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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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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金
昌波 彭青林）10月5日上午，省委
书记刘赐贵到省公安厅调研国庆
中秋假期社会治安情况，并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坚守工作岗位的全省
广大公安民警、警务辅助人员及家
属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底线思维，克服麻
痹大意思想，强化责任担当，周密
部署安排，继续做好假期后半段社

会治安各项工作，确保全省广大人
民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定祥和
的假期。

在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刘赐贵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各市县
值班公安民警进行亲切交流。他
说，今年国庆和中秋“双节”重叠，
进出岛人流、车流、物流比以往更
密，给全省治安工作带来挑战。
大家坚守岗位、战斗一线、维护秩
序，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为全省社会治安形势稳定付出辛

勤努力，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和
亲切慰问。

在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刘
赐贵详细了解假期以来进出岛人流、
物流、资金流和景区景点安全情况，
强调要从服务整个安全大局的高度
出发，进一步升级完善社管平台功
能，强化社区网格化管理，切实提升
我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刘赐贵重点听取了假期以
来我省道路交通安全情况。他强
调，道路交通安全事关海南社会安

全稳定、事关全省每一个家庭，抓与
不抓不一样，抓得实与不实也不一
样。要继续抓好交通安全事故防
范，毫不松劲地持续开展好整治酒
驾“百日行动”，坚决依法查处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要通过各种途
径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提升群
众安全意识，努力营造不能酒驾、不
敢酒驾、不愿酒驾的良好氛围，切实
从源头上做好预防。

在省反走私情报指挥中心，刘赐
贵现场查看了离岛免税防控专题应

用系统功能演示，听取我省打击套购
离岛免税商品非法牟利行为的情况
汇报。他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反走
私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落实好“管
得住”的政治责任。当前，要重点聚
焦离岛免税风险防范，加强分析研
判，制定更精准、更高明的打击措施，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起，对其
中的严重失信主体要实施联合惩戒，
确保对套购走私行为形成警示震慑，
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奠定良
好的基础。

刘赐贵到省公安厅调研国庆中秋假期社会治安工作时强调

毫不松懈做好社会治安各项工作
让全省群众和游客度过安定祥和的假期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鼓励
农民工到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务工的八
条措施》，旨在有效解决在建重点项目
用工供需不畅和农民增收乏力问题，努
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推进。

实施建设工程产业工人技能提升
计划。2020年至2022年，全省将培训
建设工程从业人员5万人次。鼓励相
关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经建设工程
产业工人技能提升计划相关企业集中

培训的农民工，在本企业稳定就业6个
月以上，平均月工资收入在3000元以上
并按规定参加社保的，按照当年最低缴
费基数下限给予用工建设工程企业6个
月一次性全额社会保险单位部分补贴。
鼓励市县深挖潜力吸纳农民工就业，给
予市县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招工补贴。

支持培育本省建设工程类劳务团
队。五年内计划重点培育100家本省
建设工程类劳务公司。支持建设工程
企业建职业院校。建设工程企业设立
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和举办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重点培养建设工程领域
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按规定给予
办学和相应资金支持。

鼓励企业以工代训吸纳重点群体
就业。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并以岗位实际操作方式培训上述
人员的，按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给
予企业以工代训补贴，最长不超过6
个月。鼓励以劳务输出方式带动农民
工外出务工。

我省出台八条措施

鼓励农民工到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务工

我省征集环岛旅游公路
形象标识设计方案
最高奖励10万元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言
锦）海南日报记者10月5日从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获悉，为深入贯彻生态路、景观路、旅游路、交通路和
幸福路“五路”理念，更好地宣传推介海南省环岛旅游
公路，提升最美丽公路、最现代化公路的独特魅力和丰
富内涵，海南交控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海南省环
岛旅游公路形象标识（Logo）设计方案，最高奖励10
万元。

据悉，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是海南自贸港、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世界首条环岛旅游公路。

此次征集内容为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形象标识
（Logo）设计方案，国内外专业设计公司、创作团队或
个人均可参与。征集时间自征集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24时止。

形象标识（Logo）要贯彻生态路、景观路、旅游路、
交通路和幸福路“五路”理念，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增进
民生福祉和全域旅游的要求，要有鲜明的创意和表现
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象征意义，充分展现海南省环
岛旅游公路风景特色。同时要设计新颖大方，易于传
播推广，注重原创品质，符合法律规定。

海南交控将向获奖方案应征者颁发证书和发放奖
金。其中，优胜奖1名，奖励人民币10万元；优秀奖2
名，各奖励人民币3万元；入围奖5名，各奖励人民币1
万元（奖金含税）。

海南将作为主宾省参与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邵长春 罗霞）海南日
报记者10月5日从省大数据管理局获悉，由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
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将于今年10月12日至1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
开。海南省今年被邀请作为主宾省，将在峰会上展示

“智慧海南岛，数字自贸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已于今年6月公

布。峰会期间，海南馆将通过系统演示、视频、图片、产
品互动等形式，展示海南自贸港政策、数字化建设成果
和重点园区投资机遇；从数字政务、数字生活、数字产
业三个方面，展示海南构建一体化大数据社会治理体
系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10月 13日，海南日活动将在展馆内举行。届
时，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将解读海南自贸港政策，海
口国家高新区、洋浦经济开发区、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口复兴城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等重点园区将进行
招商推介。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俊汝
郭冬艳）海南日报记者10月5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10月6日～14日，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将
先后出现两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将给假日旅游、交通安
全带来不利影响，并可能引起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偏东急流共同影
响，10月6日～14日，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将先后
出现两次持续性强降水天气过程。

今起海南岛东部和中部
将出现两次持续强降水天气

首次强降水过程将出现在6日～9日
预计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有中雨、局地大
到暴雨

6日8时～10日8时
琼海、万宁、琼中、陵水、五指山和

保亭等市县过程雨量为 150～250毫
米、局地350毫米

海口、澄迈、定安、文昌、屯昌和白
沙等市县 80～150 毫米，其余市县
40～80毫米

10日～11日降水明显减弱，全岛
有小到中雨

第二次强降水过程将出现在12日～14日
海南岛东部和中部地区将再次出

现与第一次过程同样强度的降水天气

本报海口10月5日讯（记者赵
优）10月5日，黄金周进入第五天，
我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持续推出，精彩纷呈的
文化活动接连上演，聚集人气、营造
氛围，打造出充满热带风情的海岛
度假方式。

连日来，我省机场、港口进岛旅
客增幅明显，仿佛“迟来的春运”，旅
游市场也迎来了强劲复苏，我省各
大湾区酒店入住率持续攀升。三
亚·亚特兰蒂斯推出包括水世界双
节狂欢及门票促销、餐饮促销、零售
满额赠、迷你营及康乐活动等丰富

产品和特色活动；美高梅度假酒店
推出为期9天的海盗王主题狂欢活
动，10多项娱乐活动从早到晚轮番
演绎；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
店则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
家长可与孩子一起享受烹饪的乐趣
……得益于产品设施的不断完善，
我省多个湾区的酒店“量价齐涨”，
许多高端房型提前“售罄”，亚洲湾
国际大酒店、三亚大白鲸海洋探索
世界等酒店均发出满房“战报”，越
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成为“酒窝”一
族，享受轻松悠闲的度假时光。

除了高品质酒店“一房难求”，

海南精彩纷呈的各类活动为广大市
民游客营造出浓郁的节日气氛，凝
聚人气，让人们感受到假日里的“人
从众”盛况。

10月 3日，《海南自贸港在等
你》摄影展、民俗八音表演、“听见骑
楼有个展”活动、“海口骑楼抖音食
光里”市集、“顺骑自然”街艺文化周
展演等一批文化活动在海口骑楼老
街上演，百年骑楼魅力四射，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今年以来
都没有这么热闹过，让人感觉仿佛
回到了过年。”骑楼老街还客1921
民宿店长卉子说。

在海口N次方公园外场，“岛民
的岛”国庆市集以海南生活为灵感，
联合岛内外百家品牌，融合海南美
食、方言、习俗、夜市等文化元素，
创新打造为期8天沉浸式的海岛场
景体验，为市民游客解锁国庆度假
潮流新玩法，感受地道又高品质的
海岛文化风情；在海口湾演艺中
心，丝路驼铃乐团带来非凡丝路音
乐会《启航》，一曲曲由古老乐器演
奏出来的天籁之音为观众带来耳
目一新的视听享受，展示出古老的
丝绸之路所连接着的不同文明；在
海 口 五 源 河 体 育 场 ，Forever

Young海口音乐节热力开启，薛之
谦、郝云、谢春花、非鱼乐队以及国
内顶级DJ齐聚海南，超强演出阵
容、惊艳震撼舞台为到场的观众留
下惊喜难忘的狂欢记忆；在三亚海
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夜幕之下霓虹
闪烁，欢乐剧场、黎族打柴舞、“红
旗飘飘”快闪以及夜光花车巡游等
在景区轮番上演，游客们在浓厚的
夜游氛围中感受不一样的假期度
假方式……

旅游市场生机勃勃，文化演艺
精彩纷呈，熟悉的“假日配方”给予
人们迟来的欢庆与团圆。

连日来，海南推出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和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节日气氛浓郁

边看边玩边享受，海岛度假走起！

海南旅游市场
人气旺旺旺

全省进港98261人次

同比增长22.9%
出港87964人次

同比增长8.0%

全省接待游客86.49万人次

同比增长15.5%
其中

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20.9%
一日游游客同比增长9.55%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0.03%
其中

A级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4.9%

酒店平均客房入住率79.82%
同比提高9.49个百分点

10月4日

本版制图/许丽

⬅10月 5日晚，
Forever Young 海
口音乐节在海口五源
河体育场热力上演。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10月2日，游客在万宁日月湾冲浪。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10月4日，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观赏2020海南自贸港旅游摄
影大赛作品展。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10月4日，位于
儋州市的海南热带植物
园，雨林穿越等“网红”
项目深受游客喜欢。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