
发蛋糕、水果、寿司等美食，同时将举
办“我为祖国唱赞歌”“中秋国庆购狂
欢”“假期礼品大推荐”等活动，举办

“音乐有你”主题音乐会，在百货区、餐
饮店开展主题促销活动。

此外，三亚夏日百货将推出“折
上满减”购物活动；海南苏宁易购推
出中秋国庆狂欢购活动，自9月25日
起发放1000元消费券；大润发、家乐
福等商超“十一”期间将给消费者送
上“狂欢5折”等多种优惠；海口远大
购物中心自9月25日起推出东方崛
起主题展。

本报讯（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李
珂 通讯员符武月）近日，儋州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组织儋州市疾控中心等部
门、社区、乡镇在那大举办新冠肺炎疫
情应急处置桌面推演，以严防国庆中
秋假期疫情输入。

演练采取桌面推演形式，分别设
置了病例发现、疫情核实与报告、病例
处置、疫区封锁、疫情终止等5个环
节。儋州市疾控中心、那大镇城区12
个社区服务中心、白马井镇6个居委
会的相关负责人分为5个组进行演
练，模拟社区发生一起输入新冠肺炎

病例造成本地传播疫情事件，共设计
5个场景、8个问题。

每个场景结束后，演练主持人针
对不同情形提出相关问题，小组成员
按照场景设定条件、工作职能加强联
动，按顺序推送事件进展信息，针对应
对中的各类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点

评组打分、点评。那大镇东风社区工
作人员羊玉力说：“演练让我们提高了
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更有信心应对
可能发生的疫情传播。”

儋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冯远贵说，
演练将引导社区干部严防国庆假期疫
情输入，做好防控，为应对可能发生的

秋冬疫情作准备。同时，演练将总结
疫情防控经验，强化社区应对突发疫
情的紧急应对措施，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便于在应对突发疫情时，做到行动
更加迅速、措施更加有效、反应更加灵
敏、效果更加理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海南（乐东）旅游美食
巡回展销会今日举行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
艺娜）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从省旅文厅获悉，
由省旅文厅、省商务厅、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主办
的2020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暨海南（乐东）旅游
美食巡回展销会将于9月28日至30日在乐东商
业步行街举行。

本届展销会以“美食美味，尽在乐东”为主题，
共设国内食品区、省内食品区、乐东扶贫区、品牌
企业展区、乐东美食街、市县美食街、国内美食街、
美食大赛区等8大展区，展出面积1万平方米，标
准展位135个，参展品牌500家，展出产品涵盖特
色旅游景区、特色美食、特色食品、特色旅游商品
以及省内大型企业的特色产品等。

展销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2020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年暨海南（乐东）旅游美食巡回展销会开幕
式、旅游美食大赛、乐东当地网红对美食展销会直
播等活动。据展销会组委会介绍，旅游美食大赛
系第一次在乐东举办，为展销会的重要活动之
一。大赛以乐东美食及小吃为载体，组织各镇餐
饮美食企业参赛，现场展示原汁原味的美食，最后
评选出乐东十大旅游特色菜、乐东十大旅游特色
小吃和创新特色“黄流老鸭”评选。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展销会将充分挖掘
乐东消费新热点，为乐东美食旅游行业注入新活
力，塑造和宣传乐东旅游资源及特色旅游产品品
牌，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新活力。

美食美食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陈
蔚林）第20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将于9月28日20时在海南经
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0
月4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
多少真情，这是扶贫一线的扶贫干
部们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始终站在
困难群众的立场上，办好顺民意、解
民忧、惠民生的实事。

本期电视夜校邀请到乐东黎族
自治县万冲镇扶贫办主任容飞作为
主讲嘉宾，分享她的扶贫经验。节
目中，该县大安镇南仇村驻村第一
书记羊文俊、南仇村妇女主任羊玉
英，抱由镇抱邱村驻村第一书记罗
泽安、抱邱村脱贫户符玉香，以及万
冲镇友谊村脱贫户张杰明等嘉宾也
将登上夜校舞台，讲述基层扶贫干
部付出真心真情，切实帮扶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的感人故事。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

国庆中秋假期，海南商家将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

主题活动多彩 优惠促销多样

儋州举办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桌面推演

严防假期疫情输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李群

9月27日，秋高气爽，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青松乡拥处村成片的坡地
上，一株株长势喜人的山兰旱稻迎来
抽穗，丰收场景十分喜人。眼前这一
幕，让拥处村党支部副书记、山兰稻
产业致富带头人吉亚才满怀憧憬。

随着白沙青松乡依托“生态+民
俗”优势，发展山兰稻产业助农增收，
这些曾被当地村民弃种、弃管的山兰
稻，如今已成为助力大家脱贫致富的

“金谷子”。目前，青松乡全乡的山兰
稻种植面积已扩种至约4000亩，占
全省山兰稻种植面积的一半左右。

曾被弃种的“金谷子”

山兰稻是海南黎族种植的山地

旱稻。吉亚才介绍，青松乡位于霸王
岭东边，境内多为山谷、坡地，常年雾
气缭绕，气候十分温润，能给山兰旱
稻带来最好的天然雨露滋养。

如今，山兰米成了青松乡“一乡
一品”特色扶贫农产品。但在2014
年以前，不少村民却瞧不上这一产
业，因为山兰稻一年只能种植一季，
且亩产量仅为200斤左右。

吉亚才介绍，早在2014年前后，
由于缺乏科学管理、销路不畅，山兰
稻产业效益堪忧，每年还会出现部分
村民弃种、弃管的现象。

但吉亚才十分看好山兰米的市
场潜力，于2014年牵头成立白沙仙
婆岭种养专业合作社，动员村民加入
合作社，扩大山兰稻的种植规模，而
他则负责收购农户收成的山兰稻，再
通过合作社的车间进行加工、包装并

通过电商渠道将山兰米销至省内外。
近年来，白沙脱贫攻坚工作深入

推进，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驻村帮扶
下，青松乡多个村除种植山栏红、山栏
糯、山栏香等6个品种外，还引进“山栏
陆1号”等高产品种。截至2019年，
拥处村山兰稻种植面积扩展至600余
亩，吉亚才经营的合作社成员也增加
至数十户，2019年，经该合作社加工
及销售的山兰稻已近20万斤。

文化搭台促产业振兴

“光是种这山兰稻，我每年都能
入账三四万元，这可比种植普通的稻
谷挣钱多了！”青松乡青松村远近有
名的山兰种植大户张万成说。

自2015年起，在白沙县委、县政
府以及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大力推
介下，每年金秋时节筹办的“啦奥门”
（黎语“吃新米庆丰收”）山兰文化节

吸引了各地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响了
山兰稻品牌。

在“啦奥门”山兰文化节上，活动
主办方通过稻田实景演出，将宾客带
入黎族山兰丰收情境，让大家尽情体
验收割、碾米等黎族传统稻作农事。

随着山兰文化内涵被充分挖掘，
“啦奥门”不仅被列入白沙黎族自治
县县级非遗项目，还让更多人了解到
山兰稻的营养价值，拓宽了销路。

青松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立斌介
绍，该村共有348户农户，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180余户，现今八成
以上的农户都种植山兰稻；经统计，
2019年，青松村山兰稻产量约有35
万斤，仅是稻谷这一项产值就约有
200万元，经过深加工及包装后的
山兰米“身价”还将翻倍增长，如此
力推的“生态+民俗文化”山兰旱稻
产业，有力促进了百姓脱贫摘帽，致
富奔小康。

（本报牙叉9月27日电）

白沙青松乡依托“生态+民俗”优势，发展山兰稻产业助农增收

换思路，换出致富新“稻路”

海口秀英区启动永兴镇
美丽乡村主题游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9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永兴
镇全域旅游产品发布会暨亲子团打卡
美丽乡村主题游活动举行，来自海南
的亲子家庭、网红达人等百人乡村旅
游团作为“体验官”畅游永兴美丽乡
村。这个国庆中秋假期，永兴镇盛情
邀请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前来打卡。

当天，由亲子家庭、网红达人、摄
影师、媒体记者等组成的百人乡村旅
游团来到永兴镇，他们作为永兴乡村
游的“尝鲜体验官”，开启了一次美妙
的“火山原乡”之旅。

一下车，旅游团一行人在儒张村
小巷中行走，满眼都是用火山石所建
的石墙、石院、石屋等火山石群落。活
动现场，永兴当地农户带着野生蜂蜜、
农家土鸡蛋、黑山羊、黄皮干、荔枝干、
黑豆、芋头、热带水果等特色农产品来
赶集，旅游团一行人在现场“逛吃逛
吃”，尽享美味。

在永兴电商扶贫中心，当地镇、村
负责人也化身代言人，为永兴特色线
路吆喝“打Call”，带着大家从“食、住、
游、购、娱”五个方面感受永兴镇的发
展蜕变。

据介绍，近年来，永兴镇的乡村旅
游蓬勃发展，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为迎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永兴
镇政府特别举办了本次活动，还发布
了3条永兴乡村游推荐路线，包括了
美景、美食、乡游等元素。另外，永兴
镇政府结合本次发布的全域旅游产
品，组织当地的景区、餐饮、民宿等合
作商家，印发了面额价值5至50元的
全域旅游消费券。

此次活动由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
人民政府主办，南海网承办。

琼海潭门老渡口开业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近日，琼海美丽乡村高

端文旅项目潭门老渡口开业仪式于琼海市潭门镇
排港村举办。

活动主办方融创华南区域海口公司负责人介
绍，自2017年起，历经3年时间，融创集团在参与
排港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完成修建渔民主题
广场、乡村民宿、休闲渔业海港等项目，不断丰富
和发展特色经济，培育新业态，挖掘本土热带景观
文化符号，打造以海洋渔业体验、美食、古渔村旅
游等为主题的美丽渔村，在提升镇村品位，推动潭
门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琼海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说，未来排港村将成
为文旅产业创新的旅游胜地，为潭门镇旅游产业
增添活力及特色亮点，更将成为一张城市文化的
崭新名片，为世人展现一个美丽的、全新的渔村。
在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假期，排港村给旅客出行
提供了新选择。

景点景点

迎接国庆中秋假期

南航在海南
加密航线增加航班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李红波）国庆、中秋假期将至，海南成旅游热门目
的地。假期期间，南方航空计划在海南加密航线、
增加航班，预计执行进出港海南航班1681班次，
以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据悉，南航计划在海南至北京、上海、重庆、广
州、深圳等热点航线改投宽体机159班次，不断加
密海南飞往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珠海、揭阳等
热门航线304次。此外，南航还将推出海口飞往
广州、昆明、武汉等地的3折机票。

南航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海南
出岛客源相对平缓，进岛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目
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飞往三亚的航班
订座率均达90%以上，飞往海口的航班相对平
稳，10月3日后海南进出港机票紧张程度将有所
缓解。10月6日至7日，海口、三亚飞往北京、深
圳、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经济舱机票紧俏，10月9
日后出岛机票价格较低，建议旅客提早购票。

航班航班

走向我们的

9月27日，游客在直
升机上俯瞰三亚风光。

近年来，低空旅游是
三亚旅游的一大亮点，打
个“飞的”无疑是时下俯瞰
三亚风光的不二之选。三
亚涉旅企业推出众多低空
游产品，供游客选择，低至
百余元即可乘直升机在空
中游览三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9月27日，在海口西
海岸观海台景观点，园林
工人摆放数千盆鲜花。

近日，海口市城区的
主干道两侧和大型公园
内陆续摆放上了各类鲜
花，为即将到来的国庆中
秋双节营造喜庆祥和的
氛围。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打个“飞的”瞰三亚

姹紫嫣红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