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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黄金周 嗨玩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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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

乡村游人数同比增长16%
本报临城10月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刘彬宇）海南日报记者10月8日从临高县旅文
局获悉，“双节”长假期间，截至10月8日，临高共
接待游客13.6万人次，与去年接待人数持平。旅
游饭店旅馆平均入住率为72.1%，共接待过夜游
客近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接待一日游游客
10.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达4400万元。

今年，乡村自驾游、红色旅游成临高的旅游主
流方式。以家庭休闲为主题的乡村自驾游的游客
人数增长明显，赶海游、民宿度假、乡村农家乐等
生态旅游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农家乐饭店餐饮
火爆，座无虚席，民宿入住率也达高峰。

临高的古银瀑布、美鳌村、和新村头洋片区，
新盈镇野外土窑第一家、王佐故居等乡村旅游点
人气火爆，是岛内外市民游客自驾游的好去处。
据了解，临高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6.54万人
次，同比增长16%。

10月1日，临高角解放公园内的解放海南岛
渡海战役纪念馆试展，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
观游玩。据不完全统计，“双节”期间，到该公园旅
游人数总计3.1万人次，入馆参观人数占入园人
数近三分之二，约1.9万人。

东方

接待游客逾10万人次
本报八所10月8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体

验4000米高空跳伞、寻觅“海南小桂林”俄贤岭，
探访黎族传统村落成片船型屋……10月8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旅文局了解到，国庆中秋假
期，东方市共接待游客10.28万人次，其中接待一
日游客人4.37万人次，过夜游客5.91万人次，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0.8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149.39万元。

北纬18度是地球上最美的风景线，东方市就
位于这条“黄金度假线”上。鱼鳞洲、俄贤岭、大广
坝水库，黎锦、汉马伏波井、白查船型屋，东方旅游
资源独具特色、丰富多样、魅力十足。特别是
4000米高空跳伞项目在鱼鳞洲落地后，更成为东
方旅游的新名片。

今年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东方策划举办了海
南省健美精英邀请赛、“东方擂”王者荣耀争霸赛等
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整个旅游市场热闹、有序。

海口美兰区

促消费 收获丰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梁崇平）在国庆中秋假日期间，为吸引游客前来
旅游消费，海口市美兰区除推出3条精品旅游线
路外，还推出多种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打出旅游

“组合拳”，迎来“丰收”大喜悦。
在国庆中秋假日期间，该区举办“聚惠中秋，

线上国庆·美兰线上抢购节”活动，截至10月7
日，线上有效订单1861个，引流约5000余人到
店消费。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到本次活动中的
皇马、龙泉、海岛八号等商家线上线下交易额为
120万元。

美兰区还积极组织了一系列精彩的文体活
动，包括第二届“美兰杯”民族器乐大赛、“我们的
节日”中秋国庆文艺演出进乡村、“迎国庆·庆中
秋”群众文艺展演等，共吸引约1.3万名观众。

国庆中秋假日期间，美兰区白沙门公园、连理
枝渔家乐、芳园国际艺术村等点位接待游客约
6.51万人次，连理枝民宿入住率10月1-6日达到
92%。辖区住宿业平均入住率超60%。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见习记者 刘乐蒙

“我非常喜欢这种四合院式的风
格，很有特色，就像以前住家里那种
老房子的感觉。”10月7日，在琼海市
潭门镇排港村的老渡口民宿内，海口
游客王辉颖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

环顾民宿的外观，灰瓦、青砖与
白墙，简约而不简单；雨水洒落屋顶，
顺着房檐汇集成珠串飘下；院里小路
笔直，两边尽是绿草点缀。提及居住

感受，王辉颖欣喜地说，这里让她感
受到了浓浓的乡愁。

更让王辉颖感到兴奋的是，在这
里居住，还可以看到渔民每天日暮而
出、满载而归的渔港景致。

排港村位于潭门千年渔港的西
侧，和千年渔港的年岁相仿，是当地
古旧建筑保存较为完好的老村落。
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充分挖掘
排港村的区位优势、自然禀赋和人文
特色，围绕“生态海岛、美丽渔村”的

建设目标，引入优质社会资本参与建
设，提升排港村基础设施和人文环
境，为丰富乡村振兴的商业模式和业
态发展作出有益探索。

潭门老渡口则是琼海市重点打造
的民宿项目，在渔港古村落的民宅基础
上进行修缮，以白墙青砖中式院落建筑
风格，延续海南本土特色，打造具有潭
门文化特色的理想旅居度假方式。

今年国庆前，潭门老渡口民宿如
期开业，迅速成为当地火爆的旅游居住

地。“民宿开业的消息一经发布，就立刻
有游客打电话来预订房间。”潭门老渡
口民宿店长周于芳介绍，排港民宿共3
套院子，可同时居住十余个家庭。在国
庆黄金周期间，民宿每天满房，且客源
以家庭自驾游为主，活力十足。

“住民宿，不再只是单纯住宿，而
是依托民宿自身特色，根据游人需求，
制定体验感强的活动，最大限度地满
足游客需求。”周于芳说，游客居住在
老渡口民宿，不仅可以到海边赶海，到

潭门镇上吃海鲜，还可以到不远处的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参观。同时，
邻近的博鳌镇上颇有小资情调的餐
厅、咖啡馆，亦让游客充满向往。

“过去村子里很少有人来，美丽渔
村建成，尤其是民宿开张后，越来越多
的游客来到这里，居住、吃饭、消费，我
们也有了就近的工作岗位。相信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有更多的赚钱机
会。”排港村村民莫泽盈对村庄的发展
充满期待。（本报嘉积10月8日电）

琼海潭门因地制宜打造旅游热点

老渡口民宿 黄金周新宠

琼海

文明处处见 景美人更美
■ 见习记者 刘乐蒙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风景美，人更美，你看，地上看不到一片随地
乱扔的垃圾，三角梅、莲花开得正艳，也很少有游
客乱摘乱采。”10月8日，在琼海市龙寿洋万亩田
野公园旅游的邓铭明笑着说，这么美的自然风光，
大家都不舍得弄脏。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在琼海，大批游人纷至沓
来，但旅游市场整体文明程度比以往得到明显改
善，随意插队、乱扔垃圾、大声喧哗等不文明现象
大大减少。

8天长假，龙寿洋公园的保洁员陈长沐觉得
有些“出乎意料”：每天都有巨大的客流量，今年节
假日的保洁压力却和平时没有太大区别。

“地上的垃圾大多是飘落的树叶，很少看到果
皮纸屑等人为垃圾，有的游客随身带着垃圾袋，有
的游客把垃圾攥在手里，看到垃圾桶再扔。”陈长
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特别是带小朋友出游的家
长，看到孩子有不文明行为，都会及时阻止，让他
们的工作轻松不少。

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内，文明之风也是
随处可见：展馆外，游客听从安保人员指引有序停
车；展馆入口，游客排队过安检、量体温、出示健康
码；展馆内，游人全程佩戴口罩，人均保持1米的
观展距离，除了听到展馆讲解员生动详细的讲解，
鲜有大声喧哗现象发生……

“这离不开相关部门在假期期间开展的安全文
明旅游宣传，这加强了对游客的引导规范。”博物
馆工作人员李婧瑜说。 （本报嘉积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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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高懿 本报记者 梁君穷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市各
旅游景区景点、酒店、车站、商场人流
量倍增，大量游客来三亚游玩，是对
三亚城市管理服务水平的一次检
验。刚刚过去的8天时间里，“志愿
蓝”成为节日里这座城市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

据了解，三亚积极动员各级团
组织和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在景区
景点、海滩、公园、动车站等地开展

“迎国庆，庆中秋”系列青年志愿服
务活动，志愿者们放弃节假日外出
旅游、探亲访友的机会，奋战在志
愿服务一线，让游客出行更安心、
更舒心，营造了文明、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

节日不休息
用真情服务游客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共青团三
亚市委共开展“迎国庆，庆中秋”青年
志愿服务活动32场，累计发动青年
志愿者600余人次。

10月 4日，在三亚火车站出站
口，46岁的张忠芹一边引导乘客有序
排队，一边用体温枪给乘客测量体
温。今年4月，她刚刚因髌骨骨折做
完手术，6月便要求重返火车站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

10月1日晚，中秋之夜，三亚繁星
义工社组织40名志愿者在天涯区开展
2020“共享一轮月，共护一座城”中秋文
明赏月秩序维护志愿服务活动。在吉
阳区，青年志愿者连续8天在大东海、蜈

支洲岛等13个主要景区景点开展“文明
旅游，美丽三亚”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青年志愿者们帮助景区维持秩
序，给游客测量体温，核验游客健康
码，提醒游客戴好口罩，免费提供饮
水和简易医疗服务，用实际行动绘就
了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

10月4日，在三亚动车站，来自湖
南的黄先生和老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
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票。“我们年纪大
了不会操作，车站的志愿者看到后主动
过来帮忙,”黄先生说，“三亚的旅游服务
非常周到，志愿者们很热情。”

依托APP进行管理
志愿活动更规范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共青团

三亚市委依托志愿汇APP，对青年志
愿者及志愿服务活动进行科学化、规
范化管理。”共青团三亚市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一举措进一步调动了青年
志愿服务组织的积极性，扩大了志愿
服务范围，志愿服务内容涵盖文明劝
导、慰问老人、净化沙滩、保护母亲河、
推广健康码、清洁健身器材等领域。

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微尘之心
义工社、三亚繁星义工社等志愿服务
组织积极开展净化沙滩、保护母亲河
等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发动青年
志愿者150余人次，在沙滩、河岸上
开展垃圾清理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宣传环保理念。

10月4日早上，三亚微尘之心义
工社组织12名志愿者，由志愿者董
海兰带队，联合中交二公局上海远通

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保护海洋，净化
沙滩”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的规范也体现在
各景区的服务环节。在天涯海角景
区，售票员陈杨洲也是雷锋志愿服务
岗的一名志愿者。“我在换岗休息的
时候会戴上红绶带到窗口服务，用真
诚的微笑、温馨的话语，提醒游客参
照‘一米线’有序排队买票，为有需要
的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服务。”陈
杨洲说。

“天涯海角景区的志愿者就在游
客的身边，不仅能为市民、游客提供
购票、乘车、方向指引、旅游信息咨询
等服务，还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
营造文明旅游环境。”天涯海角景区
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郭萃

20分钟，这是王振杰从海口新海
港新海大道路口开车到客滚船上停
好车用的时间；27℃，是王振杰离开
海口时车内仪表盘上显示的实时气
温，也是他往返过海所感受到的港口
服务的温度。

10月8日上午，来自广西壮族自
治区柳州市的游客王振杰一家在海
南游玩了6天后踏上了返程之路。
两天前，他就在网上预订了10月8日
11时过海的车船票。当天10时许，
他从酒店出发前往海口新海港。“今
天会出现返程高峰，出门有点事情耽
搁了还担心会赶不上船，在来港口的
路上还特地打开手机看了港口实况
直播。”然而，让王振杰没有料到的
是，过海十分方便顺畅。

预约过海专用通道、自助识别车
牌号、使用二维码过安检……进入港
口区域后，王振杰驾车一路畅通，沿
途有不少工作人员指引。“相较于5
年前来海口过海的体验，现在过海方
便多了，不仅是速度上的提升，服务
方面也改善很多。”王振杰说。

王振杰介绍，10月2日他带着妻
子和2岁的孩子来到海口，在港口码
头下船后孩子饿得哇哇大哭，然而车
上没有备热水，没办法冲奶粉，这让
他有点手足无措。在出站口，他向志
愿者寻求帮助，志愿者了解情况后，
带着他前往候船大厅接热水，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

王振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次
来海口他发现港口运转井然有序，通
行效率比较高，工作人员解答问题很

有耐心，“以前有时候在港口停车场
等上船就得等两个多小时，今年车辆
和人员登船都比较顺畅，变化很大，
让我们觉得很舒心。”

海南日报记者在新海港看到，当
天进出岛的车辆很多却没有出现拥
堵的情况，大家都按照预约时间有序
排队上船。据了解，9月30日至10
月7日，秀英港、新海港两港出口航
次653次，同比增长52.6%；车辆5.96
万辆次，同比增长 79%，其中小车
4.78万辆次，同比增长108.9%。两
港进口航次645次，同比增长57.7%；

车辆6.48万辆次，同比增长79.4%，
其中小车 5.74 万辆次，同比增长
111.8%。

“为了确保进出港运力充足，从9
月 28日起琼州海峡加密了过海班
次，班次由平常的每天108个班次增
加至最多时每天196个班次，有效保
障了旅客过海需求，同时我们对各船
舶及候船大厅进行消毒，测量旅客体
温并要求其佩戴口罩，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
公司新闻发言人谢焕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港口还专门开通了直播间，

方便过海旅客实时获取新海港、秀英
港车流动态，方便旅客选择合适港口
过海，减少等待时间。

在服务方面，新海港、秀英港每
天有50余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
分散在小车进港口、进港车道、安检
口、客运站门前咨询点、自助售票处
等处，为旅客提供热情服务。

10时50分，王振杰一家登上船
等待过海。“海口的速度和温度让我
们感到很温暖，下次还会再自驾来海
口，感受不一样的海南。”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加密班次、提供志愿服务、开通实况直播……海口港口多举措应对客流高峰

速度与温度，让旅客过海更舒心

国庆黄金周期间，志愿者成为三亚旅游服务保障重要力量

真情与热情，让游客出行更安心

■ 韩慧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民宿
又火了一把。一些人气民宿“一房难
求”，须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预
订。依山傍水的民宿，“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能够满足人们
心底对乡土文化的向往与追求，吸引
了众多游客入住体验，释放出文旅消
费的强劲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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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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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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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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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气民宿，是游

客了解、触摸当地文化的窗口，是一
张独具特色的旅游名片。有的游客
正是因为慕名入住某家民宿，从而走
进某个村落，进而喜欢上某种文化。
以民宿产业为支点，深挖更多旅游资
源，能够带动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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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当地
富余劳动力就业，让当地农民吃上

“旅游饭”，共享旅游产业的发展红
利。所以，加快发展民宿业，对于推
进脱贫攻坚、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乡
村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自然环境优美，无论是沿海

地带还是中部腹地，都深具海岛风
情，辨识度高，是民宿产业发展的优
势条件。此次国庆黄金周期间天天
爆满的民宿，大多得益于周边独特的
资源优势，比如位于三亚西岛的民
宿，既具备西岛景区资源优势，也能
够深挖当地渔村文化，海岛风情主题
鲜明，在顾客中形成了良好口碑。所
以，利用全省各地的不同特点，因地
制宜，推进不同风格、不同主题、不同
特色的民宿建设，有利于丰富我省民
宿产业的内容、增加旅游的吸引力。

围绕民宿发展延伸产业链，也是
海南发展全域旅游的应有题中之

义。要让民宿产业释放更多红利，释
放出更大的辐射效应，就要努力把民
宿产业做精做美、做大做强，带动旅
游产业链向纵深发展。同时，延伸
产业链也能够促进民宿产业发展加
速，发挥出“1+1＞2”的效应。比如
在民宿周边开发特色餐饮、农事体
验等产业，让游客不但住得满意，也
能吃得满意、玩得满意、买得满意，
充分激发旅游消费潜力，为当地带
来多元化的创收模式。如此，向民
宿产业要红利，向全域旅游要红利，
让民宿产业真正成为海南发展全域
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抓手。

让民宿经济更加光彩靓丽

海口美兰机场助力游客返程

增强服务力度
提高便利程度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云蕾

10月 8日是中秋国庆假期的最
后一天，当天11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
美兰机场国内候机楼看到，众多佩戴口
罩的旅客正在机场服务人员的引导下
排队依次通过红外体温监测区。候机
楼出发厅内旅客人头攒动，机场服务人
员和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忙着为
旅客提供问询、辅助值机等服务。整个
大厅虽一片繁忙，但秩序井然。

“根据客流量的实时情况，机场会
采取临时增开甚至全开值机柜台和安
检通道等措施，提高旅客办理值机手
续和通过安检的效率，减少旅客排队
等待时间。”美兰机场董事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云蕾介绍，10月1日至7日，美
兰机场已累计执行航班3116架次，运
送旅客44.38万人次，预计10月8日运
送旅客量将达6.7万人次，较平时增加
近1万人次，迎来中秋国庆假期的客流
最高峰。

据了解，为应对假期返程客流高
峰，美兰机场除了根据客流量增开值
机柜台和安检通道外，还增加了上岗
服务人员数量，现场引导无托运行李
的旅客使用自助值机设备办理登机牌
或到“刷脸通关”值机区域办理手续，
减少旅客现场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旅
客顺畅出行。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旅客，美
兰机场还推出了‘爱心贴’服务。”云蕾
介绍道，机场服务人员在获得特殊旅
客同意后，会将爱心贴纸贴在特殊旅
客身上，有贴纸的旅客可享受特殊旅
客值机及专用安检通道等服务，机场
服务人员也会主动向其提供引导帮扶
服务。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

10月8日，海口市秀英港码头，来琼旅客登船返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