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旅文厅发布国庆中秋假期安全提示

外出旅游,安全与快乐同行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国庆节、中秋节即将来临，省应急管理厅、省旅文厅特向广大游客发布提醒：外出旅游,安全与快乐同行！

提高防范意识

游客选择游玩项目时，要结合
自身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谨慎选择
高风险旅游项目；参与项目活动
时，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
从工作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不
做可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
动；购物时，要选择正规购物场所
消费，不冲动、不盲从、不跟风、不
攀比、不贪小便宜，不从事非法代
购活动。

注意用火安全

出游时，不带火种上山，不在
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
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
或者使用明火。自驾游要提前检
查车辆的油路、电路是否安全，随
车灭火器是否完备好用，切勿装载
烟花爆竹等可燃易燃物品。入住
宾馆酒店时，尽快了解火灾逃生线
路，熟悉安全出口方位，杜绝躺卧
在沙发上、床上吸烟等行为。

关注交通安全

旅游出行要恪守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
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将头、手、脚等
伸出窗外，不携带违禁物品，提前了
解安全锤、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和逃
生门窗位置，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
法。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要加强防
范，拒绝乘坐黑车，不与陌生人拼
车。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
驾车，控制车速，注意礼让。

疫情防控为重

出游前和出游时，均要密切
关注各地权威部门发布的疫情
风险提示，自觉接受体温监测，
健康码查验等防控措施。保持
防控优先，避免侥幸心理，做好
自我防护，戴口罩、勤洗手，测体
温、勤消毒，保距离、勤通风，不
扎堆、少聚集。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
及时报告，并就近到医疗机构就诊。

奋斗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郭萃

“双泰29，出港时间1115，车数
41，人数187。”9月30日上午，在海
口新海港客运站2楼的海南海峡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调度室内，对讲机中
不断传出进出港船舶的信息。

“收到。”调度室值班主任杜经
瑞立即在记录本上记下该船舶出港
信息。

一旁的工作人员紧盯着电脑屏
幕上的9个实时监控画面，观察着码
头停靠船舶的卸载情况和车辆进入
情况。

调度室是整个码头生产的“大
脑”，负责着码头的生产组织工作，旅
客、车辆从检票到登船，船舶从靠泊
到启航都是由这里指挥。指着一块
块屏幕，杜经瑞给海南日报记者介
绍：“这些屏幕上分别显示着港口待
渡场、港外、船舶上的实时监控，同时
还有船舶在航线上的航行情况及航
线周边渔船、货船的雷达位置等等。”

“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进出港车
辆数量有所增加，预计从下午开始就
会迎来进出岛高峰。”杜经瑞告诉记
者，9月26日，湛江港徐闻港区南山
作业区客货滚装码头开港运营，新海
港和徐闻港南北对开的航线班次加
密，这也加大了调度室的工作量。

国庆和中秋假期一共有8天，很

多人会选择出游或者回老家跟家人
团圆，杜经瑞和同事必须又快又安全
地让他们过海。但当谈及自己如何
过中秋时，杜经瑞说：“中秋夜要值
班，我们哥几个就在调度室一起过节
了，每年都是这样，必须确保人车过
海安全和有序。”

采访完已经是中午12时，杜经
瑞刚吃了两口同事从食堂打包的盒
饭，对讲机中的声音又传来。放下碗
筷，他又开始忙碌起来。

“现在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免税
红利又为市民游客带来新的消费点，
再加上对进出岛非琼籍小车实行免
费。根据预判，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过
海人车都会有显著增长。”海南海峡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

杰告诉记者。
对此，海口各港口在增加一线工

作人员、志愿者、公安干警的同时，还
与徐闻各港口共同加密过海班次。

“从9月29日至10月1日，以及10月
6日至8日，进出岛高峰期期间，我们
将北岸南岸的班次由平常的108个
班次增加至196个，10月2日至5日
进出岛班次为128个，保证过海运力
充足。”谢焕杰介绍。

“我们也希望过海旅客能够提前
在‘新海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
信公众号以及椰城市民云APP上提
前预约，避免现场购票浪费时间。”谢
焕杰说道，“我们一定尽全力保障过
海顺畅。”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总调度室工作人员放弃假期坚守一线

“大脑”高速运转 力保过海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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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进一步规范
海南健康码转码流程
优化进出岛旅客通关流程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马
珂）9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疫情防控组获悉，为切实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优
化进出岛旅客通关流程，提升通行
效率，我省进一步规范海南健康码
转码流程。

防控组要求各口岸要加大宣传
力度，提醒出行旅客关注自身健康码
状态，及时进行健康打卡或转码，以免
影响后续出行。同时，各市县要加大
宣传力度，在医疗机构或社区宣传转
码政策，提醒发热患者及时复诊或自
我打卡转码。各市县指挥部要指定
专人负责健康码转码工作，提高转码
效率，优化转码流程，方便群众出行。

石花水洞景区亮点多

潮派中秋夜 邀你来参与
本报那大9月30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参加潮派中秋夜、2020儋州全民定向趣味
赛和游园活动，融入生态优美的自然环境，嬉戏玩
乐，放飞自我……近日，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开
发有限公司向国内外游客发出邀请，邀请大家到
儋州石花水洞欢度国庆假期。

石花水洞景色奇特，洞内布满石花，石花洁白
无瑕、纯正自然、晶莹剔透，是游玩的好去处；洞外
山体适合举办体育运动比赛。海南石花水洞地质
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卿华说，国庆假期，该
景区将推出精彩的体育、赏月、游园等活动，让国
内外游客在景区过一个特别的国庆节和中秋节。

据悉，由儋州市旅文局主办，儋州石花水洞景
区承办的2020儋州全民定向趣味赛，将于10月1
日在石花水洞景区举行。

当晚，儋州石花水洞景区还将举办潮派中秋
夜活动，有歌舞表演、韵律单车、现场免费抽神秘
大奖等活动。

10月2日至8日，石花水洞景区每天将举办
庆国庆贺中秋游园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参与“蝠”
洞祈福、孔雀起舞、汉服打卡、彩虹献礼、彩虹滑
道、步步惊心、儿童滑索、小儿垂钓等趣味游戏，还
可“撑船”游玩，洞中观看“升明月”，享用石花水洞
特色簸箕餐等。

儋州

喜迎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A06

海南旅游市场做足功课，以丰富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迎接黄金周

“双节”重叠增热度“大餐”配齐待宾朋

■ 本报记者 赵优

相比往年，今年国
庆中秋“双节”重叠，有
8天的假期，并且是国
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后的首个长假，百姓
被压抑的出行需求将
集中释放。

海南作为备受关
注的旅游目的地，旅游
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即
将迎来旅游消费高峰。
对此，我省各市县、各
旅游企业已做好各项
准备，以精彩纷呈的旅
游产品和优质高效的
旅游服务迎接岛内外
游客的到来。

在多种利好因素下，业内对十一
黄金周旅游市场的复苏前景看好。中
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国内
旅游发展报告2020》显示，第三季度游
客出游意愿达80.2%，同比恢复九成。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多个旅游
平台获悉，随着出境游需求向国内游
转移，海南成为高消费力人群的主要

目的地。
飞猪国庆黄金周旅游趋势报告

显示，奢华高星级酒店、无边泳池打
卡、免税店“买买买”促使海南成为高
消费力人群的主要目的地。拥有酒
店集群的三亚位居酒店“热力”城市
前列，多家高星级酒店更是出现“一
房难求”的现象。海口更是作为“新

兴黑马目的地”跻身全国热门旅游城
市前十。三亚蜈支洲岛入选国内十
大热门景区。

携程发布的国庆黄金周旅行热
力图显示，三亚稳居自由行目的地人
气榜首。这在旅游消费预订中也得
到了显现。该平台9月会员日交易大
数据显示，三亚为人气城市第一名。

受疫情影响，更多游客选择“小
包团”“自驾游”等自由度更高、接触
性较低的出行方式。携程相关数据
显示，海南成为租车预订人数最多的
目的地省份。海口以平均6天的租车
时长跻身国庆租车时长目的地前十，
三亚稳居国庆假期豪华车型、跑车订
单最多目的地排行榜首。

乐购嘉年华直播嗨买节启动

看直播 享优惠 购不停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记者郭萃）9月30日

晚，2020海口乐购嘉年华直播嗨买节（以下简称
嗨买节）正式启动，从即日起到10月8日，市民游
客可在海口吾悦广场以超低折扣价购买服饰、珠
宝等商品，并领取到海口多个商家优惠券等。

据了解，嗨买节期间，在活动主会场海口吾悦
广场，各类优惠、文体活动将轮番上阵，满足市民
游客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值得一提的是，9
月30日晚，线上直播活动也在吾悦广场启动，通
过邀请网红主播在吾悦广场以及其他多家海口特
色商家，以体验式直播的形式在抖音平台分享推
荐嗨买节活动，激发市民游客参与热情。

此外，多个餐饮、影院、景区等商家将积极参
与嗨买节，发放各类优惠券，提升消费信心，丰富
消费体验。双节期间，火山口公园还将举行“火山
山歌文化节”“火山国潮文化节”，通过上演海南特
色演出、古风琴艺、汉服游园等让市民游客感受火
山文化。

据了解，此次嗨买节由海口市商务局主办，海
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协办。

海口

南丽湖热气球空中体验活动启动

招募1200名飞行体验官
本报定城9月30日电（记者叶媛媛）9月30

日上午，随着15只色彩绚丽的热气球在定安县南
丽湖国家湿地公园徐徐升起，“放飞梦想 相约南
丽湖”热气球空中体验活动正式启动。

作为定安今年国庆中秋假期的主推活动之
一，此次热气球高空体验活动将从9月30日持续
至10月8日。除了展出15只高规格的热气球供
大家体验外，活动还将推出黄昏秀、观影之夜、飞
行表演等特色项目，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气球空
中游的独特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定安县
委、县政府还邀请到多名抗疫医护人员和当地脱
贫之星参与高空体验，在“双节”来临之际，向抗疫
一线医护人员致敬，向脱贫户致以节日的问候。

此外，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主办方正向
全岛招募1200名热气球飞行体验官，感兴趣的游
客可拨打热线400-110-0220进行咨询，被选中
的游客有机会免费体验热气球高空游。

定安

第四届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开幕

相约“吃吃吃 买买买”盛宴
本报椰林9月30日电（见习记者高懿）9月

30日晚，2020陵水第四届旅游购物美食狂欢节
暨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开幕。来自陵水黎族自治
县各地的农特美食、扶贫产品、旅游商品集中展
销，为当地居民及游客奉上了一场集旅游、文化、
美食、购物于一体的消费盛宴。

此次活动为期4天，以“消费·快乐陵距离”为
主题，主要有陵水（电商）消费扶贫展、国际进口商
品展、陵水旅游农特美食展、新能源汽车展、电动
自行车展等展览内容。活动吸引了陵水全县11
个乡镇、30余家企业参与。本次活动是陵水“消
费扶贫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该县

“老字号嘉年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产品展销和文化展示外，此次活动还将

为陵水广大旅游企业搭建展示形象的舞台。活
动期间，各参展企业均可上台路演，推介展示自
己的产品和企业形象。为带动线上线下同频共
振，活动期间还将开展4场网红直播活动，激发
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消费，推动全县消费平稳
较快增长。

陵水

面对假日期间游客多、人员流动
量大等特点，我省旅游部门、市县政
府及旅游企业积极做好国庆中秋假
期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省旅游和文
化市场疫情防控安全稳定。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省旅文厅已

组织3个督导小组，在国庆黄金周节
前和节中对全省各市县旅游市场开
展明察暗访，进一步压实各市县旅游
市场疫情防控和综合治理主体责任，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重点督导疫情
防控、旅游安全、违法违规活动及旅

游文化市场等领域，持续开展文明旅
游、诚信经营的检查监督活动。

此外，我省旅文系统还将建立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和信息上报
制度，各市县旅文部门每天安排专人
检查旅文市场，督促涉旅企业开展自

查自纠，每天汇报安全检查情况。同
时，各级旅文部门还将加强与应急、
公安、交通、水务、气象、医疗、市场监
管等部门的联动，迅速处置涉旅突发
事件。

（本报海口9月30日讯）

为迎接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第一
个长假，我省提前安排，精心谋划，针
对国庆中秋旅游市场的特点，推出精
彩纷呈的节庆活动和特色旅游项目，
最大程度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黄金周期间，海口市策划推出“Hi
游海口”主题活动，涵盖演艺、运动、生
活、购物、夜市、游览、度假、互动等八

大主题版块，共50余场旅文活动，为游
客呈上丰盛的文旅融合大餐。三亚则
从消费者、产品、渠道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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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文昌、万宁、琼海等各
市县也纷纷推出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

和旅游线路，在营造国庆中秋“双节”
同庆热烈氛围的同时，为广大市民游
客提供更多出游选择。

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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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
游览区推出“欢度国庆·喜迎中秋”主
题活动，活跃节日气氛，提升游客体验；

陵水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推出国庆星
空露营特别策划，包含呆呆岛帐篷露
营、赏月和篝火晚会等特色活动；三亚
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则发起“国庆约
惠不眠夜”的主题活动，推出游乐、演
艺、美食等特色产品，再加上节日演艺
活动等全新夜游玩法，为游客呈上丰
盛的夜间文旅体验大餐……

海南旅游市场人气高涨

最大程度丰富产品供给

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

普通黄码人员：
居家隔离并连续14天健康

打卡，系统自动转绿码

发热门诊及呼吸道症状患者：
居家隔离，首诊医生确认

恢复正常后，在新冠肺炎健康
服务系统中提交健康信息，审
核通过后自动转码

信息填错人员：
首页健康信息复核提供一

次修改机会，或向社区网格员
提出申请，网格员查验个人信
息无误后转绿码

黄码人员连续30天无异
常的系统自动转为绿码

黄码转绿码规则

本版制图/孙发强

近日，三亚南山景区，道
路旁悬挂起国旗，营造节日
的喜庆氛围，迎接国庆中秋
“双节”到来。

本报记者 封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喜乐佳节氛围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