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优

长达8天的国庆中秋假期开启以
来，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十一”黄
金周进入第四天，我省迎来旅游高峰，
精彩纷呈的旅游文化活动和产品让游
客们享受到“超长黄金周”的美好和快
乐。与此同时，我省景区、酒店也进一
步做好服务，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不
放松，营造文明旅游的良好氛围，以优
质贴心的服务提升游客满意度。

线上预约入园
分时有序游览

国庆中秋假期前夕，我省按照文
化和旅游部相关要求，统筹做好假期
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
作，并严格落实“预约、限量、错峰”要
求，优化设置游览线路，避免游客瞬时
聚集。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天
涯海角游览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南百花岭热带
文化旅游区等均迎来大量客流，人气
火爆。在景区门前和游客中心，游客
有序地测体温、扫健康码进入园区，秩
序井然。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狭
窄通道等容易出现人员拥堵位置，都
配备了管理人员和旅游志愿者，加强
市民游客秩序管理和引导。

面对假期出游热，我省各大旅游
景区深入推进实施预约制度，借助智
慧化手段不断提升景区的服务管理水
平，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在新投入使用的天涯海角游览区
游客中心，只要游客走过，智能化测温
系统便能检测出游客体温是否正常。

“我们提前在线上购票，选择入园时间
段，在这里只需扫购票二维码就能入
园，非常方便。”来自广西的游客曾先
生表示。该景区在游客中心、咨询服
务台、入园通道、游览车站、卫生间等
处配备了充足的洗手液、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让游客感受到满满安全感。

而对于不了解预约入园制度的游
客，我省各大景区均设置了引导人员，

协助游客线上购票、分时预约，并通过
智慧旅游系统实现自主检票进景区。

推进文明旅游
制止餐饮浪费

为进一步强化假日期间文明旅游
宣传引导，营造欢乐祥和、文明有序的
旅游市场环境，连日来，省旅游协会组
织志愿者队伍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天涯海角游览区、长影环球100奇幻
乐园、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地开展了文
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动员广
大市民群众和游客积极参与到文明旅
游的宣传和实践中来。

我省旅游从业者在自觉遵循行业
规范、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游客利益、
倡导广大游客文明出游的同时，也向
广大游客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营
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

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
区热带雨林餐厅，“文明用餐，不剩饭
菜，光盘行动”的宣传牌、宣传海报等
随处可见，提示游客文明用餐、节约粮

食。“用餐的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我们
每天推出精品菜谱，尽量满足客人需
求，避免因菜品味道不佳而造成浪
费。”该景区餐饮部负责人表示，餐厅
还根据每天入园游客的数量灵活调控
菜量，避免“菜多人少”而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

观澜湖度假酒店则让小份菜成新
“食”尚。“除了在点餐服务中提醒超量
外，我们还推出了有地方特色的小份
菜、组合菜，避免浪费食材，满足消费
者多样化、节约化用餐需求。”观澜湖
度假酒店运营总监（餐饮）郭锦伟说。

贴心优质服务
满足游客需求

“波隆，您好……”在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黎族老人用特色的
黎族方言问候语向游客热情打招呼，
让游客感受到景区员工的热情好客；
在景区的《槟榔·古韵》剧场，工作人员
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入场，耐心
地为游客指引座位，周到服务赢得不

少游客赞许。
面对企盼已久的国庆中秋“黄金

周”和旅游高峰，我省旅游景区大力提
升服务品质，以最好的服务形象迎接
游客的到来。

海南百花岭热带文化旅游区详细
制定了各部门职责和各岗位文明礼仪
规范，对个人和整体的文明形象、礼貌
礼仪、服务标准进行强化训练，把真诚
服务的理念传达到每一个工作细节
中；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还开
展了服务质量提升专项工作，从总经
理到一线员工均加入了服务礼仪大练
兵活动，通过培训树立起服务礼仪规
范，为游客创造宾至如归的游览体验。

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佩戴金
钥匙徽章的导游员常常得到游客的点
名夸奖。这个“黄金周”，该景区继续推
出“先游后付”服务，除了让游客享受到

“先出游、游览后满意再付费”的旅游新
体验外，所提供的专职导游、专用车场、
专用服务区、专用餐位、专用通道等服
务，也满足了众多游客高峰游览的需
求。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

10 月 2日，在海口N次方公园，海口市 120急救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在向市民科普急救知识。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十一”黄金周期间，武警海
南省总队三亚支队助力做好机
场等人流聚集地执勤安保和志
愿服务工作，确保市民游客欢度
佳节。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周奕 图/文

“十一”黄金周期间，海口市
秀英区志愿者来到景区制作、发
放国旗，增添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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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旅游企业积极做好服务迎客流高峰

防控不松劲 服务不“下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池塘水漫草生春，春水绿波绿色
新。羊角吹来风羽羽，鸭头带起浪鳞
鳞……”10月4日，国庆小长假迎来
难得的晴朗天气，数十名游客乘兴来
到澄迈县老城镇罗驿村，所见之景如
诗如画，古村迎来欢声笑语。

形成于南宋末期的罗驿村，拥有
800多年历史，是海南省历史文化古
村，也是有名的长寿村。这里有幽幽
石板路、斑驳古石居，明代的牌坊、清
代的宗祠……俯拾即是文物和古迹。
而这些文物古迹吸引来的一拨拨游
客，也让罗驿村实现了农旅融合发展，
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修缮古迹迎新生

“村里的李氏宗祠是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此外还有17处列为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罗驿村党支部副书记、村
委会副主任李运达说，古村落想发展
旅游，要平衡好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
系，为此，他们花了不少心思。

早在2013年，罗驿村就被澄迈纳
入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修复了古建筑
群，扩建了古驿道；2014年，该村被评
为第四届全国文明生态村，并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2016年，澄迈县火山岩
古村落群申遗工作全面启动，1000万
元资金投入到罗驿村120间火山岩老
屋的修复中，恢复了古村落原貌……

如今的罗驿村，村落格局完整、路
网清晰，空间布局特色鲜明。“所行之
处，总能遇到为之倾心的景色！”前来
游客纷纷赞叹。

除了修缮和保护古建筑，罗驿村
的整体风貌也有了明显提升。走在村
里，道路宽敞整洁，不见一片纸屑垃
圾，视线豁然开朗，绿意与草香扑面而
来。“细节之处，都靠村民。”李运达说，
自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村民们不
断提升文明意识，主动承担村庄清洁
卫生工作。

今年3月16日，中国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第二批211个村落单馆统一
上线，罗驿村也名列其中，成为海南首
个顺利完成数字化的中国传统村落。
通过数字化平台，观众身未动就可云
游村内，感受罗驿村古韵魅力，也进一
步扩大了罗驿村的旅游影响力。

多措创收奔小康

“罗驿村紧靠老城镇，距离海口也
不过半小时车程，村里的青壮年大多
外出务工了。”李运达坦言，以前村里
的产业一直不温不火，旅游发展起来
了，来往游客络绎不绝却大多走马观
花，旺了人气却没旺了经济。

为此，该村“两委”积极对接文化
旅游企业、鼓励村民开办民宿，同时深
度挖掘古村落资源，提升村民收入。
今年9月，罗驿村与一家农业企业达
成合作，在村里打造了菊花种植、加工
及销售产业链，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
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目前已经
种植秋菊30亩。

在罗驿村村口有一家古道茶馆，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游人可在此停
驻休息，喝茶、聊天。若是流连美景，

还可在茶馆对面的民宿小憩。民宿正
对湖泊，站在楼上向外远眺，大朵白云
层层叠叠，微风划过绿水，自然相映成
趣。而这些，都是村民李名鹄利用老
屋重新改造的。

往村子深处走，还有白莲和谐共
享农庄。“整个农庄占地约170亩，包含
湖泊、农田，游人可以体验垂钓之趣，
也可采摘圣女果、草莓、莲雾、芒果和
木瓜。”村民李永和笑着说。海南日报
记者注意到，游客来农庄往往不会“空
手而归”，都提着满满收获离开。而多
样化的游玩项目，既丰富了游客在古
村的旅游体验，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

此外，罗驿村还大力发展尖椒、冬
瓜、豆角等冬季瓜菜种植，积极打造

“罗驿古村”农业品牌，进一步提升村
民收入水平。

（本报金江10月4日电）

澄迈罗驿村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推进农旅融合，提高村民收入

古调弹新声 罗驿客不绝

省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
可研报告获批
拟新增500张床位

本报海口10月4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日
报记者10月4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异地新建项目（暨海南省妇产科医院新
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得省发展改革委
批复，建成后将新增床位500张。

为改善医院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医院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保健和管理高水平协同发展，全面
提升医院妇幼保健医疗保障水平及综合竞争力，
优化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满足妇女儿童构建“一中
心三院”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
医疗服务水平，今年9月，省发展改革委批复了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项目（暨海南省妇产科
医院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
区B3102、B3103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9.92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7.6652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为2.259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医疗保健综合楼、科教综合楼、设备用房以及地下
车库（含人防工程）等，包含500个床位。项目还
将同步实施室外道路广场、总体管网、照明、绿化、
围墙等配套工程。

奋斗自贸港

本报抱由10月4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妍馨）10月4日上午，
在乐东龙腾湾11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
程施工现场，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建设分公司项目经理邢益俊一早来到
这里，就根据倒排工期计划表认真跟
踪施工进度。

不远处，30多名建设者正在紧张
作业，确保该项目本月底前竣工投

产。“在工程收尾阶段，更要把好质量
关，给运行单位移交一个无缺陷的优
质工程。”邢益俊说，现在该项目已经
进入调试消缺阶段，“我们再拼15天，
项目就基本具备投产条件了。”

为确保项目按期投产，邢益俊从
今年8月起就驻守在建设一线，每天
泡在工地，了解项目进度，合理安排作
业顺序，认真梳理现场存在的问题，协
调各方加快推进项目进度。

据介绍，乐东龙腾湾110千伏输
变电新建工程总投资超7000万元，是

今年乐东黎族自治县电网建设的重头
戏，更是2020年对海南安全可靠供电
影响较大的23个基建项目之一，投产
后将进一步优化乐东电网网架结构，
满足龙腾湾片区电力负荷增长需要，
缓解金鸡岭片区和利国片区供电压
力，及时化解电网风险。

同时，邢益俊还在琼中、东方、三
亚等市县负责8个电网主网建设项
目。其中两个项目计划10月底前投
产。作为项目经理，他每天的工作强
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这个假期，邢益俊仍要在4个市县
的施工现场“连轴转”，经常是“晴天一
身汗，雨天一身泥”，即便是中秋佳节也
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直到忙完才抽空
和4岁儿子视频，向家人报个平安。

“项目建设进入了冲刺阶段，不盯
紧我不放心。”邢益俊说，待项目顺利
投产，他想抽出一天时间回海口带儿
子到周边景区逛逛，再陪爱人做顿饭。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的国庆、中
秋全国人民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团
聚。然而“双节”期间，海南电网公司

仍有30多个项目在加强现场作业风
险管控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组织人员
加紧建设。有近千名建设者放弃休
息，为祖国母亲献礼，为自贸港建设
挥洒汗水。

据悉，自海南电网公司建设分公
司采取超常规举措以来，在建项目全
面提速。文昌气电π接22千伏玉洲
至江东线路新建工程等一批项目陆续
投产，特别是进入第四季度后，迎来了
投产高峰期，预计每月将有10余个项
目竣工投产。

海南电网超常规推进项目建设，多个主网项目月底投产

电网建设者 奋战在一线

八所海关打出“稳经济促增长”组合拳

“秒通关”跑出
外贸“加速度”

本报讯（见习记者肖开刚 刘婧姝 通讯员夏
玉洁）“采用海关创新的‘两步申报’方式通关，我们
电厂9月底进口的一票大宗煤炭实现了‘秒通
关’”。日前，华能东方电厂燃料部主任周继超兴奋
地发现，随着通关便利度不断提高，大大缩短了船
舶在港作业时间，让该公司今年以来的船舶滞期费，
从去年同期的近1000万元降低至不到100万元。

据了解，为支持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
产经营和进出口困难，八所海关打出“稳外贸 促
增长”组合拳，落实了优化“两步申报”通关改革、
推进口岸通关无纸化、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试点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及出口货物“抵港
直装”、加大先进设施设备应用力度等一系列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的新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与华能东方电厂一样受益于八所口岸营商环
境优化的企业还很多。不少企业向海南日报记者表
示，复工复产期间，企业急需进口的一些关键零部件
和原料，八所海关采取“一站式”和“随到随检”通关
模式，有时海关工作人员甚至忙到凌晨，有的还连夜
赶往海口送检样品，真正做到了急企业之所急。

各方同向发力，也推动外贸发展跑出了“加速
度”：今年前8月，八所海关共签发检验检疫货物
157票，同比（下同）增长9.5倍；受理进出口报关
单93票，增加50%；监管进出口货物312万吨，增
加21%，货值35亿元，增长1.1倍。

“各个申报环节都做到了无纸化申报，缩短了
通关时间，实现货物快速通关放行，减少了时间成
本，让企业的发展信心更足了。”八所中远海运船
务代理有限公司报关员赵永弟说。

八所海关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继续
找准暖企、惠企、稳企的发力点，持续打造口岸一
流营商环境，以优服务促增长，助力外贸企业抢抓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展机遇，实现更快更好的
高质量发展。

海口垃圾分类游戏“椰城危圾”上线

趣味科普助力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洁面仪、面膜、农药、鱼

骨、苹果核……这些生活中的常见物品都属于什
么种类的垃圾，你能很快分辨吗？近日，海口垃圾
分类趣味游戏“椰城危圾”正式上线，市民可以在
游戏中轻松学习掌握垃圾分类知识，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垃圾分类意识。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是一款由该局和海南旅文吉祥物“波波椰”联
合打造的垃圾分类手机趣味小游戏。游戏充分还原
了生活垃圾分类场景，市民要在45秒内把垃圾拖入
对应的垃圾桶内，选对一次加4分，丢错一次减1
分。游戏完成后，还可以查看自己的分数和排名。

该负责人表示，通过垃圾分类趣味游戏，让市
民在玩乐中学会垃圾分类知识，能够达到很好的
垃圾分类教育宣传效果，有助于扩大垃圾分类知
识普及覆盖面，将垃圾分类理念贯穿日常生活。

琼海推进快递绿色包装应用
下月起所有快件只提供环保包装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李丽莎）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琼海市相关部门获悉，10月1日
起，为加快推进快递绿色包装应用，琼海市内互寄
的1公斤至3公斤内的快件不再提供一次性包装
材料，统一使用可折叠可循环包装箱包装。而11
月1日起，该市对所有快件只提供符合环保要求
的各类快递包装材料。

海南日报记者在顺丰速运、德邦快递等营业
点看到，快递员正在紧张地分拣、打包、搬运快递
物件，所用包装材料均实现迭代升级：手写多页面
单变为单页电子运单、55毫米胶带被替换为45
毫米以下的“瘦身胶带”、同城快件不再进行二次
包装……

据悉，今年以来，琼海市邮政快递业企业认真
落实省邮政管理局和《琼海市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2020年工作要点》中涉及推进快递绿
色包装工作的各项指标。下一步，琼海相关部门
还将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认真做好快递绿
色包装推广应用工作。

志愿服务不“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