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就听说陵水荔枝好吃，今天在现场不仅能尝
还能买，我要带些给家人尝尝。”来自海口的陈先生
手提3箱荔枝，不住感慨。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在以

“美荔”主题元素为核心，荔枝红为主色调的文化创
意市集上，海南景鹏集团、海南陵隆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滴滴沃家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
业带来荔枝供群众品尝，市民游客可一边挑选心仪
的各类产品，一边品尝清甜甘美的陵水荔枝。

“好甜！我要2箱。”“有妃子笑吗？我要1箱。”
在海南陵隆农业有限公司的展台上，摆放着荔枝、莲
雾、芒果等水果，不时有群众前来询价购买。“今天买
荔枝的人特别多，我们早上不到8点就开始准备了。”
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海南陵隆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邓丽鲜说。

活动现场荔枝销售火热，距离现场不远的海南
景鹏集团荔枝种植基地，工作人员也正忙碌穿梭，动
作娴熟地将一颗颗新鲜荔枝摘下，送往离种植基地
不远的工厂。

清洗、选果、过秤、打包、装车，工厂里，100多名
工作人员正加紧处理刚采摘的新鲜荔枝。“现在荔枝
订单陆续增多，工人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忙活了，有
时还要加班到深夜。”现场工作人员叶蝉介绍，打包
好的荔枝将随车销往全国，让全国人民共同品尝这
份甜蜜。

当地村民也分享了这份“甜蜜”。开幕式上还举行
了荔枝产业分红仪式，海南陵隆农业有限公司为隆广
镇丹录村、石关村、新光村村民发放了45万元分红，助
力当地群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荔枝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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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主题旅游精品线路：

2

6

看山观海 戏水踏浪

海口火山口公园（登城市火山，热带雨林深呼
吸）——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假日海滩
（下海踏浪、温泉戏水）——钟楼（大型光影秀）

乐园研学 城市夜景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国宝熊猫，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主题乐园，精彩无
限）——万绿园（乘热气球观滨海大道璀璨夜景）

徜徉市井 千年文化

骑楼老街（老海口市井之味）——华彩杰鹏游
艇会（体验游艇、滑板、帆船等水上活动）——五公
祠（千年历史火树银花）

文艺时尚慢生活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穿越民国
下南洋）——海口狂欢水世界（亲子戏水）——海
口湾演艺中心（观赏精彩舞台剧）

自然探秘 欢乐采摘

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农科沉浸式研
学）——芳园国际艺术村（赏荷垂钓，品农家
菜）——连理枝（品鲜美海鲜）

知青岁月 田园风光

红旗镇本立村（红色记忆，感受知青的青春岁
月）——红土地采摘庄园（百香果、木瓜、火龙果采
摘）——龙鳞村农家乐（田园风光，浪漫骑行）

本省新闻 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笑非 美编：陈海冰 检校：李彪 苏建强A06 关注“五一”小长假

■■■■■ ■■■■■ ■■■■■

陵水地处北纬18度，纬度较低，光照
充足，独特的自然环境使陵水荔枝上市时
间为全国最早，其中桂花香、妃子笑、白糖
罂、三月红等优良品种，较内地主要荔枝
产地广东、广西的同类品种早熟一个月，
业内称之为“中国荔枝第一红”。

“陵水荔枝色泽鲜亮、红润饱满，味道
清甜甘美，在全国享有‘早荔、鲜荔、甜荔’
的美誉，多年来备受消费者喜爱。”陵水县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陵水荔
枝种植面积为3.34万亩，预计产量可达
2.5万吨。

在往年陵水荔枝节基础上，今年陵水
联合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国家
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等单位同期举办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
节。借助该活动，陵水创新线上线下展销
模式，全面推广陵水荔枝文化节品牌，加
快实现“陵水荔枝”品牌溢价、助力推广

“陵水荔枝”区域公用品牌，促进陵水荔枝
产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陵水加快发展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成功创建了1个国家级和6个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称号，农产品注册商标达252个，

‘陵水荔枝’‘陵水圣女果’‘陵水槟榔’‘陵
水黄灯笼辣椒’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陵水县政府副县长陈春梅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全面推广陵水荔枝文化
节品牌，增加陵水荔枝销售量，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荔枝产业的发展集思广
益，为企业与农户交流合作打造平台，助推
产业各方合作共赢，积极推动陵水经济高
质量发展。

此次活动由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
物中心、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海
南省农业农村厅、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指导，由陵水县商务局、陵水县农业农
村局、隆广镇政府共同主办，陵水县农业
协会、陵水县电商协会协办。

(本报椰林4月29日电)

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枝文化节开幕

人间四月天 陵水荔枝红
■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梁君穷

4月29日上午，2021年中国
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枝文化节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荔枝种植
基地正式开幕。当天，来自全国
各地的客商与陵水荔枝种植企
业、种植大户洽谈合作，多家企业
在现场签订了购销合同。据统
计，当天现场签约订单金额3.8
亿元，订单量近2万吨。

今年陵水荔枝文化节活动以
“美荔中国陵水红”为主题，相较
于去年规模更大、活动内容更为
丰富。除当天的开幕式外，今年
还将举办陵水“美荔文化集市”、
线上直播带货等活动，以形式多
样的活动促进陵水荔枝线上线下
销售。活动时间也拓展到两天，
为政府与企业、客商与农户、学界
与业界交流创造更多机会。

满山青翠，早荔添红。4月29日上午，在
隆广镇荔枝种植基地内一派热闹场景：市民游
客行走在荔枝园中，品尝全国最早成熟的一
批荔枝；来自全国各地水果收购商在忙着与
当地果农商谈合作事宜……

上午9时许，开幕式在歌舞《美“荔”四月
天》中拉开序幕，伴随阵阵优美音乐，身着特色
服装的陵水姑娘翩翩起舞，向远道而来的客
人表达最热烈的欢迎。随后，一曲《丰收快
乐》唱出了陵水群众对荔枝丰收的期盼与喜
悦。10时许，农业农村部南亚热带作物中心
副主任韩沛新、陵水县委书记符鸣等嘉宾共
同上台，为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
枝文化节启幕，并向线上线下客商发出采购

陵水荔枝的邀约。
“2021年海南荔枝预计产量21.92万吨，

与历史大年2018年相比，产量增加6.81%。”
开幕式上，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陈厚彬发布了荔枝产业报告，他表
示，海南荔枝为全国最早熟产区，具有产期
早、产量稳的特点，预计5月产量可达12.28
万吨，其中妃子笑荔枝产量占80%左右，海
南要争取发挥价格标杆和后续带动作用。

活动现场，“美荔”卡通形象展示区及“美
荔”打卡点趣味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拍
照分享。走进活动现场的特色直播间，永辉超
市、顺丰优选等机构组织的“网红”主播正在各
类直播平台与网友互动，为陵水荔枝带货。

线上线下精彩活动 助推荔枝销售火热 荔枝园内采摘忙 销往全国共享甜蜜

多方共推产业合作
打响陵水荔枝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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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月 29日讯（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今年“五一”小长假
5天的假期，游客压抑的出行需求将
得到进一步释放。根据多家在线旅游
平台预测，5天假期刺激了中长线跨
省游产品迅速升温，海南作为热门旅
游度假目的地，有望延续强劲增长势
头，休闲品质游受游客欢迎。我省各
地积极预判，通过增加旅游产品供给、
推出优惠让利活动、加大旅游宣传推
介等，多措并举满足大众出游需求。

不同于去年短途游、周边游占据
“五一”旅行主流，今年5天充足的假
期刺激了跨省游产品迅速升温。日
前，各大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海南作

为热门旅游度假目的地，人气随之高
涨。从携程平台上的旅游报名情况来
看，租车自驾跨省游颇受欢迎，三亚、
海口均位列热门目的地前三。随着长
线及过夜客流显著上升，星级酒店订
单占比超过五成，越来越多游客愿意
在高星酒店购买高品质旅游服务。

在中长线出游需求强劲反弹的背
景下，“五一”小长假出游仍以家庭游、
亲子游为主，当前从携程下单的客群
中，有超过三成为亲子家庭，同比去年
增长10%。根据同程旅游预定情况，

“五一”出游用户中近三成选择了出游
品质更好的产品，私家团预订量也涨
幅明显，为2019年同期的4倍左右。

在出游方式上，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
观花、打卡拍照的旅行方式，沉浸式和
参与感的深度游越发受到大众喜爱。

面对游客数量攀升、旅游消费升
级，我省各地积极预判，增加供给、推
出优惠、加大推介，多措并举满足大众
出游需求。

近期，由省旅文厅牵头组织的“海
南健康游欢乐购——我和春天的约

‘惠’”主题联合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中，包括携程、美团、飞猪、去哪儿、
马蜂窝、途牛、腾讯、抖音、快手、B站、
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海南航空等在内
的OTA、新媒体、金融机构、航空公司
共同发力，在整合各类优质商家资源

和优惠信息的同时，呈现不同以往的
千面海南，引导网友及游客共同发现
海南之美。

海口市也将在“五一”假期集中展
现一批“老地标”“新网红”。从“五一”
假期到消博会期间，万绿园无人机灯
光表演秀将会持续上演；钟楼光影秀、
观澜湖动漫展、骑楼老街传统文化展示
等也会继续展现给广大市民游客；五公
祠还将上演文化古迹邂逅千年非遗，
来自河南的打铁花艺术队将在海口市
五公祠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视觉
盛宴——千年非遗“打铁花”；4月30日
至5月1日，“海南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将在海口市日月广场莲花广场举办。

在琼海市，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
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博鳌亚洲论坛主题
公园，在“五一”期间也将继续向公众
开放。游客白天可以参观室内展陈，
了解海南、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并购
买别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夜间则将上
演光影诗画演艺《锦绣天成》，再现博
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的亮点
节目，为游客奉上视听盛宴。

此外，游客还可以另辟蹊径体验
不一样的“旅游+音乐潮玩”主题。如
主打年轻嘻哈风格的“海南万宁日月
湾M_DSK音乐节”、带娃亲子主题的

“小草莓亲子音乐节”等也都成为游客
的度假新选择。

本报保城4月29日电（记者梁君
穷）随着国内出行限制持续放开，广大
游客被压抑的出游需求即将释放，今
年“五一”小长假国内旅游有望迎来强
劲复苏。为此，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以下简称呀诺达景区）推出多
项优惠套餐，诚邀五湖四海的游客解
锁热带雨林创意新玩法。

这个“五一”小长假，创意十足的
雨林项目在呀诺达景区等待游客“解
锁”。荒野学校为亲子带来沉浸式雨
林探险之旅和最自然的自然课，可在
这里认识奇妙的雨林动植物，体验雨
林穿越的紧张刺激，学习野外生存技
能；萌宠科普乐园让游客邂逅细尾獴、
袋鼠、长耳豚鼠等奇妙萌宠，还可以近

距离拍照互动……
今年“五一”，呀诺达景区还推出

五一劳模“0元游”活动，全国（省）先
进工作者和全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可免费享受“门票+上下山往返
游览车票”；推出的海南居民“五一”特
惠活动，让海南居民60元即可享“门
票+上下山往返游览车票”。针对所
有游客，呀诺达景区还推出了“五一”
特惠套餐，即日起至5月6日可享198

元的“门票+上下山往返游览车票+踏
瀑戏水”套餐。

为紧跟时尚，打造年轻人喜爱的
魅力雨林，“五一”期间，呀诺达景区还
推出“盛装”免票活动，游客身着旗袍、
汉服或洛丽塔（Lolita）服饰可享免费
入园。“盛装”爱好者们还可在景区特
色打卡点拍出仙谷隐世、云梦佳人、萌
宠奇遇等创意照片。此外还将有百万
粉丝级的“神秘大咖”空降景区，和游

客同游神秘雨林。
这些创意十足的新项目和紧跟

潮流的新玩法，体现出运营方海南
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景
区创新设计能力。近年来，呀诺达
景区依托热带雨林自然资源，设计
开发了雨林谷、梦幻谷、三道谷三个
特色鲜明游览区，分别主打“观赏”
雨林植物、“触知”雨林山水和“体
验”雨林风貌，让雨林从课本、电视

中来到了游客身边。
呀诺达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海南6家5A级景区之一，随着海南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呀诺达景区也将
从中受益。而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假期及政策
红利继续释放，依托景区的热带雨林
自然资源优势和公司优质的管理经
验，呀诺达景区在今年将有望展现较
高增长弹性。

呀诺达景区“五一”小长假特惠活动上线

邀游客解锁热带雨林创意新玩法

多措并举创新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我省备好“五一”旅游大餐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夏方
禹娃 实习生范平昕）“五一”假期即将到
来，为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消费者委员会联
合发布了“五一”假期消费七点提示。

提示指出，一是出游请合理规划，
防疫切莫放松。要留意目的地人流状
况、限流制度，合理安排行程，积极配
合防疫措施。二是防范意识须提高，
远离“黑社”“黑导”，跟团出游一定要
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较高、口碑较好的

旅行社。三是用餐应明明白白，提倡
健康饮食，外出就餐要选择正规、卫
生、信誉良好的餐饮单位；自觉抵制舌
尖上的浪费。四是新型欺客要防范，
关注合同细节，不参加无证无照经营

的娱乐项目，防范无照经营者通过微
信、微博、抖音等途径招揽客人。五
是寄送水果做功课，维护正当权益，
购买水果时，要选择正规合法、明码
标价、公平交易的水果店进行消费。

六是酒店价格多关注，避免发生纠
纷；预订酒店应选择正规的网络平台
预订，确认预定的价格是日常房价报
价还是假日期间的价格，避免权益受
损。七是预付消费风险多，应当客观

冷静，节日各种打折促销活动繁多，
消费者应全面了解和冷静判断拟接
受的预付式消费的风险，防范因经营
者关门跑路或隐瞒重要消费信息造
成自身权益受到损害。

我省有关部门发布“五一”假期消费提示

远离“黑社”“黑导”防范新型欺客

六条旅游精品线路欢度“五一”

海口推出六大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熊丽）随着“五一”假期临近，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局近日推出“潮流街区 全城有戏”“上天入
海 时尚活力show”“精致美食 人间烟火”“免税
精品 购全球”“窝在海口 有颜又有料”“寄情山水
度假康养”等六大主题版块活动及六大主题旅游
精品线路，为市民游客呈上精彩“五一”旅文大餐。

据了解，“五一”期间，海口市民游客不仅可选
择到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南洋街区体验，也可到
充满动漫元素的海口侨中里文化街游玩，《光景·
钟楼》光影秀将在钟楼再现，骑楼老街中山路非遗
馆也将向市民游客展示醒狮手工艺。假日海滩、
华彩杰鹏游艇会及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
也可让市民游客海上体验别样“速度与激情”。

今年“五一”期间，海控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
深免海口观澜湖免税城、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cdf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等4家免税购物网点也将
举办优惠活动，从酒水到香化，从精品穿戴到黑科技
的电子产品，消费者可尽兴购物、满载而归。

4月29日，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枝文化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荔枝种植基地开
幕，多家企业在现场签订了购销合同。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4月29日，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枝文化
节现场，全国各地的客商与陵水荔枝种植企业洽谈采购。

4月29日，2021年中国荔枝开采节暨陵水荔枝文
化节现场，网红主播现场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