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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李学锋 蔡卓轩）海南日报
记者10月7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今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消费市场活
跃，各大商场等客流量明显增加，重
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大幅增长，免税购
物火爆。

据悉，海口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海口友谊阳光城、三亚夏日百货等10
家重点零售企业10月1日至7日销售

总额比2020年同期增长37.02%，比
2019年同期增长104.14%。

商务部商贸流通业统计分析系
统数据显示，我省52家商贸企业10
月1日至7日测算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43.4%，其中体育娱乐用品成倍增
长，增长率达到275.1%；销售总额比
2019年同期增长149.3%，其中体育
娱乐用品、家具、汽车增长幅度最大，
分别为328.2%、308%、107.2%。

免税消费持续受到青睐。10月
1日至6日，海南9家离岛免税店总
销售额16.35亿元，比2020年同期
增 长 75%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359%。其中，免税销售额14.18亿
元，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68%，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19%；免税购物
人数21.65万人次，比2020年同期
增 长 51%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42%；免税购物件数137.95万件，

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7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249%。

黄金周期间，我省节日市场货源
充足，共有17大类6万余件商品投
放节日市场。全省各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粮、油、肉、禽、蛋、蔬菜等主要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未出现断档、
脱销、哄抬价及限电影响市场等情
况，市场零售均价运行总体平稳。

根据生活必需品及农产品流通

系统监测，粮、油、肉、禽、蛋、菜等6
类主要生活必需品零售均价与2020
年同期相比总体下跌，其中，精瘦猪
肉、蔬菜、花生油、白条鸡、鸡蛋零售
均价同比下跌 32.29%、12.74%、
5.19%、4.00%、1.33%；与2019年同
期相比，6类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下
跌，其中，鸡蛋、白条鸡、精瘦猪肉、花
生 油 同 比 下 降 15.19% 、9.45% 、
6.79%、4.80%。

■ 本报记者 郭萃

在创意市集感受潮流文化、在
夜市品特色美食……10 月 6 日晚
上，4个小时内，从合肥市来海口旅
游的游客桑女士一刻都没闲着。她
感慨道：“没想到海口的夜生活竟然
这么丰富。”

“先逛街，再品尝海南本地美
食。”6日傍晚，华灯初上，桑女士便
来到了位于海口N次方公园的“灵感
市场”国庆市集。宠物、咖啡、精酿、
手作、花艺、摄影、美食、音乐，还有各
类手作产品……桑女士穿梭在人群
中，流连于各个摊位前。“第一次在海
口逛市集，商品丰富程度和现场的热
烈气氛就跟在逛北京上海的创意市
集一样。”她说。

“‘灵感市场’国庆市集聚焦海南
本地创意文化，携手70余家品牌，整
合升级活动内容、艺术文化、互动体
验，搭建了高品质多元化的创意消费
体验场景。”海口万象城（一期）N次
方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该市集不
只是购物、餐饮、音乐之间的简单叠
加，而是复合场景体验的全新升级，
将不同业态进行有机整合，提供新型
社交空间，让市民游客都能在这里找
到创意生活灵感。“国庆期间举办此
类年轻人喜爱的夜经济活动，激活商
圈‘新夜态’，为海口夜间经济带来消
费新气象。”

夜生活不仅有精致的购物，同时
也充满着烟火气。在购买了具有海

南特色的冰箱贴、T恤等文创产品
后，桑女士便直奔下一站——海垦广
场夜市。五湖四海的美食在这里汇
聚，让人大快朵颐，商家的吆喝声、食
客的聊天声不绝于耳，充满了市井的
喧嚣。

“芒果搭配辣椒盐，味道竟然还
不错。”在海垦广场夜市，桑女士第一
次尝试了芒果、哈密瓜蘸辣椒盐的吃
法，“酸、辣、甜的味道瞬间在口腔内
碰撞，层次分明，别具海南风味。”随
后她又品尝了海南粉和清补凉。

“这次在海南一共游玩了5天，
没想到在返程的前一晚在海口体验
到了如此特别的夜生活，以后有机会
还要来这座城市。”桑女士说。

除了游客，不少海口市民在夜市
经济里感受国庆假期愉快的同时，也

发现海口越来越具活力。市民吴峰
就有着这样的感受，“近年来海口结
合当地特色资源，不断推动‘夜经济’
发展，市民晚上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了，也让椰城充满了新气象。”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 本报记者 昂颖

10月7日上午8时许，志愿者何
治国出现在海口市万绿园，忙碌的一
天开始了：他穿好蓝马甲，戴好口罩，
手拿钳子和垃圾袋，向路面、绿化带的
垃圾发起“追击”，捡拾易拉罐拉环、果
皮、纸屑等垃圾。

就读于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大
三年级的何治国是一名党员，虽是

“00后”，却已是高校里的一名“老志
愿者”了。每到节假日，社区、公园、车
站、码头便成了他参与志愿服务的舞
台。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疫情防控、
垃圾分类宣传、河道清理、景点推介、
党史讲解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累计
服务时长达359个小时。

当日上午 9 时许，突然下起了
雨。何治国与数名志愿者一同跑进临
近的“志愿者之家”一站式服务点暂时
躲雨。雨停了，他们又重返岗位继续

搜索“目标”。何治国发现窨井盖孔洞
里有烟蒂。他熟练地用钳子从中夹
出，“有的人抽完烟，习惯把烟头塞进
井盖孔洞中，这是非常不文明的行
为。”何治国说，捡起的是烟头，拾起的
是文明。小小烟头影响着城市的环境
卫生和市容市貌。

“海口现在发展很快，旅游人气也
越来越旺。志愿服务正是海口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志愿者当然要全情投
入。”今年国庆黄金周，何治国一天都
没有休息，除了捡拾垃圾、宣讲文明礼
仪，他还参与党史故事讲解、大型活动
公共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活动。

10月2日晚，一场大型交响音乐
会在海口万绿园举办。在引导观众有
序进场时，何治国发现一位年轻的女
子正焦急地四处寻人。得知是女子的
两个孩子走失后，他立即前往人行通
道、休息区、会场等区域，拿着手机中
孩子的照片逐人询问，终于在舞台后

的灯光架边找到了两名走散的男童。
看到他们安然无恙，该女子喜极而泣，
不停地向何治国鞠躬致谢。“这种场
合，一旦小孩走失，父母一定心急如
焚。碰到此类情况，我们都会想尽办
法找到孩子，让家长安心。”何治国说。

在被问及假期连当7天志愿者是
否感觉辛苦时，何治国表示，越是节假
日越需要志愿者，这些年，假期在岗已
成常态，虽然忙碌，但很充实。“我想通
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带动更多人投身
公益事业，让大家感受到海口是一座
温暖的城市。”

在与海南日报记者交谈时，何治
国的手机短信铃声响了起来。“是通知
周末去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志愿讲
解红色故事的信息。我下午要去图书
馆查阅资料，这几天再试讲几遍，希望
能够把琼崖工农红军革命事迹讲得鲜
活。”他说。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志愿者何治国：

为椰城注入丝丝温热

国庆黄金周海南消费市场活跃

免税购物火 商场人气旺

国庆假期海口夜间消费红火

激活商圈“新夜态”激发城市“夜活力”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计
思佳 邓海宁）国庆假期，海口紧抓国
庆市民游客出行高峰契机，以“‘潮’
派达人HI起来”为主题，推出五大主
题精品线路，56 场旅文活动引领

“潮”流玩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游客
打卡游玩。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
日，海口市接待游客70.71万人次，
旅游收入9.77亿元。

国庆期间，海口各景区结合自身
实际，积极谋划并推广有创意的互动
游玩项目。

同时，海口旅文部门还积极引导
文化企业准备精品的沉浸式的演艺与

“潮流”文化对话。白沙门公园红色电
影展播，芳园国际艺术村汉服文化艺
术季，N次方公园和金棕榈广场举办
中秋时装周走秀活动。“童心品经典”
名著改编童话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亮相海口湾演艺中心。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开启“2021国庆大众帆船公
益体验活动”，吸引一批批亲子家庭前
来免费体验龙骨帆船。让市民游客在
假期有得看、有得玩、有得乐。

国庆假期，海口56场旅文活动引领潮流玩法

接待游客逾70万人次
旅游收入9.77亿元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携程10月7日发
布的《2021年国庆假期出游总结报
告》透露，三亚和海口分别位列最受
自驾人群喜爱的目的地榜单第一和
第三。

据悉，国庆期间，海南客源地前
十名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长沙、

杭州、武汉、成都、重庆、郑州。海南
省排名前十的热门景区为亚龙湾热
带天堂森林公园、蜈支洲岛、南山文
化旅游区、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
三亚·亚特兰蒂斯失落的空间水族
馆、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天涯
海角、鹿回头风景区、三亚千古情、分
界洲岛。

携程发布最受喜爱自驾游目的地榜单

三亚海口位列前三名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云蕾）10月7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
2021年国庆黄金周（10月1日至7
日）美兰机场执行进出港航班2781
架次，运送旅客超37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国庆假期，美兰机
场积极协调多家航空公司，在海口至
北京、成都、杭州、上海、深圳等热门

航线上投入宽体客机300多架次，以
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

在疫情防控方面，美兰机场与海
关、公安、各大航空公司建立信息共
享及响应联动机制，对旅客行程轨
迹、健康码、核酸检测证明等材料进
行排查；落实排查、转运、隔离等分类
处置措施，形成工作闭环，保障广大
旅客国庆假期安心出行。

美兰机场国庆黄金周执行进出港航班2781架次

7天运送旅客逾37万人次

“双减”在行动
海口秀英区突击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3份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计思佳）为推动

“双减”工作落实落地，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教育
局、市市场监管局秀英分局、市综合执法局秀英分
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对辖区多家校外
培训机构是否在节假日组织学科类培训、是否存
在超范围经营、是否合理收费以及妥善处理退费
等情况进行突击检查。

本次行动共检查了博源教育、亚龙智明教育
等13家培训机构，其中，证照齐全学科类培训机
构10家，证照齐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2家，无证
办学非学科类1家。

从检查结果来看，亚龙智明教育、凤程平和
绿阳教育等3家学科类培训机构节假日期间组
织个别学生培训，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
3份，叫停该培训行为，并责令亚龙智明限期一
周内自行拆除广告；1家舞蹈机构无证办学，已
现场下达停办通知书，该机构负责人表示将改
正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另，绿阳教育计划10
月底停办，当前已遣散专职教师和退还绝大部
分家长未消课时费，检查人员与绿阳教育培训
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要求其务必妥善
安置教师和退还费用。

下阶段，秀英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查，并形
成长效机制，对违法违规机构进行严肃查处，确保

“双减”政策有效落地，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
环境。

海南省省级幼儿园等级评定结果公布

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
为省示范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近日，
省教育厅公布了2021年上半年海南省省级幼儿
园等级评定结果，海口市五源河幼儿园被评定为
省示范幼儿园。

海口市美丽沙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
中心幼儿园、三亚市吉阳中心幼儿园、文昌市文城
中心幼儿园、洋浦经济开发区第二幼儿园、洋浦经
济开发区第三幼儿园被评定为省一级幼儿园。

省教育厅要求，新晋级的幼儿园要不断改
进办园条件，全面提高保育、教育质量，并在贯
彻幼儿教育法规、传播科学教育理念、开展教育
科学研究、培训师资和指导家庭、社区早期教育
等方面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省教育厅将
定期对各类幼儿园的保育、教育质量和管理水
平进行过程性的评估，继续实行幼儿园分类定
级管理。

省教育厅要求，要继续参照《海南省幼儿园等
级评定标准（2015年修订版）》，有计划地推动示
范性幼儿园建设，力争尽快实现每个市县至少建
有一所省级幼儿园。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10月16日至17日举行

考生应从考前7天起
每日健康打卡

本报海口10月 7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刘晓惠）海南省 2021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将于10月16日至17日举行，海南省考
试局近日发布考前提示，要求考生自考试前7
天起，在海南省健康一码通二维码进行每日健
康打卡。

省考试局要求，考生进入考点时，须扫描准
考证上的海南省健康码或考点张贴的海南省健
康码，打开个人健康码供考点工作人员核验。
考生须佩戴口罩（自备）入场，在考场内严禁擅
自摘除口罩。考试过程中，考生身体如有不适，
可举手报告监考员。

省考试局提醒，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和普
通高考一样，属于国家教育统一考试，请各位
考生务必认真学习《海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考场规则》等法律法规，掌握相关内容，遵守考
试纪律。

如果在考试过程中出现违规违纪者，将严格
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作弊信息将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出现“组织作
弊”“为他人提供考试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

“向他人非法出售考试试题答案”“代替他人或
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等触犯法律者，将移交
公安司法部门严肃处理。

我省本月将举行
30余场公益招聘会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海南日
报记者10月7日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获悉，
10月份，我省多个市县将举行30余场公益招聘
会，多个岗位虚位以待。

招聘会分为现场招聘会和网络招聘会两种
形式，以前者为主。包括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
就业局）公益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会、2021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线下专场招聘会、退
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招聘会等。计划举行招聘会的市县涉及海口、
三亚、琼海、文昌、东方、五指山、屯昌、陵水、保
亭等市县。

现场招聘活动可能因天气变化、疫情防控、工
作安排等情况调整，请参会前联系相关单位确认。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傅绅威 邱楷勋

10月7日上午10时许，一艘越南
籍“大陆07”轮满载着1702吨相思木
片缓缓驶入洋浦神头港，洋浦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杜凯和李朝
栋又开始忙碌起来。由于已提前通过

“网上报检”系统实行了预检，民警在
15分钟内就为该船舶办理了入境通
关手续，大幅缩减了办理边检手续时
间，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企业效益。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创一流营商

环境工作全面推开，洋浦边检站不断提
升通关服务水平，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国庆期间，全员在岗坚守，坚持
24小时值班备勤，确保出入境船舶随
到随检和口岸安全稳定。”杜凯介绍，
洋浦神头港出入境船舶运输的货物主
要涉及桉木片、煤、原油等重要原材
料，重点保障金海浆纸业、海南炼化、
中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海南逸盛石
化、中海油、国投孚宝等重点企业和项
目的生产，每天出入境神头港的船舶
达8至10艘。“执勤民警严格落实‘24
小时一站式服务’和‘船舶检查一次性

办结’等措施，实现了入境船舶办检不
超过30分钟、出境船舶办检不超过
15分钟，帮助企业节省运营成本，为
洋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正常生产
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洋浦边检站创新管理
举措，推出边检业务“云办理”，充分
依托港口系统和网窗系统，对船舶出
入境、人员登轮等采取网上申报，不
见面审批，实现零等待办理手续；畅
通防疫抗疫物资、进出口商品通关绿
色通道，提高口岸风险管控智能化、精
准化水平。 （本报洋浦10月7日电）

洋浦边检民警国庆期间24小时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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