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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A02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罗
霞）“白天跟家人一起玩海赏景，晚上
到夜市品美食、逛免税店、看演出，在
海南度过了一个特别开心的假期。”
10月7日，内蒙古游客王玲对此次海
南之行赞不绝口。

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推出系列
促消费活动，保障节日市场供应，活
跃消费市场，促进夜间消费。丰富多
彩的主题活动、形式多样的优惠促
销，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批商场、超
市、旅游景点、特色美食街等客流量
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活跃。

为保障市场供应，丰富国庆中秋
节日市场，我省商品供应备货值达
82.64亿元，同比增长15.45%，共有
17 大类 6万余件商品投放节日市
场。从近几日市场运行情况看，我省
节日市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主要
生活必需品价格运行平稳。离岛免
税购物大幅增长，多家重点零售企业
销售额同比实现明显增长。

我省各地纷纷结合当地文化风
俗、消费特点、产业特色，组织开展特
色鲜明、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结合的
促消费活动。海口市打造特色餐饮

美食品牌，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开展
嘉年华和琼岛夜宴等活动；以会展服
务作为拉动消费新引擎，举办2020
海口消费品展览会、2020第12届海
口汽车展销会等会展活动；积极利用
好离岛免税新政，开展“中国中免海
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等主题活动，
激发消费者购买潜力；Forever
Young 海口音乐节在海口闪亮登
场，为到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三亚
市积极促进免税购物消费，丰富游客
购物消费体验；举办消费促进月活
动、家电购物节，推出2020浪漫三亚

季婚庆篇、阖家团圆篇等活动。儋州
市组织策划了一系列节庆活动，如

“三大路线畅快游”和“六大夜市随意
逛”等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客节假
日生活。

糟粕醋、炸炸、清补凉、热干面
……夜幕降临，海口的夜市汇聚了全
国各地及海南本地的特色美食，让市
民游客“一站式”尝尽美味。海口日
月广场等商家为顾客送上别开生面
的“国潮文化节”等活动，“啤酒之夜”

“K歌之王”等受到市民游客喜爱。
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结合自身“逛吃

潮玩夜游胜地”的品牌特色，发起“国
庆约惠不眠夜”主题活动，以“摩天轮
国庆主题灯光应援秀”“海豚宝宝告
白祖国”以及国庆节日限定演艺活动
等全新夜游玩法，为游客呈上丰盛的
夜间文旅体验大餐。万宁首创奥特
莱斯、广佰汇、华亚欢乐城等商超开
展了一系列让利促消费活动，同时纷
纷延长营业时间，开展幸运抽奖，迎
来大批市民游客。儋州那恁夜市等
的美食摊位前挤满人，文艺展演、路
演让游客们轻松享受到一边品美食、
一边赏表演的快乐。

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大力做好促消费文章，重点激发夜间消费潜力

活动缤纷 游客爱上“夜海南”

■ 见习记者 邱江华
本报记者 张期望

10月6日晚7时，天色还未暗，
海口海垦花园夜市内摊位前已人头
攒动，市民游客从四面汇聚而来将小
摊推车包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美食
新鲜出炉，而后散至夜市内餐桌，开
始大快朵颐。

近年来，海口许多夜市名气渐
大，逐渐发展为“网红夜市”或“旅游
必打卡夜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海南日报记者
走访了海口多家知名夜市，所见即
是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叫卖声、吆

喝声不绝于耳，感受到了浓浓的城
市烟火气。

“老板，来一份小龙虾、两份生
蚝，再加一扎啤酒。”“好嘞，马上就
来！”……海垦花园夜市烧烤摊主李
根民从下午5时就开始忙碌，只见
他熟练地将新鲜的生蚝放到烧烤架
上，撒上调好的蒜汁和葱花，转而又
将配好的佐料与小龙虾倒入炒锅中
爆炒，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美
食就上桌了。鲜香麻辣，食客吃得
热汗淋漓，只道一声“爽”。“夜越深，
我们生意越好，特别是最近假日期
间，我们每晚要忙碌到凌晨。”李根
民笑呵呵地说。

“水果搭配辣椒粉，吃起来味
道真奇妙。”在另一旁的“网红泡
菜”摊位上，来自北京的游客陈晓
芸第一次尝试芒果、哈密瓜蘸辣椒
粉，她感叹：“一开始不太敢尝试，
怕是‘黑暗料理’，后来尝了一下，
酸、辣、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内碰
撞，刺激味蕾，让人胃口大开。别
具海南风味，十分惊艳！”说完，陈
晓芸又加称了一些，她说要带回去
给同行的伙伴尝尝。

有散客，亦有相伴而来的朋友。
在海垦花园夜市一家烤肉店里，市民
陈瑞约了五位朋友前来，他说：“这些
朋友都是在外地上大学时的好友，这

次假期来海南玩，我特地带他们来海
口网红夜市打卡。夜市里面吃的种
类丰富，味道正宗，可以同时品尝多
种美食。”记者看到，他们的餐桌上，
不仅有烤肉，还摆着打包回来的清补
凉、臭豆腐和陵水酸粉。

距离海垦花园夜市十多公里外的
海大南门夜市同样是此盛
况。各种美食小摊推车呈
一字排开，摊主们认真经
营，为前来的游客做
好每一道美食。烹
饪的火苗被点燃、蒸
腾的热气散开来、诱
人的香味飘远方

……人间烟火气，在街巷夜市中升腾。
已是凌晨1点，在海大南门夜

市，记者看到仍有不少食客前来，相
约三五好友，点上啤酒和烧烤，喝酒
吃肉，谈笑风生，快意畅聊。游客吴
峰是湖南人，他说此次假期来海南游
玩必打卡海大南门夜市，因为他曾在

海南大学读书，那时海大南门
夜市就是他们的“深夜食堂”，
不管是单独觅食还是与朋友
聚餐，都会选择这里，“夜市的
烟火味，是地道的海南风味，
是记忆深处的味道。”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假日期间海口夜间消费红火

夜市繁荣 椰城展现“夜活力”

10月7日晚，海口市龙华区海口湾外滩夜市，市民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拍照留念，街头艺人前来进行音乐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黄金周前7日

儋州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三成

本报那大10月7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国庆黄金周，儋州市乡村游、团体游、家庭游
汇聚客流。海南日报记者从该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截至10月7日，国庆中秋假期儋州共接待游
客25.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68%；其
中接待一日游客人12.45万人次，增长17.81%；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66万人次，增长10.04%；
旅游总收入12744.99万元，增长30.03%。

本次黄金周，儋州市策划了“古郡魅力惹人
醉”“情满中秋过佳节”“礼赞国庆齐打卡”3条精
品旅游线路，串联全市景区、乡村旅游点、文保单
位、夜市等。“两院”植物园、东坡书院等推出研学
游、祈福游、文化游等产品，吸引以师生、同学、
家庭、旧友等名义组团的游客。

生态茶园成白沙旅游热点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这趟白沙茶园之旅，既品尝到了不少好茶，也
学习到黎族茶文化的知识，有收获！”10月6日，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来自海口的自驾游客王刚
一家人和朋友逛完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后说。

占地上百公顷的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集生态
茶叶生产、茶园观光休闲与黎族文化体验于一体，
颇受游客青睐。“国庆假期以来，几乎每天都有旅行
社带团过来这里游玩，人气很足。”白沙旅文局工作
人员孙秀霞介绍，假日期间，茶园还设置了长桌宴
及篝火晚会招待远道而来的宾客，原本静谧的茶园
可谓人气十足。

占地约300亩的白沙五里路有机茶园，也成
为不少自驾游客的青睐之地。茶园负责人符小芳
介绍，得益于毗邻热带雨林与陨石坑气候的常年
滋养，即便现已是中秋时节，成片的茶树依旧吐露
新芽，茶农采摘不歇。该茶园精心向游客们展示
着煨烤、杀青、碾压等一整套黎族手工制茶工艺，
并邀约游客一起制作体验。在这里，游客们不仅
能喝到清香的绿茶，还能品尝到浓郁的红茶，更有
机会领略到黎族茶农潜心制作的大白茶。

（本报牙叉10月7日电）

◀上接A01版
距离潭门港数百米的石碗村海边，无所归止

民宿远近闻名。民宿老板符名林可称得上潭门镇
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近年来，当地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潭门镇进
行改造，推动这个传统渔业小镇向南海风情小镇
发展。随后，符名林和许多渔民一起开始加入了
转型发展的行列。2017年，符名林和朋友一起租
下了石碗村的一栋两层小楼，改造成为具有渔家
风情的民宿。旧珊瑚石的墙面、老船木桌椅、随时
可以撒网捕鱼……独特的文化体验引来了不少游
客。符名林说，虽然没有大景区可依靠，但潭门本
身的文化旅游资源成为民宿最大的后盾。

由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一座老宅改造而成的
鹿饮溪民宿，在保留琼北民居特色的同时又拥有现
代元素，并于2019年1月登上了时尚家居杂志，一句

“天地间的一切美景都被鹿饮溪吸收过来成为自己美
景的一部分”，就是对这个用时髦重新焕发第二春的
老宅最美的评价。鹿饮溪也因此收获一众“粉丝”。

“除了在村口卖椰子、村里开农家乐，海南的
乡村还有更多的可能。而民宿就是撬动游客在乡
村留下来的切入点，让游客认识全新的海南，也让
乡村拥有更多业态。”目前，鹿饮溪主人黄继军正
在打造他的下一个“作品”。

产业带动鼓了村民腰包
在海口市美兰区山尾头村，既可以体验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的诗意，也可以感受琼北渔家生活。慕
名而来的游客除了享受渔家乐的美味大餐，也愿意
在这里停留，住进连理枝民宿。近年来，连理枝民
宿规模不断扩大，现如今已经拥有27间客房，黄金
周期间入住率达90%。让游客留下来，成为乡村
旅游和乡村度假拉动更多旅游消费的关键。

“我们打造出‘吃在渔家，住在渔村，体验渔乐’的
乡村旅游体验，村民也愿意一起干。”连理枝渔家乐和
民宿负责人黄阳介绍，全村已有近20户村民加入合
作社“抱团”创业，也带动了30多位村民就业，让村民
腰包鼓了起来。对于村民来说，出租闲置房屋可收
取租金，以闲置房屋入股也可获得可观的分红。

在三亚西岛渔村，村里200间闲置房屋被天涯
区政府租下，逐渐被改造成发展民宿、文创、餐饮、
特产集市等产业的基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
吃起“旅游饭”。曾经靠打渔为生的村民王身取就
是其中之一。“政府租我的房子15年，房租、分红吃
得久咧！”风吹日晒打渔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式。

在文昌市海边村，海暇等多家民宿的发展也
让村民看到了赚钱的门路，开起主打文昌鸡的农
家乐，接待一拨又一拨岛内外客人。

与此同时，多渠道的营销也让海南民宿人气攀
升。在海南旅游快速复苏的5月，由在线旅游平台
飞猪联合小猪短租、省旅文厅、省住建厅共同启动

“乘风破浪de民宿们”海南省特色民宿专场直播推
介活动，海南特色民宿集体亮相淘宝直播间，为全
国用户实力带货。飞猪数据显示，直播2小时内交
易量突破200万元，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50万，
互动量超180万次。

“乡村民宿特别是高品质民宿可以起到引流
作用，带动餐饮、娱乐、购物、农业、文创等相关行
业发展，提供更多直接就业岗位和间接就业岗位，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海南省旅游
民宿协会会长、小猪短租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
官王连涛表示。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在民宿“乡遇”不一样的海南

接待过夜游客同
比增长 30.6%，一日游
游客同比增长8.6%

全省进港 93091
人次，同比增长 7.7%，
出港 115160 人次，同
比增长 17.9%

全省接
待游客 66.16
万人次，同比
增长20.4%

旅游景区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 9.9%，其
中A级景区接待游客
同比增长 10.4%

其 中

酒店平均客房入
住率64.18%，同比提高
14.33个百分点

海南旅游
持续兴旺

10月6日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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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乐蒙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以五色糯米饭工艺为基础，面粉
中加入三角枫、红蓝草、紫蓝草、黄姜等
新鲜植物汁液，黑、红、紫、黄、白五色鲜
明，辅以斑兰莲蓉、咸蛋黄等馅料……
近日，在琼海石壁镇爱心消费扶贫集
市现场，一款独具苗家风情的五色酥
皮月饼让过往市民游客眼前一亮。

“鲜香美味，口感丰富，太好吃
了！以前只听说过苗家五色粽，没想
到还有五色月饼！”正在琼海游玩的湖
南游客陈嬅购买品尝五色月饼后，兴
奋地推荐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大家吃
完也都赞不绝口。

“双节”期间，琼海旅游市场持续
火热，田园人文风光让游客流连忘返
的同时，当地相关部门抓住旅游旺季

契机，结合“旅游+消费+扶贫”新模
式，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

“琼海有多个苗族村落，这款五色
月饼就是立足本地特色苗家文化、今
年首次推出的新品之一。”石壁镇苗妹
子五色粽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艳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新品推出后广受好评，
月饼订单量大增，也带动当地不少农
户前往合作社就业务工。

“我在合作社做月饼包装，按件计
酬，每天可以挣150元，工钱当天结算；
合作社效益好的话，年底还会有分红，

去年拿到近2000元。”谈到自己的这份
“兼职”工作，家住水口仔村的脱贫户胡
金燕脸上洋溢着喜悦，今年仅通过在合
作社包粽子包月饼，她就赚到近万元收
入，再加上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村里
开小卖部的营业收入，全家年收入预计
可以达到5万多元，比去年高出不少。

“9月以来，我们对五色月饼进行了
持续推介，同时结合本地特色农产品和
其他美食，组织了一系列爱心消费扶贫
活动，有效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客参
与。”石壁镇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符传燕

介绍，“双节”前后，当地两家带贫合作社
销售五色月饼2.4万多个、传统月饼近
6000盒，带来经济效益逾百万元。

扶贫农特产品不仅在爱心消费扶贫
活动上卖得好，在一些热门旅游点，也受
到广大市民游客青睐。10月7日，在位
于海南“五椰级”乡村旅游点北仍村的农
产品体验店内，记者看到，来自琼海各个
乡镇专业合作社的农特产品种类繁多：
预包装类土特产、有机瓜果蔬菜、生态养
殖禽肉……游客络绎不绝，纷纷驻足选
购。“白玉茄子、红山葵，销量都很可观。”

北仍村农产品体验店负责人甘雪灵说，
10月1日-7日，得益于琼海乡村游火爆，
店内营业额已突破10万元。

琼海市旅文局局长符策冠表示，
今年以来，当地通过潭门赶海节、长
坡渔民文化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品
牌民俗节日，开展了大量旅游扶贫展
销活动，拉动旅游消费，带动农民增
收。“下一步，琼海将继续利用本地特
色资源打造更多旅游扶贫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符策
冠说。 （本报嘉积10月7日电）

“双节”期间，琼海“旅游+消费+扶贫”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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