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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赵
优 徐慧玲 欧英才）11月1日，海南
文旅·亚沙频道正式开播，标志着三
亚亚沙会从此拥有了官方电视媒体
资讯平台。据悉，该频道以“久久不
见久久见，亚沙频道天天见”为口号，
在所有播出时段中均有频道标示，直
至三亚亚沙会结束。

海南文旅·亚沙频道的开播，是
海南立足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精
神，特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的一个创新实践。未来，该频
道将作为亚沙会的主播平台，生动讲
述亚沙故事，广泛传播亚沙声音，为
三亚的城市形象宣传推广和海南自
贸港建设添彩。

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委
执行副主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在开
播仪式上表示，海南文旅·亚沙频道从
动议到开播仅用一个月时间，创下亚
沙会筹办工作新纪录，也是亚沙会筹
办工作的创新之举，必将成为亚沙会
真实的记录者，以电视媒体特有的形
式充分宣传报道时尚亚沙、环保亚沙、

精彩亚沙、活力亚沙，海南文旅·亚沙
频道的开设也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
三亚、走进三亚。

亚洲沙滩运动会是亚洲规模最
大的沙滩综合性运动会，是亚洲五大
综合性体育赛事之一。2020年第六
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2021年4月
2日至10日在三亚举行，这是海南举
办的首个洲际级综合性运动会，也是
自贸港建设开局以来举办的首个国
际性体育赛事，将为海南人民带来一
场精彩的体育盛事，更将成为对外展
示海南自贸港形象的重要平台。海

南文旅·亚沙频道还将启用三亚亚沙
会电视媒体发布演播室，全面启动动
态新闻专栏“亚沙时间”和普及类专
题“亚沙微课堂”等三亚亚沙会相关
节目、栏目，栏目节目包装全面体现
三亚亚沙会内容和元素。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委书记、台
长孔德明表示，海南广电将集全台之
力，统筹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资
源优势，搭建亚沙会节目内容交互云
平台，承担大会信息发布、赛事和活动
转播等各项重要职责，海南文旅·亚沙
频道开播后，将陆续推出一批有分量、

有深度、有影响的新闻报道和高品质
节目，勇当三亚亚沙会筹办进展的记
录者、沙滩文化及沙滩运动产业的传
播者、沙滩运动之城建设的见证者、三
亚城市形象的推广者，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参与者。

开播仪式上，三亚亚沙会组委会
与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完成关于广播
电视全媒体宣传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约，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与亚浩（上海）
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完成关于第
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主转播机构合
作伙伴服务工作的签约。

海南文旅·亚沙频道开播
充分宣传报道时尚亚沙、环保亚沙、精彩亚沙、活力亚沙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徐
慧玲 欧英才）10月31日上午，“助力
亚沙会——沙滩运动体验活动”在三
亚大东海沙滩举行。活动共吸引300
余名市民游客参与。

此次活动共设置沙滩徒步趣味
挑战赛、沙滩拔河挑战、沙滩排球三
个体验项目。本次活动采用线上报
名的方式参与，得到了市民游客的积
极响应。开通报名通道后，不到一周
的时间就有近千人报名参赛。

“希望通过举办此次活动，让更多
人了解亚沙会，参与亚沙会，进一步扩
大海南沙滩运动的群众基础和普及
度，助力海南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亚
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委执行副
主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表示。

三亚亚沙会
媒体报名注册启动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 （记者
欧英才 徐慧玲）2020年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三亚亚沙
会）组委会于11月1日正式启动媒
体报名注册工作。媒体报名注册截
止时间为12月31日。

目前，三亚亚沙会注册管理系
统已在亚奥理事会官网和三亚亚
沙会官网上线，组委会已向各国家
（地区）奥委会发送登录注册管理
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境外媒体记
者可通过本国（地区）奥委会填报
注册信息。

国内媒体主要依托线下注册，
中央媒体、省外媒体、省内媒体注
册报名方式均有所不同，更多注册
详情，还可登录三亚亚沙会官方网
站（http：//www.sanya2020.cn/）
了解。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张
期望）10月11日至30日，海口仅用
时20天就新建成13个社会足球场，
这是海口今年社会足球场地设施建
设专项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
足球场包括5个11人制足球场和8
个5人制足球场，总面积达到75亩。
其中，9个球场分布在海口江东新区，
4个球场位于海口世纪公园内。

11月1日上午，在江东新区管理
局东侧，海南日报记者看到，6个5人
制足球场的人工草皮已铺设完毕，配
套的排水、围网、照明灯等设施已经
建成，全新的球场具备使用条件。这
6个成片的足球场毗邻开维生态城，
靠近江东大道，交通便利，总占地约
15亩。而在江东新区起步区东侧，一
片废弃的鱼塘已被3个新建成的11

人制足球场取而代之。这9个足球
场也是江东新区起步区建成的首批
社会足球场。

在海口世纪公园内，2个 11人
制足球场和2个5人制足球场同样
已经完工。为加快施工进度，海口
市城建集团优化组织施工，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采取超常规举措确保
施工质效，3个施工区域的排水、回

填、场平、围网、灯柱安装等工序插
入式安排，将原定3个月的工期缩短
至20天，高质量高标准提前完成施
工任务。

据悉，这批足球场建成以后，
将交由海口专业的运营公司负责
日常管理，成为海口普及足球文
化、培养足球人才、推广全民健身
的重要阵地。

本报万城11月1日电（记者袁
宇）11月1日，2020海南亲水运动季
国家冲浪队开放日活动在万宁日月
湾举行，活动内容包含岸上教学和海
上体验、水上飞人表演、参观国家冲
浪队训练基地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500余名冲浪爱好者参与。

国家冲浪队总教练马福来介绍，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让大家更深入地
了解国家冲浪队及冲浪运动。目前，

海南国家冲浪集训队各项训练均有
序进行，教练组、科研组、文化课组、
后勤保障组全体人员目标明确，斗志
昂扬，力争为我国冲浪项目培养更多
高水平的冲浪人才。

据悉，2016年8月26日国际奥
委会将冲浪项目列入东京奥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后，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
冲浪热潮。国家体育总局创新模式，
将国家冲浪队交由海南组建。2017

年3月31日，海南国家冲浪集训队正
式成立。经过3年多的刻苦训练和
各种比赛锻炼，海南国家冲浪集训队
进步迅速，在2019年世界冲浪锦标
赛中，队伍排名和个人排名都处于世
界中等偏上水平。

据了解，万宁有109公里的黄金
海岸线，适合冲浪的海湾众多，日月
湾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冲浪胜地。
截至今年，万宁已经在日月湾连续举

办了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吸引了大
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冲浪选手和
广大冲浪爱好者来到万宁追风逐浪、
挑战极限、实现梦想。

随着万宁冲浪品牌逐渐深入人
心，近几年来，《夏日冲浪店》《一起打
卡吧》等综艺节目也相继在日月湾取
景播出。如今，日月湾已成为新晋

“网红”打卡地，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体验这一休闲体育运动。

我省举办游泳救生
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王黎
刚）2020年海南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体育行业（游泳救生）职业技能竞赛
10月31日在海口举行。本次大赛是
海南省游泳救生行业的最高水平的赛
事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市县的26
个代表队116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规
模之大、参赛人数之多，创历届之最。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职业技能鉴定
处负责人表示，游泳救生员工种职业
技能竞赛是海南体育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两个项目之一。游泳救生职业技能
竞赛对普及游泳救生科学知识、提高
游泳救生员的业务素质、强化体育行
业安全救助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更好
地发挥游泳救生员在游泳运动中的安
全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竞赛是海南省第三届游泳
救生员工种职业技能竞赛。竞赛分
个人赛和团体赛，包含抛绳救生、50
米假人救生、4×25 米真人拖带接
力、4×50米障碍接力游以及对标中
小学生课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实施模
拟救生等项目。

此次竞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体育赛事中心
承办，省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
鉴定站协办，海口市游泳协会运营。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揭开新型毒品面目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第20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
11月2日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11月8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毒品是万恶之源，不仅浪费社会财富，而且严重
损害人类身心健康、家庭完整和社会稳定。当前，除
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外，各种化学合成类新型毒
品不断出现，在毒品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加。本期海
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邀请到海南省戒毒管理局
戒毒康复指导处负责人胡敏，为大家介绍什么是新
型毒品，以及新型毒品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危害。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2020年海南“美丽乡村健康跑”活动
在博鳌沙美村举行

奔跑中感受乡村之美
本报博鳌11月1日电（记者王黎刚）10月31

日，2020年海南“美丽乡村健康跑”活动在琼海市
博鳌镇沙美村举行。近300名跑友齐聚一堂，用脚
步丈量沙美村，感受海南特色的田园风光。

此次活动以“跑向全面小康生活，展示美丽乡
村风采”为主题，路线全程约10公里，起终点均设
在沙美红树林湿地公园，途经博鳌国家农业公园。
活动组委会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旨在传递全民健
身理念，增强农民群众运动健身意识，推进健康乡
村建设，培育新时代乡村新风尚，展现出海南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琼海市政
府主办。近年来，琼海市一直致力于美丽健康农
村的建设，沙美村在今年8月被列入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目录。

海口龙华区举办“寻味南洋”主题活动

文化老街再现南洋风情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郭萃）11月1日

下午，“寻味南洋——海口市龙华区2020骑楼老街
南洋风情”活动在中山路骑楼老街开场。活动以南
洋风味小吃为媒介，让市民游客在老街的南洋风格
建筑群里，更加形象地感知海南华侨文化发展的历
史，了解骑楼老街背后的故事，品味骑楼文化。

据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介绍，10月之后海口旅游
市场日渐回暖，海口骑楼老街作为中国十大历史文
化名街之一，一直是岛内外游客青睐的打卡地，举办

“寻味南洋”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有机会深入了解
骑楼老街文化背景，体验海南南洋华侨文化风情。

据悉，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节前，龙华区将于每
个周末在中山路骑楼老街举办不同主题的旅游文
化活动，让骑楼这个沉淀百年文化历史的街区焕
发新的活力，并从业态优化方面先行着手，不断改
造提升骑楼街区，打造海南文化旅游打卡目的地。

海口新建成13个社会足球场
江东新区首批社会足球场亮相

国家冲浪队开放日活动在万宁举行
500余名冲浪爱好者参与

“助力亚沙会——沙滩运动体验活动”举行

体验沙滩运动 感受亚沙魅力

10月31日，2020三亚市游泳公开赛在三亚技师学
院游泳馆开赛。

本次比赛将共有21支代表队300余人参加，按年
龄分为男女子10岁以下组、11-12岁组、13-14岁组、
15-17岁组、18-50岁组，进行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
4种泳姿12个项目的角逐。

三亚市游泳公开赛是2020“全民健身日”系列体育
活动之一，由三亚市政府主办、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承办、三亚市游泳协会协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

游泳公开赛开赛

10 月 31
日上午，“助
力 亚 沙 会
——沙滩运
动体验活动”
在三亚大东
海 沙 滩 举
行。参加沙
滩拔河挑战
的选手卖力
拔河。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海口完成
逾9万名学生眼疾病筛查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张惠宁）海南日
报记者11月1日从海口市卫健委获悉，截至10月
28日，海口市2020年眼筛项目已完成逾9万名学
生的眼疾病筛查。

据悉，根据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要求，
海口市计划为全市范围内的幼儿园及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校（含民办）9万名学生进行眼疾病筛
查。为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实施，海口市于3月30
日制定了实施方案。6月海口举办了“2020年学
生眼疾病筛查项目管理培训班”，7月初海口各区
陆续开展眼筛项目工作。

据了解，海口市卫健部门、教育部门、妇幼保健
机构及学校之间密切配合，推动项目安全有效进
行，同时加快对筛查阳性学生的随访速度。截至
10月28日，海口市2020年眼筛项目筛查学生总
人数9.07万人，筛查率100.82%，录入率100%。

国际林业遗传资源培训
（海南）中心等机构成立
专注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与新品种选育

本报那大11月1日电（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11月1日上午，国际林业遗传资源培训
（海南）中心、国家林业和草原种质资源库海南木
兰种质资源库、海南大学木兰学院、海南天香木兰
植物保育研究中心在儋州揭牌成立。

海南日报记者从仪式上获悉，相关机构成立
后，国家林业和草原种质资源库、大卫集团·海南
大卫投资有限公司及海南大学将共同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林草种质资源国际培训、交流、合作平
台；组织举办林木种质资源国家创新联盟相关活
动，推动林草种质资源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建
设；推动建设国家林业和草原种质资源库海南分
库，开展木兰科植物以及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
收集保存与新品种选育等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表示，
海南大学木兰学院的成立是大卫集团和海南大学
建立产学研合作的结晶，展示了双方共同保护国家
种质资源的主动担当，体现了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的积极作为。海南大学将协同大卫集团
进一步探索合作办学长效机制，努力做好木兰科植
物以及特色乡土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新品种
选育等工作，共同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