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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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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10月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
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孟友谊
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建交45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强政
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孟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并肩抗击疫情，谱写了中孟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
哈米德总统一道努力，加强两国战略
对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中
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哈米德在贺电中表示，孟中关系
日新月异，现已涵盖关键领域合作，孟
加拉国对此高度重视。中国在孟加拉
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续提供支
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我相信，两国间
的亲密友好关系将在未来不断深化。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孟加
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李克强在
贺电中表示，中方愿同孟方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孟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哈西娜在贺电中表示，两国间
久经考验的友谊与合作催生了孟中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孟中合作得以强
化，释放出在本地区乃至全球维护和
平、安全与稳定的巨大潜力。

习近平同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
就中孟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互致贺电

本报三亚10月4日电（记者梁君穷 见习记者李梦
楠）“以前我来过三亚，所以这次来海南想往西线走一走，
考虑之后发现还是租车自驾最方便。”10月4日上午，来
自北京的游客崔先生刚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就根
据之前在携程租车平台上的订单联系上了租车公司。
10多分钟后，崔先生预定的车辆被送到机场停车场，他
在这里快速完成手续后，便开始了在海南的自驾之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一家一
车的自驾游、私密且少接触的租车游成为更多旅客出
游的选择。

“今年国庆假期到目前为止，在携程租车平台上，
三亚的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50%，营业额增长
了约120%。”10月4日下午，携程租车海南区域负责
人孙德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携程租车平台三亚订单
量全国第一，其中豪华车型、跑车受到热捧，订单量接
近所有车型整体订单量的25%，三亚豪华车型、跑车
订单也位居全国榜首。

今年国庆假期为何三亚租车市场这么火？孙德香
认为，一方面是疫情发生后，自驾游的私密、安全等优
势更被游客重视，另一方面今年国庆假期各家企业推
出了较大力度的促销活动，携程租车还联合平台上的
租车公司全面实施“无忧租”服务标准，进一步带火了
三亚的自驾租车市场。

携程租车平台数据显示，9月以来，国庆假期的国
内租车市场已出现紧张形势，国庆订单中有超过50%
的用户是首次使用携程租车，大量新用户的涌入，使得
国庆租车的预订量暴增。

今年国庆假期，三亚为何能在汽车租赁市场独占
鳌头？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特别是三
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交通条件，决定了游客在这
里租车自驾的需求更强；海南美丽的海滨风光及全域
旅游的发展，也让游客租车自驾有了更多好去处。

国庆前4天，订单量同比上涨约50%，
营业额增长约120%

携程租车平台
三亚订单量全国第一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潘志
勇）海南日报记者10月4日从省扶贫办获悉，我省本月
将陆续开展脱贫攻坚大比武活动，设置乡镇之间大比
武、行政村之间大比武、贫困户之间大比武三大环节。

具体时间为：10月10日至15日，开展乡镇之间大
比武；10月22日前，完成行政村之间大比武；10月28
日前，完成贫困户之间大比武。

据悉，根据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近日印发的
《海南省2020年脱贫攻坚大比武方案》，此次比武对象
为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有脱
贫攻坚任务的各乡镇（三亚市为各区）、各行政村，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活动旨在大力营造比学赶超、创优争先
的浓厚氛围，为我省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收官任务，在国
家考核中实现“三连胜”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乡镇之间大比武环节，主要包括检查验收各乡镇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排查并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行政村之间大比武环节，主要包
括检查验收各行政村落实上级各项脱贫攻坚重点工作
情况，排查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传
导压力，查遗补漏，确保各类问题实现全部“清零”。贫
困户之间大比武环节，主要包括全面梳理贫困户脱贫
攻坚期以来享受的各项帮扶政策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通过比收入、比务工、比产业发展、比内生动力、比知恩
感恩“五比”活动，评选出一批勤劳致富、知恩感恩、内
生动力强、示范作用好的省级脱贫光荣户和市县级脱
贫光荣户，切实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了解，11月中旬，我省将召开全省脱贫攻坚大
比武总结大会，通报大比武结果。对于获得省级脱贫
光荣户的贫困户，将授予“海南省脱贫光荣户”牌匾，每
户奖励人民币1万元用于生产发展。

我省本月将开展
脱贫攻坚大比武活动
设置乡镇之间、行政村之间、贫困户
之间大比武三大环节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赵
优）国庆黄金周进入第4天，人们的
出游热情更加高涨。我省作为人气
旅游目的地，凭借优良的自然条件
推出众多体验性和互动性更强的体
育旅游产品。冲浪、帆船、沙滩运动
等体育旅游活动丰富多彩，让游客
度假有了更多新选择，有力地拓展
了我省旅游消费空间。

10月2日，2020年海南沙滩运
动嘉年华开幕，海口市推出2020海
南自由贸易港青少年沙滩足球节主

题活动。2020全国青少年沙滩足
球挑战赛、海南沙滩足球明星公开
课、海口沙滩台克球表演赛、全国沙
滩足球青少年国庆训练营在白沙门
公园先后上演，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前往体验。在海口市假日海滩，
2020海口市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
也同步进行，不仅有沙滩亲水欢乐
跑、沙滩寻宝、沙滩亲水趣味活动，
还有帆船帆板、桨板、皮划艇体验等
水上培训和体验。

假日期间，万宁市围绕“体

育+旅游”的新业态，举办“2020
中国·海南首届动力伞石梅湾海景
滑翔伞邀请赛”“千人航海在石梅”

“浮桥冲浪及低空飞行体验活动”
“沙卡国庆七天浪”等系列主题活
动，推出激情冲浪、帆船航行、海
景滑翔伞、浮桥冲浪、游艇出海观
光、拉网捕鱼、篝火晚会、沙滩运动
等丰富的假日旅游体验性产品，
吸引了众多省内外市民游客慕名
前来。

其中，“千人航海在石梅”活动

结合市民游客的亲水喜好，集“海上
娱乐、水上体育、海洋风光、休闲度
假”于一体，涵盖水上娱乐项目表
演、摩托艇、香蕉船、飞鱼、快艇沙滩
车等多个游玩项目。游客可以通过
亲身参与，感受航海文化与帆船运
动的独特魅力，与石梅湾的美好风
光亲密接触。

在日月湾，许多游客在冲浪教
练的一对一指导下，在沙滩上练习
划水、上板、起身、站姿等关键动
作。“冲浪可以完全扫去身上的负能

量，实在太爽了！”来自北京的游客
张维娜高兴地说。

近年来，我省以环岛自行车赛、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等精品赛事
为引领，赛事活动遍地开花的局面
正在加快形成。海南亲水运动季、
海南沙滩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通过
开展帆船帆板、龙舟、冲浪、皮划艇、
潜水等优势水上项目活动，也吸引
广大市民游客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参
与，有力地刺激了民众对体育旅游
的消费需求。

我省体育旅游消费日渐活跃，丰富游客度假选择

空中滑翔追云 海上扬帆逐浪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0月2日，前往陵水红角岭感
受低空飞行的乐趣；10月3日，到保
亭呀诺达景区感受热带雨林风情，
体验黎族苗族文化；10月4日，在三
亚亚特兰蒂斯感受水世界的欢乐。
这是北京游客邓礼丹和家人最近3
天的游玩行程，3天换了3个地方，
感受“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各具特色
的自然和人文风情。

“没想到这些地方相距不远却各
有特色。”邓礼丹说，与普通旅游团不
同的是，这次她带着孩子和朋友共9
个人参加了某旅行社的私家团。

如今，人们更关注出游的健康
与品质，以私家团、定制团等形式呈
现的小型旅行团产品更受欢迎。而
随着“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协调发
展，各市县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差异
化旅游产品，也让游客私家团出行
有了更优组合选择。

据悉，三亚、陵水、保亭、乐东等
市县都结合各自旅游资源特点，以景
区互动、酒店特惠、文体赛事为核心，
推出了休闲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旅
游、生态旅游、亲子旅游等系列产品。

为了让游客体验到亲海耕海的
乐趣，10月1日至3日，陵水举办雅
居乐清水湾首届滨海文化季——赶

海节。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以新潮
的方式为传统民俗注入潮流、时尚、
音乐色彩，刷新游客对赶海的认知。

黎族苗族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旅游+文化”产品的有效助
力。国庆黄金周以来，槟榔谷景区主
推“超感竞技+非遗趣享”相结合的
深度体验项目，《槟榔·古韵》演出剧
场、沉浸式《热带风暴》体验馆、田野
卡丁车场场爆满，而手工黎锦织绣技
艺、黎族竹木器乐演奏、原始制陶等
传统非遗体验项目也深受游客喜爱。

乐东整合推出文化旅游路线，
将白沙河谷文化园、古村落丹村、新
民村龙窑、莺歌海盐场、十所村孟儒

定五进古宅等历史文化旅游点编成
一线，让游客能在自驾中感受琼南
文化的魅力。

在三亚，博后村、中廖村、西岛
渔村和大茅远洋生态村等乡村旅游
点，凭借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齐全
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少数民族特
色美食、风格迥异的民宿，不断吸引
游客慕名而来。

创意活动考验的是景区和旅游
点的创新能力，但游客能否玩得放
心舒心，则要看城市的整体旅游服
务水平和保障能力。针对国庆期间
三亚海棠区景区客流量大、客流高
峰相对集中的实际情况，海棠区从

10月1日至10月8日开通免费穿梭
巴士，更好地保障国庆期间市民游
客出行需求。

而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让游
客安全放心出行，三亚市旅文局还
安排人员在重要旅游景区现场驻
守，督促景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三亚、陵水、乐东和保亭
的相关职能部门每天都在海鲜店、
海鲜广场、水果店（摊位）及旅行社
等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明码标价和
使用政府公平秤，督促商家合法经
营、诚信经营、明码标价，杜绝欺客
宰客、缺斤短两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三亚10月4日电）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加强互联互通，做足旅游产品文章

创意活动多 服务保障足

全省进港108152人次
同比增长31.1%

全省接待游客87.23万人次
同比增长8.5%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
同比增长13.9%

一日游游客同比增长2.6%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同比下降12.9%
其中A级景区接待游客
同比下降12.3%

酒店平均客房
入住率79.42%
同比提高9.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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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0月4日，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游客体验雨林速滑项目。

通讯员 吴丽 摄

⬆10月4日，游客
在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体验帆船运动。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10月4日，东方市鱼鳞洲风景区，
游客在体验4000米高空跳伞项目。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数
据
整
理/

赵
优

制
图/

许
丽

A03

A02

万宁日月湾：

浪尖上起舞
纵享好时光

澄迈罗驿村：

古调弹新声
罗驿客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