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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9月27日电（记者张惠
宁）海南日报记者9月27日从2021年
万宁市国庆假日旅文产品推介会上获
悉，国庆假日即将到来，万宁围绕“体
育+旅游”等新兴产业形态，根据不同
的旅游资源，推出了五条旅游线路，并

从吃、住、行、游、购、娱等方面着手，精
心准备了众多缤纷多彩的主题活动。

据介绍，石梅湾旅游度假区、兴隆
热带植物园、盘古掌冲浪俱乐部、首创
奥特莱斯等在国庆节都将推出丰富多
彩的活动，迎接游客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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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综合

本报三亚9月27日电（记者李
艳玫）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海南
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旅投公司）率旗下企业在三
亚举行“9·27世界旅游日”宣传活动
暨国庆长假与冬春旺季海南旅投特
色旅游产品发布会，整合推出海南
旅投行、购、住、娱等系列全产业链
度假休闲新品套餐，为即将到来的
海南冬春旅游旺季“添柴加薪”，助
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当天，海南旅投公司发布了一

系列丰富多样的度假休闲旅游特惠
套餐产品。

在免税购物方面，9月15日至
10月15日，三亚海旅免税城推出国
庆、中秋、海旅国货节“三节同庆”活
动，香水化妆品每满1000元返500
无门槛现金券，其他品类低至 3
折。同时，住酒店享三亚海旅免税
城9折购物优惠。

在酒店度假方面，三亚悦榕庄
面对情侣、亲子出游群体以及婚庆
市场，推出特色套餐。海旅君澜鹿

回头国宾馆推出亲子乐翻天产品。
在度假出行方面，海汽旅行社

推出五指山红峡谷漂流一日游、儋
州海花岛一日游、琼海一日游、采摘
一日游、休闲采摘两日游、五指山漂
流两日游、琼海杂粮海鲜两日游，以
及“探索气象奥妙、体验采茶农耕”

“研习香文化、竹究论英雄”“传承红
色基因、励志保家卫国”“自然科普
行、放飞航天梦”“传承红色精神、弘
扬民族文化”“秋收悟稻理、农忙润
成长”等多条研学旅游线路。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9月27日，由省旅
文厅主办的“健康游欢乐购·冬日暖
阳享康养——2021年海南康养旅游
推广活动”在海口启动。该活动旨在
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链长、带动性大、

辐射性强的特点，推动海南早日建成
全球重要健康旅游目的地，打造全国
康养旅游目的地新形象。

海南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丰
富、海南政策优势明显，具备康养旅游
绝佳条件。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大背景下，我省通过打造康养旅游产
品、推进海南健康旅游建设工程、布局
一批医养结合示范基地等举措，全力推
进健康旅游高质量发展。目前，我省已
经形成“中医药轻医疗+康养”“运动+
康养”“滨海+康养”“森林+康养”“温

泉+康养”等多个系列康养旅游产品。
在此次2021年海南康养旅游推

广活动中，省旅文厅特别发布海南康
养旅游5大主题精品线路。这些线路
同时在携程、去哪儿、美团等OTA平
台正式上线开售。

据了解，为集中展示海南康养旅
游核心资源和新设计的康养旅游线
路，本次推广活动还组织了旅游从业
者踩点考察，形成丰富的康养旅游主
题线路产品，快速高效地对海南康养
旅游进行集中推介。

三亚中服二期“十一”将亮相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罗霞）“十一”期

间，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以下简称三亚中
服）二期将亮相，届时将开展丰富多彩的促销活
动，为假日消费添活力。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
27日从我省相关企业获悉的。

三亚中服二期亮相后，三亚中服将持续引进国
际一线品牌，丰富免税品种类，满足消费者高奢、轻
奢、潮奢等多种消费需求，及时推出消费者所喜爱的
产品做促销，让消费者真正获利。

“十一”期间，除了全场低至5折起及近百款秒
杀价单品回馈消费者外，三亚中服还将推出“新会员
到店礼”和国庆抽奖活动，吸引消费者到店参与。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9月27日，在省
旅文厅主办的“健康游欢乐购·冬日
暖阳享康养——2021年海南康养
旅游推广活动”中，海南康养旅游智
库正式揭牌成立。作为我省文化和
旅游发展的重要智囊团与资源库，该
智库将以海南省康养旅游发展的全
局性、战略性、现实性问题为主要研
究方向，为海南省文旅发展提供多元
化、高层次的专业支持与智力支撑。

海南康养旅游智库由中国社
科院舆情实验室、中国旅游报社、
海南日报智库、海南省康养旅游协
会发起成立。智库将整合海南省
及合作单位资源，吸引省内外文旅
相关专业人才，建立专业委员会，
为全省康养旅游产业发展部署提
供智力服务，就全省制定康养旅游
重大政策、实施重点项目、推进品
牌建设等重大事项开展专题研讨、
决策咨询、项目论证，有针对性地

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
对策、意见和建议，为工作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此外，智库还将为康养旅游发
展重大问题提供研究成果，为全省
康养旅游业发展提供思路、举措、标
准等支撑，并为全省旅游人才队伍
建设提供智力和资源支持。

当天，海南康养旅游智库还发布
了《海南康养旅游影响力指数报告》
《海口康养旅游影响力指数报告》。

中免集团首家
会员接待中心开业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 （记者周晓梦）9月 26
日，中国旅游集团旗下中免集团首家会员接待中心
在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到达厅正式开业。当天，中
免集团为会员提供了约车、接送等服务，来会员中心
办理业务的前100位会员及新会员均获赠精美礼
品，并向消费者及会员发放价值150元的中免海南
免税店购物代金券。

该会员接待中心由中国旅游集团旗下中免集团
和中旅旅行（海南）有限公司合作运营，为中免会员
提供接送、购物优惠等服务。未来还将满足会员在
海南“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部需求，并将面对高净值
会员提供管家式定制服务。

今年2月初，中国旅游集团投资超百亿元建设的
海口国际免税城结构主体框架封顶，预计2022年正式
开门迎客。届时，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将再添新地标。

2021年海南康养旅游推广活动启动，发布5大主题精品线路

打造全国康养旅游目的地新形象

临高党务工作者业务能力
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陈
俊威）9月27日，临高县委组织部主办、海南省宣传
干部培训中心承办的临高县2021年党务工作者业
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该县113名党
务工作者、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为期3天，内容丰富多样，不仅
设置了如何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党务工作基本知识等
专题教学，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琼崖红军云龙改
编旧址开展现场教学，并观看红色影片《开国大典》。

据悉，本次培训旨在提高临高基层党务工作者
的能力素质和业务水平，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
能和战斗堡垒作用，积极推动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
迈上新台阶。

海南康养旅游智库揭牌成立

海南旅投推动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发布全产业链度假休闲套餐

一是“山钦湾—港北小海—神州半岛—石梅湾—日月湾”三天两晚
畅玩滨海游；二是“龙滚正门岭—神州半岛—石梅湾—日月湾”四天三晚
时尚运动游；三是“兴隆国家绿道—兴隆温泉—神龟山庄—隆苑有机咖
啡庄园—首创奥特莱斯—石梅湾”两天一晚休闲养生购物游；四是“溪边
村—兴隆热带植物园——万宁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会—M1咖啡奇幻工
场—冲浪国家队培训基地”三天两晚缤纷研学亲子游；五是“兴隆东南亚
美食—首创奥特莱斯—市区小吃—港北港海鲜”两天一晚特色风味游。

万宁“十一”推出5条旅游线路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聘钊）9月27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政府获悉，
国庆期间，该区将积极动员各大商场
超市开展以“时尚椰城·畅享消费”为
主题的系列促销活动，依托节假日拉
动辖区经济稳步增长。

国庆期间，美兰机场免税店以“免
税+体验”为主题，全网招募不同年龄
层的“海口免税体验官”，一站式“逛

遍”免税精品，通过其探店体验、购买
体验与产品体验，以现场直播的方式，
向全国推介“海口免税”。同时，美兰
区与“飞猪旅行”等旅游网站联动，云
端发布“cdf免税”代金券与体验券。

此外，望海国际广场、海甸城、明珠
广场、名门广场、国兴大润发、广美汇超
市、千佰汇超市、国美电器新华南店、旺
佳旺超市，以及家乐福南亚店、鹏辉店
等也将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

海口美兰区国庆期间将开展系列促销活动

时尚椰城 畅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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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党委班子成员瞄准“基层至上、消防员
第一”的原则，在前期主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
上，列出11项为基层指战员办实事清单和5项
为群众办实事的任务清单，明确责任部门和完
成时限，定期在党委会上听取情况汇报。

为了抓好为群众办实事各项工作，支队党
委组建党员先锋服务队，围绕“自贸港火焰蓝为
党旗添光彩”主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
实践活动，积极参与文昌市“创文巩卫”活动，定
期为光荣院福利院打扫环境卫生。支队党委书
记、政治委员符居元带领指战员走访慰问辖区
老革命老党员老战士，现场聆听老革命上党课，
为困难群众协调修建便民道路。

深入消防执法改革，严格落实“放管服”政
策，全面优化消防营商环境，做好消防执法服务
的“店小二”和“服务员”。支队长陈小能带领执
法干部为企业单位上门服务，提供技术指导，坚
持多设路标、少设路障，真正把企业的事、老百
姓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来办，传递党和政府的温
暖，树立了队伍良好形象。

(撰文/文昌消防救援支队)

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学、读、讲、看、做”五方面下功夫——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按
照总队党委的部署要求，坚持
高站位、精谋划、早部署，立足
实际、守正创新，以“学党史、
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目
标，着重在“学、读、讲、看、做”
五个方面上下功夫，营造党史
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

“学”就是原原本本地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
指定的教育读本。“读”就是借
助营区小广播，让天天学党史、
天天读党史成为大家自觉行
为。“讲”就是开设指战员夜校，
从党委书记到支部书记、从党
员干部到班长骨干，带头讲专
题党课、上微党课，同时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
专家学者和专业讲解员、解说
员讲述党的历史。“看”就是充
分利用驻地红色资源，开展现
场体验式教学。“做”就是注重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坚持为群
众办实事，为基层办实事。 坚持党建引领 强化组织领导

支队党委成立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及办公室，研究制定方案，细化工
作任务，明确责任清单，对学习教育的
内容、载体、形式、措施以及要求作出具
体安排。每周由“党史办”和机关党委
督导检查各党支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情况，并定期通报，促使各级党组织学

习常态化、工作规范化、程序制度化。
支队设立党建中心，成立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党的会议，建立完
善党建工作八项常态化运行机制，对涉
及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问题和关键节
点以及推进情况进行研判分析和督
办。支队党委定期听取各党支部工作

汇报，党委成员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
度，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工作每半年述职
评议一次，党委中心组学习每月固定进
行，消防救援站每日饭前列队随机抽
问，既原原本本学，又机动灵活考，既集
中安排讨论，又分批组织交流，使大家
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形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通过打造党建长廊、文
化走廊，营造营区党建氛围，使各项活
动阵地化、固定化、制度化、科学化、规
范化。成立“119党员突击队”，设立党
员先锋岗，把火箭发射等重大安保任
务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课堂和现
实考验，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丰富教育形式 加强学习教育

支队党委始终坚持把学习作为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中的重点工作，通过
中心组学习、党支部学习、交流研讨、
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集中学习，组织
全体指战员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学习党史学

习四本指定读本，学习党的百年光辉
历程。成立指战员夜校，设立学习小
组，每周一晚上7时至9时，组织全体
指战员收看新闻联播，集中观看《典
籍里的中国》《故事里的中国》等节目
和《建党伟业》等红色电影，持之以

恒，组织指战员上台交流学习工作心
得体会，开展“党课开讲啦”“火焰蓝、
心向党”和“学党史、谈感悟”活动，支
队主官和各党支部正、副书记轮流为
全体指战员上党课，专职队员为大家
谈感悟，优秀指战员代表为大家讲先

进事迹。积极拓展学习形式，充分利
用饭前5分钟、睡前半小时，百年榕
树下、百年古井旁、开垦的菜地、安保
一线、休息间隙等，开辟党史学习教
育微课堂，充分占领思想阵地，营造
良好学习氛围。

用好特色品牌 用活地域资源

支队充分利用已有的特色文化品牌和驻
地红色资源，丰富党史学习教育载体。依托自
主创办的《消防站的那些事》和《我们的航天消
防》报“一报一刊”特色文化品牌，开辟党建专
栏，刊印党史知识和党建动态。依托营区小广
播开设学党史播音台，每月制定播读计划，每
日晚饭后全体指战员、消防文员、专职队员轮
流做直播，播读党史学习内容，并在直播后播
放红色革命歌曲。

坚持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利用驻地特色
历史文化资源，组织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张
云逸纪念馆、文昌孔庙、冯平故居、符节纪念
馆、符克烈士纪念园等红色基地，开展重温入
党誓词、“清明祭英烈”等主题党日活动，学习
革命先辈的斗争精神。积极探索党建共建新
模式，与文昌市委办、市人大、市编办、财政局、
人社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学习党建工作经验，
通过党日共建活动不断强化社会单位人员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

制定任务清单 狠抓责任落实

A

B

C

D

②②文昌消防救援支队在张云逸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文昌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百年
古树下的党史学习教育“微课堂”。
图片均由文昌消防救援支队提供

①①文昌消防救援支队走进文昌市光荣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