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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7月7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陈冰）7月7日上午11时
前后，南海热带低压中心在陵水黎族
自治县英州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7月7日16
时，陵水三防办发布报告，截至当日
16时，全县未发生灾情险情。

7月6日9时起，陵水县全面启
动防汛防风Ⅳ级应急响应。各乡镇、
各部门按照三防工作职责进入临战
状态。据悉，7月6日8时至7日12
时，陵水县最大降雨量点是66.6毫

米，在该县光坡镇分界洲岛码头，监
测到最大风出现在英州镇高速路，风
力达7级。

截至7月7日早上8时，全县33
宗水库（除正在腾空库容进行除险
加固的黎跃水库）总蓄水量6524.85
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35.2%。

陵水县农村农业局开展汛期渔
船回港避风工作，对停靠在陵水县各
地的渔船进行认真细致的登船摸排
检查，现停靠陵水县内各港口渔船共
1800艘。

本报石碌7月7日电（记者肖
开刚）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7月6
日至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部分地
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
雨的天气。为此，昌江相关部门积
极做好防御工作，特别是全面加强
对35座漫水桥的管控，确保群众出
行安全。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7
日从昌江三防办了解到的信息。

为了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昌江对全县漫水桥进行了全面摸底
排查，共查出有35座漫水桥。随后
部署交通部门和各乡镇成立巡查小
组、安保小组，确保漫水桥监管责任
落实到人，同时明确农村公路养护
站要及时上报漫水桥情况，在漫水
桥旁设立警示牌，必要时要派人值
守，拉警戒线或警戒栅栏。

昌江

全面加强35座漫水桥管控
本报临城7月7日电（记者张

文君 通讯员王逵）为防范热带低压
来袭，临高560余艘渔船已回港避
风，人员全部上岸。临高有关部门
还安排人员在渔港进行24小时值
班值守。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7
日从临高县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7月7日上午，记者在临高县调
楼镇武莲渔港看到，临高县农业农

村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工作
人员正在渔港开展检查，督促各项
防风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确保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临高全县有560余艘钓业渔船
符合出海作业。热带低压来临，我们
通过微信和渔业电台通知在海上作业
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临高县农业农
村局渔业发展室主任黄权东说。

560余艘渔船回港避风

临高

本报三亚7月7日电 （记者徐
慧玲）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7月7
日，三亚出现较强降雨天气。为做好
防御工作，三亚有关部门实施24小
时值班制度，积极部署防御台风各项
措施。截至7月7日18时，三亚江河
水库运行平稳，水、电、气、通信、交通
正常，城市运行平稳。

为防范城市内涝，三亚住建部门
组织500余人对该市道路低洼地、重
要排水口等地的排水设施进行排查，
并疏通清理排雨水管道，预置了应急

强排车辆、挖掘机及其他抢险设备
106台。三亚资规部门派出检查组对
该市10个地质灾害点进行排查，并安
排观测员上岗值守，随时协助撤离群
众准备等工作。

此外，三亚还积极做好“五网”的
排查检查工作。三亚供电部门排查
并整改输变配电设备设施隐患23
处，累计清理输电线路树障590棵，
配网线路树障359棵；环投集团安排
143人次对供排水设施进行全面“体
检”，确保重点设备正常运行。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柯竞舟）随着琼州
海峡风力减弱至8级，海南铁路
轮渡（北港—南港）航线于7月7
日18时起复运。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7月7日从海南铁路轮渡了
解到的。

接到复运通知后，海南铁
路南北港加派工作人员到地磅

处值守，引导车辆有序进港待
渡，引导司机旅客提前通过手
机预约购票，加强汽车安检绑
扎，确保港口复运安全有序，
全力输送滞留旅客、车辆离
岛。

海南铁路轮渡提醒，出岛旅
客车主可关注“铁路轮渡”微信公
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过海。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符转 莫衍聪）海南日
报记者7月7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
务段了解到，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
弱，部分进出岛列车已恢复开行，具
体时间车次如下：

1.7月6日哈尔滨西开Z111次
继续运行至海口，7月7日Z112次
恢复海口始发；

2.7月6日上海南开K511次继
续运行至海口，7月7日K512次恢
复海口始发；

3.7月6日郑州开K457次继续
运行至海口，7月8日K458次恢复
在海口始发；

4.7月6日长春开Z385次继续
运行至海口，7月8日Z386次恢复
在海口始发。

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恢复开行 海南铁路轮渡复运

关注热带低压

风过雨歇
琼岛无恙

陵水

全县未发生灾情险情

三亚

排查值守10个地质灾害点

交通
出行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苏庆明）海南
日报记者7月7日从省旅文厅了解到，由该厅
和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以下简称WRTO）共
同主办的2021年（第二届）世界研学旅游大
会将于7月15日在海口召开，政商学界参会
人士将为海南研学旅游发展献计献策。

本次世界研学旅游大会由一个全体大
会和“自由贸易港背景下研学旅游促进全
球跨文化交流和青少年的成长”“探寻海洋
文化 创新未来教育”两个平行研讨会组
成，邀请相关政府部门、WRTO会员单位、
投资机构、研学旅游服务商、媒体等代表参
加，为海南推进研学旅游发展提供智力支
撑，促进研学资源整合，共同打造海南研学
旅游IP。

“海南研学旅游资源丰富独特，且现在
正在全力推进自贸港建设，所以我们选择在
海南线下举办此次大会。”WRTO中国区负

责人说，大会报名非常踊跃，表明研学旅游
市场热度高，也体现了选择海南是正确的。

据悉，大会上，WRTO将与海南日报智
库共同发布《海南研学旅游白皮书》，此外还
将发布10条海南研学精品旅游线路，并在
携程、去哪儿网、途牛等OTA平台上线推
广销售。

大会还将组织参会嘉宾及媒体考察海
南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并举办“把海南放进
你的书架”主题图片展，全方位宣介海南研
学旅游资源。

“亲子游 青春季—— 2021年海南夏
天‘童’Young嗨”暑期联合营销推广活动
将在此次大会上正式启动。该活动包括

“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亲子印记‘趣’在
海南”“热力全开 花Young海南”三大板
块，本次大会是“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的主
体活动。

世界研学旅游大会
7月15日在琼举办
将发布10条海南研学精品旅游线路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昂颖）连日
来，“青春中国”第17届全国校园美育电视
选拔活动（海南选区）暨2021年“国兴筑梦·
青春中国”海南省青少年才艺大赛海选活动
相继在万宁、琼海、海口、儋州、五指山、三亚
等地拉开帷幕。

海选现场，热爱艺术的参赛选手们激情
饱满，呈现出的作品或热情激荡，或温婉悠
扬。他们通过声乐、舞蹈、诗朗诵、器乐演
奏、书法绘画等多种形式，向党送上生日祝
福，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添青春亮色。

“所有节目均是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
具有积极向上、贴近生活、独具匠心的特
点。”大赛组委会负责人杨全海表示，本次参
选的节目，既体现了海南省青少年艺术素质

教育的丰富性，也呈现出海南优秀传统文化
的多元性。

本届大赛自 5 月启动以来，已有近
5000个节目报名，吸引了全省各地的青少
年参与。大赛遴选出的各类别、各组别优秀
选手将挺进全国校园美育电视选拔活动（海
南选区）决赛。

大赛由团省委指导，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省青少年
活动中心、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共同举
办，旨在为喜爱艺术的青少年搭建施展艺
术才华的平台，发掘和培养一批青少年艺
术人才，进一步促进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
及自贸港青少年艺术素质教育事业的蓬勃
发展。

海南省青少年才艺大赛海选活动火热进行

竞逐青春舞台 展示青春风采
7月7日，在海口港海域，大批船只停靠避风。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7月7日上午，陵水供电局工作人员在对高于电线的树枝进行修剪。

(陵水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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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 7日讯（记者孙
慧 习霁鸿）7月7日11时前后，南
海热带低压中心在我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英州镇沿海登陆。受南海热带
低压影响，这几天我省各地有明显
降水。

7日20时，该热带低压中心位

于北纬19.2度、东经107.8度，距离
越南清化市东偏南方向约 225 公
里。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3公里左
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变化不大，将于8日早晨在越南北
部沿海一带再次登陆。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7月6日

8时至7月7日6时，海南岛北部、东
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
雨，个别乡镇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
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口、昌
江、定安、澄迈、屯昌、琼海、临高、万
宁、琼中、陵水、三亚、乐东12个市
县共35个乡镇（区）雨量超过50毫

米，海口、昌江2个市县共3个乡镇
（区）雨量超过100毫米，最大为海
口城西镇148.4毫米。

受其影响，7日夜间，北部湾海
面、海南岛四周海面、海南岛陆地和
西沙群岛附近海面，仍有较强风雨
天气。

南海热带低压昨在陵水沿海登陆

我省多地有明显降水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赵优）7月6
日，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三亚
市人民政府主办，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携程
集团承办的ITF全球旅行者大会暨2021年
中国（海南）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论坛在三
亚启幕。国内文旅部门代表、旅游企业代表
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海南自由贸易
港旅游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分享和交
流，共话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发展空间
及机遇。

当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
习农等业内多位专家分别进行主旨发言，
三亚、青岛、澳门旅游局代表，以及澳大利
亚、韩国相关机构代表等围绕“新消费浪
潮下的全球自贸港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这
一话题，为现场嘉宾分享了旅游产业发展
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来自世界自然基金

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以及研
究机构、高端酒店、大型旅企、旅游博主、
免税企业、消费品牌的代表，围绕“体验经
济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和海南旅游平台
创新”“海南旅游消费创新与品牌年轻化”

“Z世代如何创新引领国际旅游消费新格
局”等议题，以演讲和对话的形式畅所欲
言，在观点碰撞中进行充分的交流，也大
大拓展了本次论坛的国际化视野。

《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倡议书》也于
当天发布，呼吁建立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
的沟通平台，探索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的
合作模式，鼓励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的消
费创新，推进全球自贸港发展的机构建
设，以期海南自贸港建设能够为全世界的
自贸港经济发展和模式创新提供独特的
中国经验。

2021年中国（海南）全球自贸港旅游发展论坛三亚举行

助推海南自贸港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万城7月7日电（记者袁宇）7月7
日，万宁市旅文局推出4条骑行旅游线路，
邀请游客暑期到万宁骑行旅游，4条路线分
别以海景、乡村、生态以及美食为主题，串联
万宁的优质旅游资源。

其中以“拥抱蔚蓝大海”为主题的骑行
线路，从万宁市区（万城镇）出发，经长丰
镇、石梅湾、礼纪镇到达神州半岛，一路上
经过百年黎族村庄文通村、美丽海湾石梅
湾、风景旖旎的神州半岛，游客可以在层层
翻涌的海浪前打卡，吹着徐徐的海风，感受
万宁魅力。

以“畅享惬意旅途”为主题的骑行线
路，从万宁市区（万城镇）出发，经长丰镇、
石龟水库、万宁首创奥特莱斯、兴隆国家绿
道，一路上鸟语花香，河水潺潺，风光旖
旎。同时，这条线路上还有万宁首创奥特
莱斯购物中心，除了能够选购伴手礼外，还
汇聚了五湖四海的美味佳肴，让游客能够
大快朵颐。

以“‘乡’遇美好时光”为主题的骑行线

路，从万宁市区（万城镇）出发，经过大茂镇
到达万宁“乡村百花园”之一的竹埇村，该村
以“竹”为名，竹元素渗透在每一处风景中，
房前屋后成片的竹林、古老的竹制品、充满
艺术气息的竹屋等等，具有独特的景色与骑
行体验。

以“醉氧绿色自然”为主题的骑行线路，
从万宁市区（万城镇）出发，通过长丰镇到达
兴隆，这条线路不仅能够感受到清新的空
气，清幽的环境，在凤凰山瀑布附近还有一
个对骑行游客颇具挑战的大长坡，骑友可以
在这条线路上一边领略大自然的风采，一边
提升骑行技巧，两者相得益彰。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正
围绕建设精品体育旅游城市的目标，策划旅
游产品，其中自行车作为一项具有魅力的体
育运动，也是万宁市打造体育旅游消费新业
态的支点之一，将围绕生态、乡村、海湾、运
动等，以不同特色的景观、风土人情和丰富
多样的体验项目，吸引游客来万宁骑行，近
距离感受万宁的美丽风景。

万宁推出4条骑行旅游线路

串联旅游资源 共享魅力万宁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
约记者高春燕）海南日报记者7月7日从省
考试局获悉，2021年我省普通高考录取工
作于7月9日开始，考生可通过4种渠道查
询录取结果。

4种渠道分别是：一、海南省考试局官
方微信平台查询：考生可通过关注海南省
考试局微信公众号“海南考试”（微信号：
hnkswx），点击“高考服务”菜单登录海南
考试微应用查询；二、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
站查询：考生可通过海南省考试局官方网

站（ea.hainan.gov.cn），点击“2021年海南
省高考报名系统”登录查询；三、高考报考
卡二维码查询：考生可通过手机（微信）扫
描报考卡上的个人二维码查询；四、海南省
教育厅官方微信平台查询：考生可通过关
注海南省教育厅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省
教育厅”（微信号：hnsjytwx），点击“高考
服务”菜单登录查询。

省考试局提醒广大考生，查询录取
结果请认准官方查询渠道，切勿上当受
骗。

我省普通高考录取工作明日启动
考生可通过4种渠道查询录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