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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李军到定安暗访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定城10月7日电（记者金昌波）10月7日，省
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深入
定安县暗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在定城镇美大村、秀龙坑村，李军仔细查阅脱贫攻
坚入户核查表、贫困户信息对照采集表、家庭收入确
认表，向村干部询问了解节假日期间工作开展特别
是脱贫攻坚大比武准备、推进“厕所革命”等工作情
况。随后，李军来到陈明海、陈明坤、王学光等脱贫
户家中走访，对照扶贫手册和App逐项核对，详细了
解近期帮扶责任人履职、家庭收入及享受教育补贴、就
业务工补贴、危房改造、产业扶贫等帮扶政策情况。

在调研中，李军与定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及镇
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长、帮扶责
任人等深入交流，对大家在假日期间坚守岗位、奋
战一线表示亲切慰问，对全县通过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并采取乡镇交叉检查，为大比武进行预热等做
法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我省脱贫攻坚到
了最后冲刺关头，各级帮扶干部要以开展脱贫攻坚
大比武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工作精准度，通过加强
入户核对核查、与贫困户一起开好“两个会”，对数
据信息逐项过筛子，确保线上线下一致，客观准确
地反映工作情况。要着眼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科学评估帮扶措施成效，探索加强扶贫资产管理使
用的具体办法，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贫
困户可持续稳定增收，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帮扶干部的关心
关爱，切实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激励他们
担当作为，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脱贫攻坚“收官
战”，奋力实现“三连胜”。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张恒）免税购物游逐渐成
海南自贸港建设一大亮点。特别是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长假期间，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热”不可挡，平均每天
吸金过亿，并吸引不少境外消费回
流。在海南这个全国最热门的旅游
目的地之一“买买买”已然成为游客
的乐趣所在，“度假+购物”成为游海
南的新风尚。

“双节”期间，无论是三亚国际免
税城，还是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抑或
是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等，游客在众

多奢侈品牌门店前排起了长队，付款
区同样也排起了长龙。化妆品、香水、
首饰、手表等免税商品成为抢手货。
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从海口海关获
悉，10月1日至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3亿元、旅客
8.2万人次、件数54万件，同比分别增
长136.9%、34.8%、86.2%。

目前，海南在海口、三亚和琼海
博鳌共布局4家离岛免税店，其中位
于三亚海棠湾的三亚国际免税城是
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内免税店，总建筑
面积约12万平方米。此外，总投资

达128.6亿元的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
正在西海岸抓紧建设。

“打好‘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这张王牌，是高质量
发展要求在海南的具体体现。”省社
科院签约专家夏锋认为，国内循环是
国际循环的根本，消费是连接国际市
场和国内市场的重要一环。海南凭
借免税购物新政、优良生态环境和疫
情有效防控等叠加优势，有条件打造
成为我国居民旅游及相关服务型消
费释放的重要承接地，由此深度融入
国内大循环。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热”不可挡

“双节”期间日均揽金过亿

■ 见习记者 高懿 本报记者 梁君穷

10月7日，行走在三亚博后村
的村道上，只见小桥流水、亭台廊
榭、红花绿树，与栋栋典雅精致的民
宿交相辉映，放眼望去，美丽乡村掩
映在绿水青山之中。

“我选择了错峰出行，昨天才来
到三亚。博后村是第一站，就是想
来感受下海南民宿不一样的魅力。”
当天下午，入住三亚博后村宿约
107民宿的叶女士说。

宿约107民宿在村庄深处，四
周绿树鲜花掩映，门外不大的停车场
停满了车辆，不少是外地牌照。“主要

是外地游客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早早
在网上进行预订，现场几乎订不到
房。”宿约107民宿负责人曹培介绍，
目前共有客房36间，国庆黄金周期
间入住率为100%。

“我选择入住宿约107民宿，也
是看中了这里的摄影约拍服务。”叶
女士表示。

白色梯阶泳池、茅草屋房型，加
上极简白、大气灰和少女粉等气质
各异的客房，让这间藏在乡村中的
民宿从开业始就自带“网红”气质，
近年来吸引了不少网友慕名而来拍
照打卡。“国庆黄金周期间，每天大
概有20单摄影约拍订单，客人们喜

欢这里的风景。”曹培说。
宿约107民宿的火爆在博后村

并非个例。2017年起，博后村凭借
毗邻亚龙湾景区的区位优势，借助
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大力发展民
宿产业。如今，各家民宿风格迥异，
有现代主题风、北欧简约风、黎族
风、海洋风、中国古风等。特色鲜明
的民宿产业让博后村成为国内小有
名气的网红民宿村。

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博后村海
纳捷、翠隐居、望山悦美宿等多家民
宿，民宿负责人均表示国庆黄金周
期间都是满房或接近满房的状态。

“黄金周期间我们的房价较平

时有一定的上浮，每间每晚的价格
在600元左右，但客人还是很多，供
不应求。”望山悦美宿的工作人员
说，“我们这里离亚龙湾的景点都比
较近，我们也会为客人进行推荐，让
他们玩得高兴。”

博后村毗邻亚龙湾国际玫瑰
谷，游客可徜徉在玫瑰花海里，惊叹
盐碱地里开出玫瑰花的娇艳；而传
统的黎族文化对外地游客来说也是
全新的体验；经过打磨设计后的传
统手工艺品则成为博后村的“伴手
礼”，让游客可以为家人朋友带回来
自三亚的礼物。

海南日报记者还注意到，相较

一年前这里又发生了不少变化，除
新开了不少精美的民宿外，相关的
生活配套设施更为完善：有了可供
游客租赁的电动车，村中随处可见
大大小小的便利店，村道中安装了
一键求助设施……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10月1日
至6日博后村共接待游客1.96万余
人，累计旅游收入1570.7万元。近
50 家民宿的平均入住率达到了
92.5%，其中10月2日至5日入住率
超99%。而入住民宿的客人省份前
6名分别为四川、广东、湖南、山东、
浙江、海南，省外游客占91.6%。

（本报三亚10月7日电）

国庆假期返程高峰到来

我省铁路轮渡运力充足
运输秩序总体平稳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幼
杰）海南日报记者10月7日从海南铁路轮渡获悉，中
秋国庆假期第7天，进出岛的旅客、车辆开始增多，但
南、北港口和船舶准备充足，组织有力，船舶航行安全
畅通，运输秩序总体平稳。

截至10月6日，港口假期期间已安全发送旅客
4.9万人次，汽车1.52万辆次，未出现旅客车辆滞留现
象。

为了缩短旅客车主排队过海时间，铁路轮渡根据
现场车流情况，合理安排运能运力，及时调整航班，加
开汽车航班，现每天最大开行32个航班，日均可运送
小汽车7500辆次、旅客2.94万人次，做到过海旅客和
汽车随到随走，让广大旅客按时返程。

据介绍，铁路轮渡从司机旅客开始进港登船到下
船离港全过程仅两小时左右，现有船舶均为万吨巨轮，
船舶设备先进，海上航行平稳、安全，可在8级风情况
下正常生产作业，而且船舶运行纳入铁路统一调度网
络，做到准时发班，遇上有火车过海航班还可以观看到
火车上下船作业的景观。

铁路港口提示：铁路轮渡按照“企业减免、政府补
贴”的原则，中秋国庆假期面向非琼籍、非营运七座及
以下小客车实施免费不免票过海政策。享受政策的旅
客可直接前往海南铁路南港或北港现场取票过海。同
时，也可关注“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或拨打咨询电话
了解更多过海信息。咨询电话，南港：0898—
31686888；北港：0759—6530999。

黄金周前6日三亚博后村民宿平均入住率超过92%

“网红”民宿成为假期“限量款”

“网红”民宿“一房难求”

“去海南玩什么？如果你只知
道海边踏浪，那你真的OUT（落伍）
了！”黄金周期间，来自成都的游客
周青云和闺蜜一起来到三亚吉阳区
博后村的宿约107民宿。透蓝的大
泳池、清新自然的稻草屋顶和蒂芙
尼蓝色调的室内装饰……充满浓浓
度假风的场景让周青云晒出的图片
获得大量点赞。

在返璞归真的风潮下，一直引
领中国滨海度假的海南，极富热带
海岛特色的乡村度假悄然兴起，越
来越多的游客开始享受海南乡村
旅游与度假的悠闲自在，我省众多
民宿也赢得了岛内外客人的青睐。

对于许多游客来说，入住民宿
就是为了体验海南独特风情以及生
活方式。在三亚西岛渔村，游客可

以到西岛码头听着海浪声看日出日
落，或是静静地坐在“海上书屋”，风
吹哪页读哪页。在三亚海棠湾后海
村，人们可以在冲浪教练的带领下
去海面上驰骋一番，或是与渔村中
的孩子一同追逐夕阳。

人气火爆的不止三亚。在一
些乡村旅游点，特色民宿已经成
为核心吸引物，让更多的游客停
下脚步，用更多的时间去感受、去
体验。

在琼海市潭门镇石碗村，无所
归止民宿进入黄金周以来房间全
满；在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山尾头
村，拥有27间房的连理枝民宿入
住率达 90%；在陵水黎族自治县
英州镇赤岭村，疍家故事民宿从9
月 30日起就处于全满状态，订房
需提前半个月；在文昌市龙楼镇海
边村，黄金周7天，海暇民宿入住

率100%……
“我们很早就定好房间了。”在

海暇民宿，来自湖南的游客刘安雄
正和家人一起享用自己烹饪的海鲜
大餐，“在清澜环球码头买最新鲜的
海鲜，在民宿的共享厨房里做出自
己最爱的香辣口味，非常爽！”

美丽乡村托起民宿发展

在民宿主人们看来，乡村民宿
的蓬勃兴起和备受青睐，得益于我
省百镇千村建设和全域旅游的不断
推进。

早在2016年，当年的省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实施“美丽海南百千工
程”，重点打造100个特色产业小
镇，建设1000个宜业、宜居、宜游的
美丽乡村。经过多年来坚定不移地
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措施、统筹

协调推进，我省特色产业小镇和美
丽乡村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得益于百镇千村建设，海南全
域旅游的内容大大丰富，涌现出
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琼海北仍村依托乡村的原生
态美景打造成了国际会客厅，海
口施茶村的火山石斛吸引着游客
去体验万年火山的神奇；三亚中
廖村、抱龙村以“好山、好水、好风
光、好民风”闻名遐迩，引来众多
游客探寻美丽乡村之美……海南
一个又一个乡村经历美丽蝶变，走
入大众视野，成为吸引游客观光休
闲的好去处。

人气旺了，村镇活了。在乡村
旅游兴起与游客需求升级的背景
下，形态各异的民宿在乡村逐渐崭
露头角。 下转A02版▶

国庆黄金周我省精品民宿“一房难求”，美丽乡村建设催生好风景、好钱景——

在民宿“乡遇”不一样的海南

⬅ 10 月 7
日，海口演丰镇
连理枝民宿前，
工作人员正和游
客互动。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10月7日，在三亚博后村久悦生活美宿，摄影师在为
游客拍亲子纪念照。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三亚博后村风景秀丽，民宿群依山傍水而建。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 本报记者 赵优

田园村落、渔家
风情、耕读生活……受
疫情影响，人们的出游
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对
安全性、健康性、私密
性的注重使得越来越
多人走进乡村田园，深
度体验乡村生活。

“十一”黄金周期
间，我省不少乡村民宿
迎来了客流高峰，“满
房”成为常态。而近年
来，在美丽乡村建设和
全域旅游的推动下，我
省乡村民宿发展呈现
出雨后春笋般的发展
态势。乡村民宿在推
进旅游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同时，也成
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

10月7日，游客在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吾乡·乡隐民
宿游玩、拍照。 通讯员 李鹏 摄

城镇化率44.38%：

我国提前完成
1亿人口落户目标

两名女科学家分享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