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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岛免税

海南9家离岛免税店
发放购物优惠券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李学锋）10月
1日，省商务厅组织9家海南离岛免税店通过

“码上办事”的消费一码通，开始为离岛旅客
发放优惠券。

消费者可登录海南“码上办事”App或
在微信、支付宝搜索“码上办事”小程序，进入

“码上办事”的消费一码通专区后，即可领取
优惠券，领取成功后可在“我的卡包”中查看
优惠券详情，了解各张优惠券的具体使用规
则。在优惠券有效期内，到店购买离岛免税
产品时打开“码上办事”展码支付，即可享受
相应券面金额的优惠。

畅游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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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3日讯（记
者邓海宁 习霁鸿）国庆欢乐
周，出游正当时。10月3日是
国庆长假的第三天，Hi游海口

“国庆七天秀”系列活动持续推
出，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外出游
玩，享受美好假日时光。

当天，海口西秀海滩热闹
非常，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
伏，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主办的“庆国庆，海口
欢乐海岸沙滩活动”正在这里
举办，活动内容包括一球定乾
坤、力争上游、鲤鱼跃龙门、靶
向施标、守正创新、冲刺美好
新生活、敢闯敢试、万众一心
等七大类群众喜闻乐见、参与
度高的沙滩体育运动项目。
本次活动从10月 1日起连续
举办3天，吸引了大量市民游
客参加。

走进长影环球100奇幻乐
园，放眼望去如同一片红色的
海洋，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飞
舞，一盏盏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乐园内可爱的玩偶也系上了鲜
艳的红领巾，浓浓的国庆节日
氛围扑面而来。今年国庆假
期，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将
新潮与传统交融，推出了丰富
多样、充满创意的节日活动，盛
世中国开园秀、童趣玩偶表演、
黎族特色竹竿舞、欢乐非洲鼓、
民族潮流舞蹈秀及新国潮爱国
主题电音狂欢派对等精彩的演
艺节目在园区一一登场，让游
客仿佛置身欢乐的海洋。

除了精彩难忘的表演，长
影环球100奇幻乐园还精心准
备了“花式表白我的国”“小勇
士爱国大作战”“爱国知识大比
拼”等爱国主题互动游戏，现场
众多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气氛
十分热烈。

今年国庆假期，海口热带
农业科技博览园为市民游客准
备了丰富的科普大礼包，吸引
了众多亲子家庭游客前往到访
打卡，大受欢迎的科普课程也
再次返场，其中“海南人的椰子
世界”用科学的知识解读海南
人生活里的椰子密码，“见血封
喉”为市民游客揭开传奇故事
里的植物秘密，一起了解古人
利用见血封喉树的科学依据，

“植物笔记”则让市民游客了解
植物背后的语言，探索各个国
家的国花国树文化。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李梦楠

“亚特兰蒂斯，我来了！”10月3日，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来自重庆的游客唐
睿和家人在办理入住后，迫不及待地奔
向水世界，“解锁”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
旅游博主推荐的各大水上运动项目，尽
享水上乐园的奇妙之旅。

打卡大型金枪鱼开鱼仪式、品寰球
美食盛宴、看美人鱼水下表演和水上飞
人秀、感受童话般的海底奇遇……国庆
假期第三天，三亚·亚特兰蒂斯精心推
出大型的寰球美食盛宴等一系列国庆
特色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选择，自助
餐厅、水世界、水族馆等场所，游客络绎
不绝，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旅游消
费市场持续火爆。

当天上午11时许，一场美轮美奂的
美人鱼表演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波塞冬
湾浪漫上演。摆动着纤长、艳丽的“鱼
尾”，翻转、舞动，身姿绰约的“美人鱼”化

身花朵，在海底翩翩起舞。“翩若惊鸿，婉
若游龙。”看完整场演出，来自河北石家
庄的游客薛斌不禁感慨。

“这次大型人鱼演出的主题是‘花开
富贵’，象征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之
情。”三亚·亚特兰蒂斯公共关系总监徐
翔宇说。

除了精彩的表演和刺激的水上运动
项目，三亚·亚特兰蒂斯还专门打造了大
型自助餐等美食活动。“旅游+美食”巧妙
融合，俘获游客“芳心”，让饮食成为这个
假期的旅游消费新亮点。

龙虾、扇贝、鱿鱼……“这次假期，就
是专程来三亚吃海鲜的。”面对琳琅满目
的各类美食，让薛斌一家有些“左右为
难”，“菜品多，味道好，我们都很喜欢，就
连平时挑食的女儿今天也吃了不少。”薛
斌频频点赞。

徐翔宇介绍，10月3日17时30分至
21时30分，三亚·亚特兰蒂斯的两大自

助餐厅——番红花和七彩晶联合推出超
大规模的寰球美食盛宴，宾客可在两家
餐厅连通的空间中畅享多达38个档口
的300余种美食及数十种酒水饮品。

当天18时 18分许，在轻快欢乐的
鼓点声中，重达200斤的大型金枪鱼开
鱼仪式更是让现场宾客大开眼界。“我
张开双手都没有这条大鱼长呢！”活动
现场，6岁菁菁伸开双臂，开心地和眼
前的金枪鱼合影。不一会，慕名前来的
游客把开鱼现场围得水泄不通，站在后
排的人们纷纷踮起脚尖举着手机、相机
拍照留念。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薛斌一家走
出餐厅，他们惊喜地发现，不远处的水世
界又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国庆期间，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
9点，一会还有精彩的烟花秀呢。”听到工
作人员的介绍，薛斌一家不禁加快了脚
步，“这个假期来海南，太值了！”

（本报三亚10月3日电）

三亚·亚特兰蒂斯推出大型自助餐等精彩活动，丰富假期旅游业态

好看好吃好玩 有趣有味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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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10月3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驾车前往位于三
亚海棠区的蜈支洲岛旅游区，距离游客中心1.3公
里时遇堵车。10分钟后进入游客中心，记者看到，
里面游客虽然很多，但现场秩序井然，有10多个安
全检查与温度测量通道同时为游客提供服务。

蜈支洲岛旅游区营销总监黄维东说，入岛游客
10月1日5000多人，10月2日8000多人，10月3日
预计达到1万人，每天都超出节前预期1000多人。

黄维东虽然只有37岁，但他有13年党龄，是海
南旅游战线一名老兵，有着12年的旅游营销策划经
验。今年国庆节，蜈支洲岛营销团队紧扣时代脉搏，
策划“告白祖国”主题活动，送游客“我爱你，中国”主
题口罩，引导游客与国旗互动，邀游客水下种珊瑚
等，激发广大游客爱国热情。

“今年国庆节，散客、自驾游客比较多，服务要更
细致，不仅要做好旅游接待，更要做好疫情防控。”黄
维东说，他早晨8点前就到岗，提前检查每一台设备，
来回巡视每一个岗位，确保接待服务工作万无一失，
蜈支洲岛旅游区必须努力展现海南旅游服务水平。

蜈支洲岛每天接待大批游客，随时都有各种突
发情况发生，作为营销总监，黄维东必须第一时间处
置。10月3日上午，一群即将登岛的游客中有位老
人突然感到有点不舒服，不想登岛了。黄维东得知
后，立即赶到现场了解老人身体状况，然后请工作人
员扶老人到休息区并进行陪护，让老人的同伴们能
够安心登岛游玩。

2009年，黄维东踏上海南这片热土，12年深耕
海南旅游营销，从传统旅行社到OTA平台、票务分
销系统，从三亚千古情、美丽之冠大剧院到蜈支洲岛
旅游区，黄维东积极学习，不断探索，从一名普通的
业务员成长为国家5A级景区营销总监。

每逢节假日，黄维东都是吃住在景区。“国庆节，
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放松休息的时间，但对我们旅游
从业者来说，是一年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候，作为共
产党员，作为部门负责人，我必须带好头。坚守岗
位，就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黄维东说。

（本报三亚10月3日电）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海口开幕

六大主题活动等你来嗨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

员李艺娜）9月30日晚，2021海南沙滩运动
嘉年华在海口白沙门公园沙滩正式启幕。此
次活动围绕六大主题，开展百余场沙滩体育
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来海南参与沙滩运
动，促进“体育+旅游”的深度融合。

欢快的歌舞《welcome to 海南》拉开
2021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开幕式序幕。开
幕式上，海口、三亚、文昌、万宁、乐东和儋州
六个市县代表亮相并授牌。在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中表现亮眼的海南沙滩排球运动
员秦成达、陈秀峰、林美媚、谢虹、高紫娜、杨
佳佳也惊喜现身活动现场，向大家分享此次
参加全运会的感受，呼吁人们多多体验沙滩
运动。

据了解，2021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活
动从9月30日持续至12月5日。除海口站
以外，还将陆续在三亚、文昌、万宁、乐东、
儋州等市县分别陆续推出以“活力沙足”

“沙滩街球”“热浪沙排”“沙滩挑战”“落日
沙马”“花海游跑”为主题的系列沙滩体育
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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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活动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儋州屋基村新项目营业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儋州那大镇屋基村爱尚
玫瑰园景区国防教育拓展旅游新项目，10月
1日正式接待游客。10月2日，屋基村迎来
高峰期，当天接待游客1289人次。

屋基村爱尚玫瑰园景区占地3000亩，遍
地开满红色、紫色、白色、黄色的玫瑰花，成为玫
瑰花的海洋。“村党支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创
新旅游体验，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为村
民致富搭好台。”儋州市农村优秀回引人才、屋
基村委会干部许永强说，党支部支持投资商投
资30多万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国防教
育拓展旅游项目，建成红色科教文旅综合体验
基地。

屋基村的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拥有明代将
军雕像和将军墓、800年土坛树、明代符南进
将军纪念馆、中国农业公园乡愁博物馆、鹭鸶
湿地生态展示馆、爱尚玫瑰园等景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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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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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支洲岛旅游区营销总监黄维东：

坚守岗位，就是送给
祖国最好的生日礼物

➡10月3日，由省旅文
厅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
杯”2021年海南省帆船帆
板公开赛在海口西秀海滩
帆船帆板训练基地举行，来
自我省各地的200余名群
众参加帆船和帆板比赛。
图为学生参加帆板比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国庆假期，前来三亚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
区旅游度假的游客络绎不
绝，自驾游、家庭游的客人
居多。市民游客漫步在热
带雨林中赏花观景，登高
望远。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登高赏景

扬帆踏浪

海口美兰边检民警:

守一道“门”护一座“城”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朱雯娴 庄明

润）10月1日，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将海
口美兰机场装扮一新。

“你好，请摘一下口罩。”凌晨4时许，对
10名出境的机组人员一一完成人证对照后，
海口美兰边检站的民警李永希又马不停蹄登
上飞机开展清舱检查。

根据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自8月
初，美兰边检站正式开始实行“7天封闭执勤
管理+7天离岗封闭管理+7天居家健康监
测”的独立作战单元勤务模式。

得知这个勤务班次连续14天封闭执勤、
横跨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不能回家，李永希这
位老党员主动向队长请缨，负责飞机监护岗
位工作。

勤务结束后，李永希在指定区域严格按照
防疫要求完成全身消杀、脱卸防护装备等环
节。由于身体的原因，每次穿脱防护服，他的
双手都在不停颤抖，但他却一丝不苟地严格按
照穿脱流程规范操作，确保防疫万无一失。

“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把好了国门口岸
外防输入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守护了这座城
市的平安。”说起牺牲和奉献，李永希笑着摆
摆手，觉得自己所做的不值一提。

据统计，从今年1月截至9月30日，美兰
边检站共检查验放国际货运航班480余架
次、机组人员近48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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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

10月3日，在三亚·亚特兰蒂斯自助餐厅举行的200斤金枪鱼开鱼仪式吸引顾客围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