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70.22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58.82亿元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23.04万人次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63.30万人次

今年国庆黄金周
我省接待游客37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58.82亿元

其
中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
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全省
累计接待游客370.2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8.82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0月8日从省旅
文厅获悉的。

假日期间，全省爱国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文旅
活动层出不穷，体育旅游备受青睐。海口推出国
庆“表白祖国”主题歌会，儋州推出“永远跟党走”
2021年国庆红色骑行之旅等活动，澄迈举办“建
党百年 初心少年”主题活动，临高围绕“庆国庆
颂党恩 跟党走”为主题策划推出临高木偶戏展演
活动等。省旅文厅推出了2021海南沙滩运动嘉
年华、2021海南自由贸易港青少年沙滩足球节等
系列体育旅游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丰
富的出游选择。国庆期间，央视《新闻联播》、
CCTV13《东方时空》、国庆特别节目《相逢在伟大
时代》、CCTV4《中国新闻》、新华社、中新网等中
央媒体频频关注海南，特别是央视《新闻联播》10
月2日至5日连续4天关注海南。

国庆假期，省内各景区分别推出针对岛外游
客的优惠套餐产品和针对岛内游客的“岛民专享”
产品套餐，“海南人游海南”成为主流。

为刺激游客购物消费，岛内各家免税企业相
继推出国庆促销活动，有力带动消费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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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对于文昌市潭牛镇大庙村60岁村
民陈李萍而言，忙得脚不沾地已成为她
假期的日常。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
她一天都不得闲，几乎每天都在村里的
农家乐餐厅加班。“平均每天接待三到
四桌客人。”10月8日，陈李萍高兴地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自从2018年在农家
乐餐厅当服务员以来，她平均每月有
2500元左右的报酬。

“现在村里的环境好，餐厅、民宿
都有，慕名前来的游客还喜欢购买村
民家里的农产品，村民增收渠道多，日
子怎能不美呢？”大庙村村民小组长符
茂深说。

不止大庙村，文昌市昌洒镇白土
村更是如此——这个原本贫穷落后的

沿海小村庄，近年来得益于农村“三块
地”制度改革，已然蝶变为海南省五星
级美丽乡村，村民生活幸福指数大幅
提升。“户户住新屋，家家有轿车，古树
环绕、古色古香的村落，让很多远道而
来的客人都表示羡慕。”文昌市昌洒镇
白土村党支部书记邢福旺笑着说道。

说起文昌的“三块地”改革，文昌市
委书记钟鸣明更是深有感触：“‘三块地’
改革是对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一次深入
探索，既充分发挥了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城乡土地平等入
市、公平竞争，还将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盘
活后优先在农村配置，为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土地保障。同时，使村集体和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显著增加，老百姓参与村
务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
推动发展的向心力进一步凝聚，既让土地

资源‘活了起来’，又让农民腰包‘鼓了起
来’，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激活了乡村活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文
天光告诉记者，农村“三块地”改革是指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文昌市自
2015年被列入全国首批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试点地区开始，就进行了一系列的
探索，例如“异地调整”入市制度、土地
征收新程序、多元补偿机制、宅基地转
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侨胞有偿使
用宅基地等5项创新制度。

“实施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我
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盘
活农村大量闲置的老宅和土地资源，
促进农村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文天
光说。以白土村为例，该村通过改革，

村民在获得土地征收货币补偿的同
时，还获得了192亩安置留用地，使得
户户住有新居。此外，通过协商的方
式，白土村25.05亩集体土地成功入
市，成交总价1185万元，村集体及村
民收益达948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
提升至1.68万元。

然而，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文昌市“三块地”制度综合改革小组负
责人黄慈玲介绍，改革初期，2015年
文昌市仅成功入市1宗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经研究分析，其主要原因是农
村的存量建设用地小且零散，难以利
用建设项目。为解决这一难题，文昌
市启动研究《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异地调整入市实施办法》，并
于2016年10月24日颁布实施。

“探路，意味着无前例可循，所以

要创新思路、大胆尝试。”黄慈玲说，在
省级职能部门的支持下，文昌市“三块
地”改革各项创新制度得以顺利推进，
2019年，省政府将多项审批权限下放
至市县政府，加快推动了文昌市19宗
505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成交总价达3.7亿元，村集体和村
民直接收益达2.97亿元。

数年改革成效，让文昌在全国试点
中形成了海南模式，其中，土地征收新
程序和多元补偿机制属于全国首创，

“异地调整”入市制度属于在全国第一
批实施，宅基地转换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属于省内首创。2020年1月1日
颁布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吸纳了文昌的部分做法，在全国范
围推广实施。

（本报文城10月8日电）

文昌农村“三块地”制度综合改革取得成效，部分做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

土地资源活起来 农民腰包鼓起来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邓
海宁）10月8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启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
记上牌工作。

当天9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位于
海口市泰华路的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龙华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看到，不
少前来登记上牌的市民已在排队等
待，整个现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并
未出现人员扎堆和拥挤的现象。

现场排在最前面的海口市民李女
士在向工作人员递交身份证、购车发
票原件、车辆合格证原件以及出示自
备的安全头盔后，按照指引，将车骑到
上牌站点查验区进行检验，工作人员

仔细查验了该车辆，并与相关的标准
数据进行了比对，查验合格后，李女士
带着上牌资料来到办证区受理窗口办
理上牌业务，不久后李女士成功拿到
了“海口000001”的电动自行车号牌，
并在号牌安装区完成了安装。

记者看到，李女士拿到的这张号牌
为绿底白字，最上方写有“海口”字样，非
常醒目，两侧还有椰子树等防伪标识。

“整个办理流程很顺畅，速度也很
快，从提交材料到完成号牌安装大约
20分钟左右就办完了。”李女士表示。

记者注意到，现场还设置了可购
买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服务
点，车主可自愿选择是否购买。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一车管
所所长李睿表示，此次海口新国标电动
自行车上牌无需自行预约，交警将根据
自2021年7月24日起已成功申领电子
通行凭证的编号顺序，按照就近办理原
则，通过手机短信、“椰城交警”微信公
众号公布等方式，分批次通知车主在规
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办理车辆注册登
记，请广大车主注意保持手机通信畅
通。暂未收到短信通知办理注册登记
的车主请耐心等候，在此期间仍可凭有
效期内的电动自行车电子通行凭证合
法上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
上牌办理过程中的拓印、拍照、验车、安
装号牌等均全部免费。

收到短信通知的车主，请尽量按
照通知的时间、地点前往办理车辆注
册登记，如遇车主本人无法前往的，
可委托他人代办。无法委托代办的，
可通过“椰城交警”微信公众号自主
预约周六上午办理。

需注意的是，车主在规定时间前
往指定地点办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注册登记时，要带齐所需材料，不能
擅自改装车辆，更换大功率电池与电
动机，拆除限速器，拆除脚踏板等，保
持车辆与出厂合格证参数信息一致，
符合新国标与CCC认证。对于车辆
注册登记事宜有不明之处，可拨打
12345进行咨询。

海口启动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

程序简便审核快，20分钟可办结

本报椰林10月8日电（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10月8日13时
许，从成都飞往三亚的JD5188航班
落地，来自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
院的 58 名学生和 5 名教师顺利抵
琼。这是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
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迎来的第
二批师生。

根据教育部与海南省共建国际教
育创新岛的有关部署，电子科技大学
与试验区联合创办“海南自贸港国际
英才班”项目，遴选电子科技大学格拉
斯哥学院2021级优秀学生赴试验区
开展为期一个学期的学习。“电子科技
大学海南自贸港国际英才班”将在完
成必修学分的基础上，在海南开展基

于自贸港建设实践的项目式学习，以
国际大师课、院士工作坊、校外社会实
践等方式，探索国际化未来英才培养
新模式，服务国家战略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院长
曾兵介绍，“电子科技大学海南自贸港
国际英才班”本学年主要课程包括英
语、思政、微积分、大学物理等。课程
由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中方和
英方的派遣教师赴试验区现场授课，
部分课程将视疫情情况，通过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等形式开展。

在试验区学习期间，“电子科技大
学海南自贸港国际英才班”将充分发
挥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优势及陵水国

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国际化办学资源优
势，结合专业特色、学生能力培养目标
和未来就业需求，组织学生走进海南
红色基地、科研单位、重点园区，开展
企业实践、户外素质拓展、公众演讲培
训、社区义工服务等实践活动，进一步
加深学生对海南自贸港发展情况和建
设实际的了解，激发其投身自贸港建
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来琼之前，“电子科技大学海南自
贸港国际英才班”学生刘嘉乐对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总体方案、政策信息已
有了解，“我对海南自贸港未来的发展
很感兴趣，我会珍惜这次深入了解海
南的好机会！”

按照试验区“大共享+小学院”的

运行模式，入驻的高校师生将共享使
用图书馆、教学楼等公共设施，并根据
各校实际需求使用专享“小学院”。各
校还可通过“国际学分银行”“国际大
师班”等“大共享”平台，构建中西互
鉴、文理互通、学科互融、课程互选、学
分互认、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办学
模式。在试验区，学生可“一校入学、
多校选课、多个学位”，实现“学在海南
=留学国外”的愿景。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为科学
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试验区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制定了“两案十
制”，师生入学报到要提前14天进行
体温监测和记录工作，抵琼后要第一
时间接受核酸检测。

师生入校前，试验区管理局和国际
联合学院还为学生做好了充足的学习
生活保障工作，如为学生宿舍配置电视
机、洗衣机、冰箱等多种生活电器，为学
生提供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新生大
礼包”。此外，宿舍区安排安保专员24
小时巡逻，全天候保障学生安全。

目前，已与海南省签约计划进驻
试验区的高校有北京大学、东南大学、
南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
方科技大学等“双一流”建设知名高
校，以及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英国格
拉斯哥大学、美国莱斯大学、美国密歇
根州立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法国巴
黎HEC商学院等国际知名高校。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迎来第二批学生
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师生入驻

我省部分景点门票价
和观光车价格将调整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生
孙绮睿）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门票价
格、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观光车票价格、三
亚市天涯海角等三个景区的游览观光车服务价格
将调整。10月7日，省发展改革委对上述景点门
票价和观光车票价格调整的请示进行批复，相关
价格调整将于11月7日起执行。

根据批复，省发展改革委同意琼中百花岭热
带雨林文化旅游区门票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价格
为88元/人·次；同意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观光车票价格为50元/人·次；同意三亚天涯
海角旅游区游览观光车服务价格为25元/人·次；
同意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游览观光车服务价格为
28元/人·次；同意三亚鹿回头旅游区游览观光车
服务价格为28元/人·次。

据了解，以上价格调整是省发展改革委根据
《海南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结合企业运营及成本监审、价格听证等情况研究
决定。批复价格均为上限价格，经营企业可根据
旅游市场供求状况在不超过上限价格的范围内自
主确定具体价格水平，价格确定后如需调整的，经
营企业应当提前3个月向社会公布，并报送省、市
县两级发改部门。其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观光车票价格调整将试行2年，试行期满前6
个月需按照相关规定重新提交核价申请。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刘梦晓）10月7日，随着最后一根长7.3米、
重1407公斤的钢梁精准对接，由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
建的华彩·海口湾广场项目顺利完成A座楼主体结构封顶，标志着项目主体结
构全面封顶。这是海口装配式钢结构建筑领域的首个全钢结构项目（下图，施
工方供图）。

据了解，当前海口正大力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装
配式钢结构建筑是装配式建筑的一个结构体系，不仅建设工期短，节约能源，
减少环境污染，还确保了工程质量与安全，提高劳动生产率。

海口首个装配式全钢结构项目封顶

1.所有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代

办的还需同时提交委托书和受

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2.购车发票原件；

3.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原件；

4.自备安全头盔。

办理注册登记地点、时间办理注册登记所需材料

琼山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海马一路8号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30、14：30-17：30，周六8：30-12：30）

秀英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汽车小镇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30、14：30-17：30，周六8：30-12：30）

龙华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泰华路水岸长桥小区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30、14：30-17：30，周六8：30-12：30）

美兰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六西路金太阳汽车维修中心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30、14：30-17：30，周六8：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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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首件商标质押贷款
项目完成
企业商标质押取得15.6亿元融资

本报嘉积10月 8日电 （记者袁宇）10月 8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
该市日前发出了首张商标专用权质权登记证，完
成了首单知识产权质押业务，帮助企业以知识产
权质押取得15.6亿元融资。

据介绍，此次首单知识产权质押业务是海南
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贷款，该公司凭借其拥有的“口味王”“和至
尊”“味天下”等189件商标，成功实现商标质押融
资15.6亿元，有效解决企业近期收购槟榔干果流
动资金需求，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6月，该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和省委省政府“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等实
践，进一步优化完善商标受理窗口服务功能，成功
获批商标质押业务权限。此次完成首单知识产权
质押业务，不仅标志着琼海市商标质押贷款实现
零的突破，更成功诠释商标的价值，真正体现了

“知本”变成“资本”，也预示着琼海金融助力知识
产权融资的新起点。

10月8日，海口市民李女士拿到了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000001”号车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

罗某平被三亚检方
进行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省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
中发现，网民“罗某平”于2021年10月6日在新
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冰雕连”英雄烈士的违
法言论，侵害了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名誉、
荣誉，伤害了广大人民对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
士的特殊民族情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规则》等相关规定，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于10
月8日决定对罗某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
违法行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