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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3天海南岛
最低温或降至10℃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习霁鸿）据海
南省气象台11月29日消息，受冷空气影响，未来
3天，海南岛中部、西部最低温或降至10℃。12
月2日夜间到12月6日白天，受冷空气持续影响，
全岛多云天气为主，各地气温基本维持。

11月30日夜间到12月1日白天：
北部、中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3℃~15℃，最高气温 20℃~22℃
东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4℃~16℃，最高气温 20℃~22℃
西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3℃~15℃，最高气温 20℃~22℃
南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6℃~18℃，最高气温 24℃~26℃

12月1日夜间到12月2日白天：
北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1℃~13℃，最高气温 19℃~21℃
中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0℃~12℃，最高气温 19℃~21℃
东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1℃~13℃，最高气温 21℃~23℃
西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0℃~12℃，最高气温 21℃~23℃
南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 13℃~15℃，最高气温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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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环南丽湖”
海南自行车赛启动报名
将于12月11日至12日举办

本报定城11月29日电（记者叶
媛媛）11月29日18时，2021首届“环
南丽湖”海南自行车赛启动报名，该
活动将于12月11日至12日举办，除
了自行车赛，届时还将开展定向骑
游、星空露营、特色咖啡品鉴、趣味登
山、音乐骑行派对等丰富活动。

赛事主办方介绍，本届自行车赛
主要分为“环南丽湖”自行车赛、“多
彩定安”定向骑游两大部分。其中，
定向骑游以文笔峰为起点，途经安仁
村、高林村、张岳崧故居、香草田园景
区等定安特色美丽乡村、历史古迹、
景点，最终抵达中铁诺德丽湖半岛酒
店，全程共47公里，完赛即可获得荣
誉纪念奖牌。

自行车赛按性别、年龄、参赛人数
等划分为男子公开组（18岁-65岁）、男
子40岁以上组、男子少年组、女子公开
组（18岁-65岁）、女子少年组（12岁-
17岁）和团队组。参加男子公开组的
选手需完成88公里的骑行，其余组别
骑行数为47公里。

主办方将对各参赛组前20名进
行1000元-2000元的现金奖励，其
中各组别前三名（不含团队）还将上
台参与颁奖并授予奖杯。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
2021年首届中国（海南）体育用品和
装备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体博会）
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目前，本届体博会招商
招展工作已全面完成，自贸港体育旅
游招商推介会、2021海南奥林匹克
体育科技论坛等各项丰富多彩的活
动也将在体博会期间陆续举行。

首届体博会展览总面积3万平
方米，包含中国馆、国际馆、综合主

题体验馆三大展馆，参展企业超300
家。其中，中国馆设中国展区、海南
展区、体育服务展区、体育旅游展区
四大展区；国际馆设双奥体育文化
展区、国际展区、智慧体育展区、户
外运动装备展区四大展区；综合主
题体验馆设有全民体育运动展区、
体育赛事装备展区、体育消费展区
三大展区。

展会期间，一系列招商推介、采
购对接、趣味赛事等形式多样的配套
活动将举行。中国旅行社协会体育

旅游分会成立大会、海南沙滩先生比
基尼小姐精英赛、体育舞蹈全国公开
赛、室内桨板绕标PK赛、三对三篮球
精英挑战赛、无人机展演、超级骑行
室内赛、传统弓箭体验活动、鼎励乒
乓球擂台赛、滑板运动嘉年华等十项
场内精彩活动将在体博会期间精彩
上演，吸引广大市民参观和体验赛
事，共同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为让广大观众深入感受“奥运
精神”，中国体育博物馆馆藏的奥运
火炬、奖牌、优势项目世界级奖杯等

文物藏品将在现场展出。除此之
外，中青旅、中旅、众信、春秋、凯
撒、携程、海外国际旅游集团、国际
狩猎俱乐部等国内外旅行社还将带
来精品体育旅游线路产品，带领更
多人感受可看、可玩、可购的体旅融
合氛围。

本届体博会由中国体育用品业
联合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共同主办，海南海丝文化发展
基金会承办，海南省体育旅游发展
中心协办。

首届体博会将于12月3日启动
开设3大展馆11个展区，举办10项活动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本报海口 11月 29日讯 （记者
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一曲《请到天
涯海角来》，点燃了20世纪80年代
海南旅游的热情；一曲《永远的邀
请》，成为中国流行的旅游宣传歌曲
……2021年（第二十二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即将开幕，省旅文厅

在“阳光海南”快手号首发海南最新
版文旅推广歌曲《海南 Disco》及
MV，上线短短几天就获得网友热
捧。

“请到海南来，天涯海角浪花
开。椰风海韵沁心怀，四季花果永不
败。请到海南来，春天为你而等待，

用最炽热的情怀，拥抱无尽的海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文旅推广
歌曲，《海南Disco》以“旅游+文化”
为主题，以亲子游为切入点，以海南
全域旅游、人文风情、非遗文化为内
容，通过活泼有趣的歌词串起海南各
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路线。海
南旅游地图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游
客们打卡的新地标。歌曲以抒情+
说唱等流行曲风为主，歌词简洁凝

练，旋律轻快，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用
音乐唱出海南全域旅游地图。万宁
玩冲浪、文昌观火箭发射、昌江看日
落、陵水住民宿、琼海体验美丽乡村
……在《海南Disco》MV中，不仅融
入了航天旅游、婚庆旅游、海洋旅游、
乡村旅游、森林旅游等热门旅游产
品，还融合了各特色旅游景点和特色
旅游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视频’的

形式，能够更生动地把海南丰富多元
的旅游资源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
界。”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旅游推介传播方式日趋多元化、数字
化、现代化，省旅文厅将不断创新营
销方式，加大宣传推广力度，持续提
升“阳光海南 度假天堂”旅游品牌，
为促进旅游消费升级，为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注入
更多动能。

“阳光海南”快手号首发海南最新版文旅推广歌曲及MV获网友热捧

《海南Disco》发布 一首歌带火海南岛

海南部署下一阶段“椰苗美育行动计划”工作

加快提升农村边远
中小学美育教学水平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近日，
省教育厅召开“椰苗美育行动计划”推进工作会
议，总结前期帮扶成效，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要求
充分发挥高校和专业美育团体的资源优势，加快
改善提升“双减”背景下的农村边远中小学美育教
学水平。

“椰苗美育行动计划”是省教育厅实施的特
色美育项目，委托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
两所高校及社会专业美育团体，充分发挥专业
美育人才优势，帮扶地方中小学美育均衡发
展。2018年以来，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
院和社会专业美育团体以项目带动，与琼中、五
指山、保亭等市县多所中小学校联动，通过开展
美术教学研究、举办美育活动、师范生送教下
乡、建立美育基地学校等形式，帮扶乡村中小学
提升美育水平。

在下一阶段“椰苗美育行动计划”项目实施过
程中，省教育厅将督促各项目学校、市县开展充分
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围绕中小学校美育课
堂教学规范化、美育学习交流活动常态化、学校美
育工作管理制度化的目标，形成一批富有地域特
色的美育项目品牌，构建起“一校一品”“一校多
品”的美育发展格局，充分激发中小学校美育改革
发展的内生动力。

根据安排，下一步海南师范大学将对口帮
扶白沙、昌江，琼台师范学院将对口帮扶琼中、
乐东，社会专业美育团体将对口帮扶五指山、保
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首批
20名医学专家进驻三亚

本报讯（记者李艳玫）近日，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首批派驻专家受聘
仪式在三亚市人民医院四川大学华
西三亚医院举行。即日起，来自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心脏内科、普
外科（胃肠外科）、麻醉手术中心、普
外科（肝胆外科）、放射科、老年医学
科、眼科、消化内科、重症医学科等10
个科室的20名学科主任和医疗组长
将常驻该院指导学科品牌、技术水
平、学术水平、科研能力、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工作，及制定学科发展规划、
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美丽三亚
浪漫相约

本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省商务厅获悉，该厅近日印
发《海南省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吸引境外
消费回流、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进口产品专业市场、打造数字
生态圈、重点产业吸引投资计划、口岸
建设和功能调整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
程。

《规划》从推进贸易高质量增长、
推动招商引资质量显著提升、促进消
费提质升级、推动会展产业大发展、打
造高效商贸流通体系、加强国际及区

域经贸合作、配套完善口岸建设、优化
商务领域营商环境、构建风险防控体
系等9个方面，提出具体任务和举措。

《规划》提出，到2025年，贸易投
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建
立。全岛封关前，实施进口商品“零关
税”政策。推动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
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落
地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显著
减少跨境服务贸易限制，初步建立服
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机制。全面实
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国际投资“单一窗口”等便利化平台作
用进一步体现。整体通关时效大幅提
升，口岸进出口通关时间达到全国先
进水平。

力争到“十四五”末，商务领域营
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外贸、外资领域
市场主体大幅增加。消费规模显著扩
大，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对外开放
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规划》明确，加快推动建设10个
左右具有一定规模并可辐射全国的进
口产品专业市场。重点建设的专业市
场涉及珠宝玉石、航空器及航材、游艇

船舶、医药及医疗器械、燕窝等滋补
品、深加工食品、热带特色农产品、艺
术品等方面。

提升离岛免税消费供给，充分发
挥离岛免税政策效应，完善离岛免税
销售网络建设，合理增加离岛免税购
物城市和门店。

加快发展日用消费品免税市场。
推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政策落
地实施，出台岛内居民消费的“零关
税”进境商品管理办法。科学规划日
用消费品免税商业网点布局，合理设
置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加快覆盖全岛

各市县。
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高水

平办好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加快
建设全球消费精品博览园，办好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中国健康产业（国际）生态大会、世界
新能源汽车大会等品牌展会。

全岛封关前，按照实事求是、资
源共享、集约节约原则，按需设立对
外开放口岸和“二线口岸”，建设国际
一流对外开放口岸和“二线口岸”基
础设施、监管设施、一体化信息管理
平台。

《海南省商务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

到2025年整体通关时效大幅提升

我省森林公安行使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林业行政处罚权

涉及42项处罚事项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孙慧）省政府

11月29日在官方网站发布《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由海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及其直属分局行使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域内林业行政处罚权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由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及其直属分局以本单位的名义行使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区域内涉及42项林业行政处罚事项的
林业行政处罚权。

《决定》称，根据相关法规和要求，省人民政
府决定，由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及其直属分局
以本单位的名义行使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区
域内涉及42项林业行政处罚事项的林业行政
处罚权。

这42项林业行政处罚事项，处罚的行为包括
滥伐树木、盗伐树木、擅自改变林地用途、未经批
准进入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等违规行
为。省林业局将加强林业业务指导，与省公安厅
森林公安局及其直属分局共同做好涉林行政案件
查处工作。

11月29日，2021第25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开幕式及天涯婚典在天涯海角游览区举行。25对新人在祝
福声中，完成一场隆重的婚礼仪式。

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天涯海角游览区年均接待入园婚纱拍摄情侣约2万对。
本报记者 李艳玫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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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调动
起孩子学习民歌的积极性，希望以后这
类活动经常举办。”近日，儋州某艺术团
音乐老师陈华（化名）说，2021年海南少
儿民歌大赛已经闭幕有段时间了，但孩
子和老师们对参赛经历仍津津乐道。

“有不少孩子一直喜欢唱民歌，但海
南民歌作品基本都是成人版，鲜有少儿
作品。”陈华欣喜地发现，海南少儿民歌
大赛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海南文化元素的
少儿民歌作品，歌词朗朗上口，韵律轻松
明快，非常适合在少儿中传唱。

活动为媒
激发文化创新

海南少儿民歌大赛是海南省少儿民

歌文化季的活动之一，该活动由文化和
旅游部主办，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和海南省教育厅联合承办。自今年
7月22日活动启动以来，历时3个月，陆
续开展了海南少儿民歌大赛、少儿民歌
创作采风、少儿民歌大讲堂等系列主题
活动，吸引全国近400名少年儿童报名
参赛，收到原创少儿民歌作品100余首。

海南省少儿民歌文化季是海南开展
群众文化艺术重要举措的缩影。近年
来，海南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东西

南北中广场文艺会演、群艺大舞台、“美
好新海南·舞动自贸港”广场舞等群众文
化品牌活动为抓手，以文化进社区、文化
下乡、广场文化活动等形式，每年组织开
展各类精彩纷呈的公共文化活动，盘活
全省文化一盘棋。

2021年，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文化馆
（群艺馆）共组织文艺活动约4700次。全
省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111个，演出总
场次达3.56万场，观众人次达3137.12万
人次。“三个一”惠民演出共完成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2221场，组织省内优秀剧目进
剧场演出59场，引进省外优秀剧目来琼
演出108场，扶贫、禁毒主题巡演275场，
组织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129场。

群艺舞台
促进文化惠民

文化为魂，成风化人。海南开展“春
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陆续走进昌江黎
族自治县七叉镇大仍村等多个村落，通

过多种文化形式，打破传统文化下乡模
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海南大力推广群众文化艺术的同时，
在发展少儿文化领域也下足功夫。近年
来，海南陆续推出了“琼剧进校园”等八大
主题品牌活动，开展“文小渊”读书会等活
动，让文化之魂浸润少年儿童心灵。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还开展多项关于
少儿艺术普及门类的免费培训班。据悉，
2016年至今共开设了少儿书法提高班、

幼儿芭蕾启蒙班等七个门类，培训总人数
约3000人次。其中，该馆开设的少儿书
法提高班小学员获得海口市教育局主办
的“蒲公英”奖。“我们每年都举办年终成
果展览展演活动，检验本年度学员们的学
习成效，获得了社会的一致好评。”海南
省群众艺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海南省图书馆二期配备少
儿活动中心，服务面积由原来的1600平
方米增至5100平方米，未成年人也可查
阅资料、阅读等。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共
文化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南将持续
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加
强艺术精品创作、加大文化产品供给，推
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提供重要文化支撑。 （撰文/苏靓）

我省涌现一批具有本土文化元素的少儿民歌作品，群众艺术蓬勃兴起

艺术盛会激活文化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