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8日，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品牌店前，游客排起长队等待
进店选购免税品。

10月8日，国庆黄金周接近尾声，众多游客返程前前往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三亚免税城推出了多种优惠福利活动，游客买买买
热情持续高涨。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10月8日，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免税品。

游客买买买 热情涨涨涨
（相关报道见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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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况
昌勋）10月8日下午，省政府与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口举行
工作座谈。省长沈晓明，中金公司首
席执行官黄朝晖、顾问朱云来出席。

沈晓明简要介绍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情况。他说，海南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
动自贸港建设，在干部群众精神面貌
和岛内外信心、政策落地、市场主体
落户、海南自贸港法立法等方面展现
出积极变化。希望中金公司深度参

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为海南提供参
谋、顾问和咨询服务，支持海南研究
创新投融资模式、防范化解风险、设
立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推动财富管
理、加强自贸港政策落实相关问题等
事项。

中金公司是中国首家中外合资
投资银行，建立了以研究为基础，投
资银行、股票业务、固定收益、财富
管理和投资管理全方位发展的业务
结构。黄朝晖、朱云来介绍了中金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表示将积极参

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在提供咨询服
务、推动园区投融资、协助向全球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开展财富管理和
资产管理业务等方面加强与海南的
合作。

沈丹阳参加座谈。

省政府与中金公司举行工作座谈
沈晓明参加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李学锋 蔡卓轩）海南日报
记者10月8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今
年国庆黄金周，我省消费市场活跃，
免税购物、节庆活动、特色美食等成
为节日消费亮点。10月1日至7日，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53.7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51%。

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省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运行平稳。为保障市场供
应、丰富商品结构，我省节前商品供
应备货值达 82.64 亿元，同比增长

15.45%，共有17大类商品投放节日
市场。其中，我省5家主要蔬菜批发
企业供应蔬菜1.87万吨，同比增长
13%。全省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粮、油、肉、禽、蛋、蔬菜等主要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未出现断档、脱销、哄
抬价等情况，市场零售均价运行总体
平稳。

促消费活动成效明显。黄金周
期间，我省商家结合当地文化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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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个性化、多样化节日
消费需求，活跃消费市场。省商务厅
联合苏宁易购、国美、阿里巴巴等商
家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与省旅文部
门联动，开展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
其中，海口市打造特色餐饮美食品
牌，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开展琼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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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离岛免税购物新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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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积极促进免税消
费，丰富游客购物消费体验；举办“钟
表与奇迹”高级钟表展、家电购物节
等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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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旅游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多家旅
游景区推出降价或打折等优惠举措
的同时，举办了多场供市民和游客参

与的特色主题活动，受到消费者欢
迎。

据监测，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明
珠广场、三亚夏日百货等8家重点零
售企业，10月1日至7日共实现销售
总额8565.4万元，同比增长48.99%。

在免税购物方面，海南离岛免税
消费大幅增长，免税购物游成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一大亮点。国庆黄金周
期间，离岛免税购物火爆，吸引境外
消费回流效果明显，化妆品、香水、首
饰、手表等免税商品成为抢手货。

我省国庆黄金周消费市场活跃
10月1日至7日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53.78亿元，同比增长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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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8日讯（记者李
磊）海南日报记者10月8日从省委人
才发展局获悉，近日，该局汇总编制
了外籍人才服务保障系列政策问答，
方便外籍人才全方位了解我省系列
服务保障政策，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
策待遇，得到相应的优质服务保障。

据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外籍人才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4·13”以
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支持
下，我省针对外籍人才陆续推出系列
政策措施，在政策体系、事业平台、营

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搭
建让外籍人才各尽其用、各展其才的
舞台，让外籍人才共享中国发展机
遇，同创海南美好未来。省委人才发
展局围绕着系列政策措施，汇总编制
了外籍人才服务保障系列政策问答。

外籍人才服务保障系列政策问
答分为工作许可、执业资格考试与认
定、出入境与停居留、社会保险与医
疗保障、购房与住房保障、子女入学
与保障、配偶就业与保障、个人所得
税等10个方面。具体包括外籍人
才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需要办理

什么证件，外籍人才能否参加我省
的社会保险，外籍人才能否享受免
租金入住人才公寓及租（购）房补贴
政策，持有天涯英才卡的外籍人才
如何享受海关便利服务，能享受海南
自由贸易港个人所得税优惠的外籍
高端人才标准是什么等97个问题。

我省编撰外籍人才服务保障系列政策问答

从10方面为外籍人才答疑解惑

我省建立完善地质灾害
防御群测群防体系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日前，省自然
资源和规划厅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地质灾害防御群测
群防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进一步
建立完善农村和社区地质灾害防御群测群防体系，推
进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全民动员、联防联控，
提高全省地质灾害防御能力水平。

《意见》分别从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体系构建、监测
员岗位要求、监管考核办法四个方面明确体系建设思
路，并指出海南地处热带地区，台风暴雨频发，目前基
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等人工开挖扰动自然环境因素
增多，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类型地质灾害的隐患
点多面广，广泛散布于我省中南部山区，应重点防范；
积极构建群测群防体系，点线面结合，构建市县、乡镇、
村组三级联动的群测群防体系，落实地质灾害监测、预
警、预报，配合做好组织群众应急撤离、警戒、抢险救灾
等工作；优选群测群防监测员，村组地质灾害监测员要
熟悉地质灾害隐患点及其附近区域地质环境，熟知受
地质灾害威胁群众基本信息、避险路线及场所等。

《意见》还分别从责任人员配备、推选管理、巡查员
和监测员工作职责、代理职责五个方面细化群测群防
工作职责，明确对纳入省级地质灾害隐患点数据库，或
处于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的隐患点，应配备巡查员、
监测员；普及使用“海南省地灾云App”等工具，及时
在App主菜单“信息上报”中填写巡查监测内容并实
时上报；汛期实行24小时电话值班制度，做好信息上
传下达。

国庆黄金周租车自驾游大数据报告出炉

三亚海口位列
十大租车人气城市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赵优）这个国庆中秋
长假，自驾游成为热门旅行方式。10月8日，携程租
车发布的《车轮上的黄金周：2020十一租车自驾游大
数据报告》显示，三亚和海口位列2020十一假期十大
租车人气城市，其中三亚排名第一。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7天国内旅游人次突破6
亿，租车旅游也水涨船高，且增长速度大幅超过旅游市
场恢复的水平。旅游者在租车上越来越愿意花钱，开支
持续增长。今年国庆黄金周，国内游客租车订单平均消
费2156元，租车平均使用天数也有增加，达到4.5天。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游的火爆态势，说明我国家庭
旅游消费正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恢复增长。”
携程租车报告认为，今年国庆假期租车市场火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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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旅游平台的服务标准升级、大规模优惠
补贴双管齐下，吸引了更多旅游者进入市场尝试租车。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租车旅游哪里更火？根据携程
租车发布的报告，2020十一假期十大租车人气城市分
别是三亚、成都、海口、西宁、昆明、乌鲁木齐、上海、贵
阳、兰州、丽江。海南与大西北、云贵川、华东成为今年
自驾游的4大热门区域。国庆黄金周期间，在携程租
车平台上，三亚人气位居全国第一，日租车量比去年同
期增长66%，营业额增长约120%。其中豪华车型、跑
车受到热捧，其订单量约占租车订单总量的25%，位
居全国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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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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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看外
籍人才服务保
障系列政策问
答全文。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特约记者 秦海灵

10月8日清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红毛镇什寒村，来自湖南的游客
陈夕铭推开花梨寨高脚屋民宿的窗
户，慵懒地伸了伸懒腰。“我已经很久
没有睡得这么香了。”陈夕铭说，宿于
什寒的这两天总是伴着虫鸣鸟叫醒
来，这让他感到惬意无比。

藏身在黎母山和鹦哥岭之间的什
寒村，海拔高度约800米，是省内海拔
最高的村庄之一。国庆黄金周期间自
驾到三亚度假的陈夕铭，偶然听朋友
提及“天上什寒”的名头，特意在返程
时绕到什寒村一探究竟，原本计划只
是看看就走，没想一呆就是两天。

“什寒的每一处景致都能让我想
起小时候老家村庄的场景，再加上山
间腾升的团团云雾，真是让人流连忘
返。”陈夕铭说，他尤其喜欢这里的黎
族苗族人文风情，当看到隐匿于林间
的一栋栋民族特色的高脚屋民宿时，
当即决定入住体验一番。

同样是慕名而来，来自海口的王
女士则选择入住什寒的集装箱民宿。
半敞开式的集装箱，外侧漆成白色，箱
内床、沙发、座椅、电视等现代化的家
居设备应有尽有，外部还配有开放式
小阳台，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原本担心会闷热，但其实并没
有，入住体验非常棒。”在王女士看
来，这种“工业风”与山水田园的碰
撞，带给她的正是旅途中宝贵的“私

家”体验。
除了高脚屋民宿、集装箱民宿和

由学校旧址改造而成的标准化驿站
外，在什寒，不少村民还会腾出一两
间空房，敞开家门提供给游客住宿。

“这里的条件肯定比不上豪华酒
店，可当你睡眼惺忪地推开木窗，民
宿主人像老友般向你道早安时，那种
温暖真是不可言说。”自几年前来什
寒住过一晚后，海口游客李青青便对
这儿的一切念念不忘，几乎每隔一段
时间都要过来住上几晚，“民宿主人
经常会邀请我们一起吃饭，每次过来
感觉就像是与老友聚会般。”

怀揣着不同的心情，越来越多的
游客为一间间民宿纷至沓来。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什寒村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各类
型民宿52间约80个床位入住率达
100%。

“我们能提供酒店式的标准服
务，当你想要更深入地体验乡村生活
时，推开门就是了。”什寒村民宿服务
有关负责人徐茜介绍，该村通过完善

“奔格内”导视标识系统、步道、露营
地、船型帐篷屋、民宿、乡村巴士等乡
村旅游六大核心工程建设，同时开发
经营“蜂蜜采割”“割稻捞鱼”等农事
体验项目，正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原
生态的乡村生活综合体。

黄金周期间，什寒还特地推出探
寻国兴洞、苗家弓弩射靶体验、黎锦
苗绣展示直播等9项特色体验活动，
让游客尽享黎族苗族民俗生活乐趣。

乡村旅游场景的搭建，离不开本
土乡民的参与。“除了照料家里的农家
乐、民宿，这段时间我每天还要负责带
游客去体验苗家弓弩射靶，忙得很
哩。”什寒村村民李政富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自从吃上了“旅游饭”，如今他们
家每逢节假日一天有近千元入账。

在什寒村，像李政富一样尝到
“旅游饭”甜头的人不在少数。“我们
村一共有 104户 522 人，通过开民
宿、农家乐、卖特产等方式，均参与到
旅游产业中。”什寒村党支部书记王
国康介绍，2019年，该村旅游接待量
近1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000余
万元，人均年收入也由2009年不足
1000元增长至如今的1.5万元。

（本报营根10月8日电）

琼中什寒村特色民宿受追捧，国庆黄金周期间各类型民宿入住率100%

天上什寒旅游热
大数据告诉你

今年国庆假期
出游有多火

WTO将迎来
首位女性总干事

A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