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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5月 6日讯 （记者赵
优 通讯员李艺娜）刚刚过去的“五一”
假期，旅游市场再次迎来出游高峰。
5月6日，省旅文厅发布统计数据显
示，2021 年“五一”假日 5天（5月 1
日-5日），全省旅游接待游客295.31
万人次，同比增长121.1%，与2019年
同比增长 43.0%，实现旅游总收入
40.96 亿元，同比增长 312.2%，与
2019年同比增长73.3%，我省旅游市
场全面复苏。

这个假期，全省旅游系统以“安
全、秩序、质量、效益、文明”为工作
目标，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重点抓

好旅游景区景点疫情防控工作，保
持安全生产高压态势，加强旅游文
化市场综合整治，丰富产品供给和
提升服务水平，旅游市场运行平稳
有序，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涌现出诸
多亮点。

假日期间，全省各市县突出本地
旅游特色，围绕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
求，推出涵盖亲子玩乐、康养度假、水
上运动、红色旅游、乡村休闲、非遗体
验、体育健身、文化演艺、户外露营、美
食购物等主题的旅游产品、线路、节庆
活动和优惠措施，受到游客欢迎，各地
旅游市场繁荣兴旺。

同时，随着游客出游观念的改
变，以及全省旅游交通道路提速升
级、旅游标识标牌不断完善，也让自
驾游成为出游主流。针对跨省长途
旅游热度高这一特点，我省各大酒店
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同时，依托
周边景区资源，组合主题活动和文化
体验，推出综合性体验产品，为游客
提供一站式旅游套餐，让游客能够

“住下来、有得玩”，把“客流”变成“客
留”。

与此同时，博鳌田园小镇延续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的“网红”热度，
吸引众多游客纷纷前往周边的沙美

村、南强村等椰级乡村旅游点打卡。
同时，全省各市县椰级旅游点也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感受乡村悠闲、体验特
色民宿。延续清明节红色旅游的热
潮，海南解放公园、五指山革命根据
地、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乐东莺
歌海党建文旅基地等革命纪念地、纪
念馆和红色旅游景点成为众多游客

“五一”假期首选目的地。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紧抓

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全面实施门票预约制，将流
量管控入关口前置，引导游客有序进
入、错峰游览。对团散通道、游客中

心、卫生间等游客可触碰的公共区域
进行每日多次消毒，为游客筑牢安全
屏障。同时，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各大景区推出系列优惠
活动和组合产品，丰富游客选择，提升
游客体验。

“五一”前，我省正式启动为期6
个月的旅游消费市场综合整治，严
厉打击旅游消费市场各类违法违规
经营行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和游客满意度。假日期间，我省旅
游行业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各大景区没有出现游客超最大承载
量的情况。

“五一”假期我省旅游收入40.96亿元，接待游客超295万人次

海南旅游市场全面复苏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林
慧）办理全省首单离岸贸易项下贸易融资业务、上
线“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应用、与国际投资“单一
窗口”实现系统对接……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下简称海南农行）获悉，
自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南农行强力推进跨境
融资便利化，以金融创新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为有效提升融资放款效率，海南农行去年已成
功上线“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应用，依托区块链平
台成功办理该行首笔出口应收账款融资业务，为某
贸易公司办理六笔金额出口押汇业务，有效帮助企
业降低融资风险以及提升融资效率。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推动区块链平台在“出口
应收账款融资”“企业跨境信用信息授权查证”“服
务贸易对外支付税务备案信息网上核验”及“资本
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真实性审核应用”等应用场
景下的使用，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此外，海南农行积极响应自贸港离岸贸易试
点业务，办理全省首单离岸贸易项下贸易融资业
务，其中创新办理离岸贸易项下跨行贸易融资业
务超1700万美元，离岸贸易项下进口信用证押汇
业务超4900万美元，加快提升海南自贸港金融开
放创新和贸易投资便利化。

而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招商引资、引导重点产业
发展方面，海南农行也积极服务海南总部经济，重
点对接重大落地项目，大力支持重点招商企业，截
至目前，已成功对接项目660余个，有融资意向项
目150余个，融资需求超850亿元，对总部企业已
批授信近410亿元，投放贷款近200亿元。

海南农行以金融创新
助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日前，由中国建筑第八
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建的美兰空港一站
式飞机维修基地（一期）项目1号大修定检机库大
门吊装完成。目前，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收尾阶
段，预计7月底完成竣工验收。

据了解，1号大修定检机库大门属于高推拉
门，长156.6m、高21m，共1樘8个独立门扇，每
扇重27吨。此次大门吊装采用2台100吨汽车
吊车为主吊进行双机抬吊，3台50吨汽车吊车为
辅助进行大门移位、吊装。1号机库大门吊装完
成，标志着整个机库单体实现整体封闭，项目进
入内部设备安装及细部装修施工阶段。

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一期）项目建
成后将以飞机定检大修、航空改装喷涂、附件修理、
航材交易、技术服务及航空维修研发项目等为核心
业务。目前，项目招商工作已全面展开，各功能区
均已确定意向入驻企业，并进入合同谈判阶段。

未来，美兰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将以现
有航司基地维修为产业基础，将分阶段引入第三
方飞机维修、飞机维修OEM、航材库等，力争3年
内成为国内维修深度最大、综合能力最强的一站
式飞机维修基地，形成服务于全球市场的一站式
飞机维修平台，打造媲美新加坡航空维修规模的
全球飞机维修枢纽。

美兰空港一站式
飞机维修基地7月底竣工

近日，5台汽车吊车合力吊装美兰空港一站式飞
机维修基地（一期）项目1号大修定检机库大门。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摄

许侠夫（1901–1927）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百年壮阔海南潮

许侠夫，原名许声鹏，海南文昌
县（今文昌市）人。1921年，许侠夫随
长兄许声鸿到马来西亚谋生。1923
年，他离开马来西亚回国，进入暨南
大学读书。1924年，暨南大学迁往上
海，许侠夫继续在暨南大学社会科学
系就读。在上海，他参加了由琼崖留
沪进步青年组织的琼崖新青年社，积
极参加社会活动，参与出版《琼崖新
青年》（半月刊）杂志，宣传革命思想。

1925 年秋，许侠夫加入中国共
产党，积极投身上海学生在英租界
进行的反帝斗争的“五卅运动”。
1926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回琼崖参
加党的领导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
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琼崖
地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随后以广东
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琼台师范学
院）教员身份，在师生中积极宣传马
列主义思想，领导开展学生运动。

1927 年 4 月 22 日，琼崖以黄镇
球、叶肇为首的“琼崖清党委员会”，在

海口、府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
行疯狂的血腥屠杀，制造了四二二事
变。在群众掩护下，许侠夫同琼崖地
委委员罗文淹等一起潜回文昌农村，
并以琼崖地委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文昌
县的工作。他首先在东阁、文教一带
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带动宝芳、头
苑、昌洒、水北、抱罗、抱锦、公坡等乡
的党组织逐步恢复与发展。同年 6
月，许侠夫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委
员。他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在溪西
村（今文教镇）主持召开中共文昌县
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文昌县
委，并担任县委书记。在县委的领导
下，全县各地农村逐渐恢复和建立了
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团和劳动
童子团等群众团体。县委领导建立
革命武装队伍，在农民自卫军的基础
上，成立有100多人的文昌讨逆革命
军（7月改为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五路
军），谭明新任指挥，许侠夫任党代
表。同年8月24日，谭明新、许侠夫

指挥文昌讨逆革命军在湖山溪尾地
区与文昌县反动县长邢森洲带领的
反动武装开展激战，击毙敌军官兵多
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9 月，许侠
夫率领讨逆革命军围攻文教墟反动
民团，打死打伤敌兵多人；紧接着又
率领讨逆革命军攻打宝芳、新桥、水
北等民团据点。12月4日，许侠夫和
改编的工农革命军一连连长陈功
泰、二连连长郭书椿等带领部队在文
昌县水北乡赤土村集训，准备伺机攻
打文昌县城的敌人据点。但由于机
密泄漏，被国民党县长邢森洲察觉，
第二天，工农革命军两个连的指挥
部遭到国民党联防队邢谷美部、邢
东雄部和文昌县县兵连黄直悟部的
突然袭击，工农革命军英勇抗击。
国民党驻军 33 团黄世英部援兵赶
来，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陷入
敌人包围。工农革命军决定突围，
部队行至廷仁坑时许侠夫不幸中弹
牺牲，年仅26岁。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文欣）5月6日，海南省
中小学“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暨“方寸忆党史 书信
寄党情”书信征文大赛在海口启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海南省教育厅党委高度重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在全省中小学组
织开展“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活动，策划了“首届全省中
小学师生德育情景剧大赛”、“方寸
忆党史 书信寄党情”书信征文大
赛、“献礼建党百年唱响红色主旋
律”歌唱比赛、“传承红色基因 寻访

红色足迹”研学活动等13项主题活
动，引导全省中小学生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此次“方寸忆党史 书信寄党
情”书信征文大赛由海南省教育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组织策
划。启动仪式前，省教育厅已经组
织学生代表，在红色娘子军成立90
周年之际，给红色娘子军写一封
信。这些信件感情真挚、催人奋进，
由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拍摄成为视
频，在网络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嘉积5月6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活动
承办单位获悉，在建党100周年、红
色娘子军连队成立90周年之际，由
中央芭蕾舞团演绎的世界经典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6月2日将在琼
海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主会
场上演。此次演出为公益性演出。

据悉，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
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事迹为素材，围绕
庞琼花为代表的一批琼崖年轻女性，
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
表现了旧社会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为自由而战、为妇女解放而
战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节。

该剧自1964年首演以来，57年
间在全球演出近5000场，饱受赞誉

经久不衰，作为红色娘子军的真实
历史发生地，今年将是首次荣归故
乡琼海完整演出全剧。除了在琼海
演出1场之外，6月4日至5日，该剧
还将在海口演出两场。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剧的演
出，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旅部和中国
文联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

140部作品之一，是从全国范围遴选，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主题创作的、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作
品。作品不仅在线下演出，还将以文
旅部政府门户网站、学习强国平台、中
国文艺网为视频播出主平台，统一发
布视频演出，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在琼海首演
公益性演出 时间为6月2日

海南省中小学书信征文大赛启动

方寸忆党史 书信寄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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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启动
海南可推荐8人
予以重点支持和培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文
欣）日前，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教
师发展基金会启动2021年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根据推荐指
标，海南省可从全省乡村学校（乡中心
校、村庄学校）任教的教师中推荐出8
位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参与该计划。

根据要求，每个市县（区）向省教
育厅推荐的人选应控制在2人以内。
参与遴选的教师年龄原则上应在35
周岁以下，同时应有在乡村学校任教
5年以上的经历且目前仍在乡村学校
任教。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实施的名师领
航工程，将把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分批纳入名师工作室进行培养，或
采取其他培训方式开展能力建设。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把入选的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纳入当地骨干教师、名师等
培养序列，予以重点支持和培训。

此外，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将出
资对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师进行表
彰，每人一次性奖励1万元。同时鼓
励社会力量对入选的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采取多种形式予以资助支持，促进
其专业发展。

定安出台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行动方案

力争用三年
补齐生态环保短板

本报定城5月6日电（记者叶媛媛）海南日报
记者从定安县委办公室获悉，该县日前印发《定安
县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将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
局、加强污染源排查治理、打造农村生活污水智慧
环保监管平台等方式补齐生态环保短板，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增强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
得感与满足感。

根据《方案》，2021年-2023年，定安将分生态
环保攻坚、巩固、提高三个步骤分阶段推进生态环
境质量提升。在大气治理方面，定安将坚持“疏堵
结合”，通过逐步扩大禁燃区范围、推进“气代柴
薪”、加快构建以清洁电力和天然气为主体的清洁
能源体系等，在持续打击土法熏烤槟榔、加强秸秆
焚烧管控的同时，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
等综合利用。

在水源质量提升方面，定安将在加快城乡供
水设施一体化的同时，推进塔岭、龙门、新竹、黄
竹、麻罗岭5大水厂建设，保障居民饮用水安全问
题。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定安还将打造农村
生活污水智能监管平台，通过“互联网+移动终
端”模式，远程监控设施运行情况和实时画面，逐
步实现从“末端监测”向“全程监控”转变。

定安县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
是定安的生态环保攻坚年，今年定安将持续在全
县组织开展打击土法熏烤槟榔、秸秆露天焚烧，以
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河湖“清四乱”4项生态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到年底基本解决县域范围内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相关治理保障机制基本建立。

5月6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内的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加紧安装设备，目前，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逐步进
入试生产阶段，其他设备进一步完善。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项目位于洋浦保税港区，占地208亩，总投资35亿元。项目达
产后，预计年产值达50亿元，带动200多人就业，将进一步带动洋浦港航物流、金融、贸易、包装等上下游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5日12时-5月6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1

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1

18

16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生产设备
加紧安装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举办28周年校庆活动

组建专家委员会
深化校企合作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赖文浩 杨颜菲）柠檬、椰
子、水蜜桃……走近一看，这些惟妙惟
肖的“水果”竟是慕斯蛋糕。5月6日，
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举办的28周年
校庆活动上，曹继桐海口烘焙艺术中
心正式揭牌，琳琅满目的蛋糕、面包和
糖艺作品吸引了宾客目光。

该艺术中心负责人曹继桐当天获
聘成为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
委员。据介绍，曹继桐是世界面包大
使团中国区主席、国际美食专业委员
会副主席，连续担任世界面包大赛中
国国家队领队，撰写出版了《糖艺》《西
式面点工艺》等多部专著，是当代中国
烘焙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他表
示，作为专家委员，他将率团队在该校
长期开展教学研究工作，重建该校烘
焙教育教学体系，为海南自贸港培养
更多顶尖烘焙人才。

与曹继桐同时获聘的还有22位来
自行业协会、知名企业、知名高校及学
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每一位专家委员
都有着精深的专业背景、深厚的理论素
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共同组成海口旅
游职业学校专家委员会，以及该校旅游
管理系、餐饮管理系和信息商贸系专家
委员会，将在3年任期内聚焦海南自贸
港建设，围绕产业和专业需求，对该校
师生进行教学和指导，并提供实习实践
机会，加强就业创业引导。

5月6日当天，海口旅游职业学
校还举办了教育论坛、党组织共建、
专业成果展示、“职普融通”合作签约
仪式等一系列丰富的校庆活动，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来自海南省企
业联合会、海南金鹿集团、海南龙泉
集团等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的负责
人来到学生中间，分享自身或企业创
业发展的心路历程，激励学生勤学苦
练、成长成才。

许侠夫：文武双全洒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