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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实习生 陈梦馨
通讯员 李艺娜

12月1日上午，由海南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的2021年（第
二十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
幕倒计时10天预热活动启动仪式在
海口日月广场举行，旨在提前在全岛
营造欢乐氛围，让岛内市民游客了解
欢乐资讯、享受欢乐福利，为12月10
日在海口世纪公园盛大开幕的本届
欢乐节凝聚人气，传播欢乐。

这也是欢乐节举办以来首次推
出倒计时预热活动。该活动由启动
仪式、欢乐驿站、缤纷大篷车巡演、瓜
分欢乐币、欢乐节开幕式门票抢票、
一“机”玩转欢乐节、定制雪糕和饮品
等7项内容组成，线上线下、全域联
动、花式开启全岛欢乐模式。

在现场，与欢乐节倒计时活动同
时开启的欢乐驿站门口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为了让市民游客能够更方
便地亲身体验和感受欢乐驿站的欢

乐氛围，在欢乐驿站内不仅可领取微
笑口罩、拍摄打印微笑照片、打印“欢
乐节限量版”明信片。欢乐驿站内还
有专门的网红拍照打卡布景，市民游
客还可以在这里获取最新最全的欢
乐节资讯。

令人期待的是，今年欢乐节开幕
式大胆突破，在海口最具人气的世纪
公园举办。通过将旅文体与美食、文
创、国风、涂鸦、音乐、魔术等元素相
融合的15项缤纷活动结合起来，把
开幕式现场打造成全民同欢的椰岛
欢乐嘉年华，持续嗨玩3天。组委会
更是提供4万张免费门票吸引更多
市民游客亲身体验一年一度的海南
岛欢乐盛宴。

今年欢乐节倒计时自12月1日
起，到欢乐节开幕式12月10日止。在
10天的时间里，市民游客均可以通过
海易办-码上办事微信、支付宝小程序
和APP，在线上参与开幕式活动及12
月10日开幕的2021年（第六届）海南
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2021年（第七

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2021年
（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等
三个展会的门票抢票。12月1日至10
日，海易办-码上办事平台每天将发放

“欢乐节开幕式+椰岛欢乐嘉年华+三
展”门票1千张，为期10天总计1万
张。12月10日开幕式当天，平台还将
发放12月11日至12日椰岛欢乐嘉年
华活动的3万张门票。

今年欢乐节期间，海南省旅文厅
旗下“智游海南”小程序推出专门的

“欢乐福利宝典”专题页，全方位呈现
欢乐节各项活动、福利发放、精彩演
出、旅游线路等丰富的资讯内容。此
外，“智游海南”还联合欢乐节组委会
精选2021海南欢乐节10款IP形象
及元素，推出1万个定制欢乐主题微
信红包封面，于12月1日至10日每
日上午10点限时发放，市民游客可
通过点击“智游海南”小程序的活动
页面免费领取。

同时，欢乐节组委会首次推出
“欢乐币”，通过金融机构将欢乐节大

礼包送达更多市民游客手中。12月
1日至9日，市民游客可通过关注“中
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微信公众号，
参与“每日签到”和“刷欢乐币小游
戏”收集欢乐币，可无门槛直接兑换
星级酒店入住券，或作为通用红包在
各联盟商家使用。中国银联携手光

大银行打造欢乐购活动，活动覆盖
18个市县、42个商圈、9家免税店等
约3000家商户门店，涵盖吃住游娱
购等多个方面，福利多多。据不完全
统计，欢乐节期间，相关金融机构将
会送出近千万元欢乐大礼包。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

欢乐节开幕倒计时10天预热活动启动

七大内容花式开启全岛欢乐模式

关注2021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12月1日，2021年（第二十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倒计时10
天预热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日月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
者邓海宁 通讯员黎贞汝）2021
年（第二十二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将于12月10日启
幕，12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获悉，海口作为今年欢乐
节的主会场，欢乐节期间将推
出七大活动及4条主题旅游线
路，集文化、旅游、赛事、节庆
于一体，烘托欢乐氛围。

据了解，12月10日至31
日将分别在海口湾演艺中心、
海口市龙华区文化馆举办“趣
海口”演艺季，大型音乐诗剧
《血沃中华》、“精彩中华”全国
青少年艺术素质展演、浪漫舞

剧《初恋》、《歌从草原来》内蒙
古经典作品音乐会、《燃情乐
话》电影音乐视听音乐会、儿
童剧《永远永远爱你》、自然物
语音乐会《春分夏至》、第四届

“金色夕阳”文化艺术节系列
活动等诸多精彩演出将陆续
上演，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精
彩纷呈的艺术盛宴。

同时，琼剧惠民演艺季将
向广大琼剧爱好者和市民游
客免费开放，以华丽的布景、
精彩的剧情和纯正的琼剧唱
腔，展示琼剧独特的艺术魅
力。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还
将举办2021张杰巡回演唱会
海口站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 通讯员李艺娜）戴
上微笑口罩，成为人群中最亮眼的
存在；打印“欢乐节限量版”明信片，
将快乐传递给远方的友人；品尝“欢
乐海岛·椰椰摇”定制饮品和“欢乐
节”雪糕，打卡发到朋友圈收获一众
点赞……12 月 1 日上午，伴随着
2021年（第二十二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倒计时活动启动，海口
日月广场欢乐驿站现场一系列精彩
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在欢乐的海
洋中。

“欢乐口罩的微笑设计十分抢
眼，看到感觉心情都变好了；我还抢

到了欢乐节定制红包封面，发红包
的时候可以展示出海南特色。还有

‘海南岛’形状雪糕，让人忍不住疯
狂拍照分享。”海口本地市民陈晓十
分开心。

12月 1日-12日期间，广大市
民游客可在欢乐驿站内领取微笑
口罩、拍摄打印微笑照片、打印“欢
乐节限量版”明信片，还能在网红
拍照打卡布景板前留下各式“欢乐
倩影”，获取最新最全的欢乐节资
讯，观看欢乐节宣传片等。同时，
各个欢乐驿站还会定期组织快闪
秀，以欢乐节情景化互动体验营造
欢乐空间。

海口推出七大活动及4条主题旅游线路
琼中开办村民小组长
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本报营根12日1日电（记者李梦瑶）11月
30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21年村民小组组
长综合素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培
训内容包括加强村务监督、践行“枫桥经验”化
解村民矛盾纠纷、村民小组长的职责任务以及干
部廉洁作风建设等。通过专题教学和视频教学
相结合的方式，将推动村小组干部尽快熟悉有关
政策法规、掌握工作方法、进入工作角色，着力
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
素质。

据悉，此次培训由琼中县委组织部、琼中县委
党校主办，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分为五期进行，每期培训时间为三天，共计1006
人参加。

微笑口罩、欢乐节雪糕、椰椰摇饮品……

欢乐驿站解锁专属欢乐体验

首届体博会开设中国银行特色体验专区

参展者可体验
体育与金融场景融合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胡慧君）2021首届中国（海南）体育用品和装备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南体博会），将于12月3日
至5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本届海南
体博会独家金融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生动
诠释“体育+金融”的发展模式，在体博会上融合
冬奥会、数字人民币、海南特色运动等元素，同时
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以及便捷的金融服务。

在海南体博会2号展馆的中行展位，以空间
艺术和科技运用为手段，以VR虚拟与现实展示
为形式，全面深入演绎“体育场景”与金融产品、冬
奥冰雪与海南特色等的交织交融。

在正中央的“冬奥特色专区”，北京冬奥吉祥
物冰墩墩和雪容融在冰山雪地中向来自五湖四海
的宾客招手，憨态可掬的造型与冰雪环绕的场景
可供观众前来打卡留影。

在“数字人民币体验区”内设有自动售货机、
扭蛋机以及移动智能柜台等，观众可以通过开通
数字人民币电子钱包，体验1分钱玩转扭蛋机的
惊喜与新零售支付的便捷。还可使用数币支付1
分钱在“互动体验区”带上VR眼镜，体验滑雪乐
趣，仿佛穿梭、翻腾在雪山峭壁之间，身临其境地
感受冰雪世界的速度与激情。据中国银行工作人
员透露，现场还会邀请神秘嘉宾，期待各位观众前
往一探究竟。

此外，场馆内还设立“金融产品宣传区”，中国银
行在此设有“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长城冰雪
借记卡”展示专区，与冬奥场景区相呼应和融合。

1.穿越奇幻之旅
A线：骑楼老街—老街文化茶馆—长影环

球100奇幻乐园—寻尝里夜市
B线：海口观澜湖电影公社—观澜湖新城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欢乐海岸美食城
2.看山观海欢乐之旅
A线：火山口公园—火山风情小镇—假日

海滩—欢乐海岸美食城
B线：红树林旅游区—云洞图书馆—海南

大学南门夜市
3.时尚购物潮流之旅
A线：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琼台福地

美食街—日月广场免税店
B线：火山口公园—远大购物广场—日月

广场免税店
4.邂逅海口美食之旅
A线：骑楼老街—西秀海滩—寻尝里夜市
B线：假日海滩—万绿园—百汇城美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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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督促整改 三亚河道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专题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吴维杨 美编：孙发强

巩固提升自贸港建设生态环境基础，督促实施《三亚市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

三亚市人大首次开展专项工作评议

11月初，三亚市人大第五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对
三亚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贯彻实施《保护管理
条例》开展河湖保护治理工作情况进行专项评议。会
议听取了政府工作报告，参阅了常委会调研报告和视
频实录。

评议对象为三亚市级部门：市水务局、市住建局、
市资规局、市生态局、市林业局、市财政局、市综合执法
局、市农业农村局；区级政府：天涯区、吉阳区、海棠区、
崖州区、育才生态区。

评议内容为河道保护规划和执行情况、制度建设
和执行情况、经费使用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重点断
面整治情况、城乡污水管网建设情况、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情况、禁养区清退情况、退果还林推进情况等11项
工作。

为了提高此次工作评议的实效性，三亚市人大常
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将评议的内容进行具体量化，并把
参照的法规条款进行逐条对比。出席会议的委员结合
分组讨论审议工作，通过填写工作满意度评议表开展
工作评议。评议结果为基本满意。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人大对
政府相关部门某项工作进行专项评议，在三亚历史上
是第一次，是三亚人大开展监督工作的一个创新。本
次对三亚市区政府贯彻实施《保护管理条例》开展河湖
保护治理工作情况进行评议，有力推动政府相关部门
工作整改，促进市区政府更好的贯彻条例，进一步提升
水环境治理的科学性、法制性、系统性，巩固提升自贸
港建设生态环境基础。

（策划、撰文/悦光）

根据三亚市委要求，按照三亚市人
大常委会2021年度工作安排，三亚市
人大城建环保工委在去年开展《保护管
理条例》执法检查和今年开展三亚市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专题
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开展“查堵点、破
难题、促发展”活动，紧紧围绕“制度建
设年”“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行
动”等各项工作，于7月中旬至9月下
旬深入宁远河、藤桥河、三亚河等流域
开展了河湖保护治理情况专题调研，
听取三亚市政府相关部门关于河流保
护治理工作的专题汇报，形成《关于三
亚市主要河流保护治理专题调研暨执
法检查“回头看”情况报告》（以下简称
《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分析了三亚市主要河

流近三年水质变化情况及水安全、水环
境、水生态形势，指出三亚市河湖保护
治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如河
湖污染治理底数不清，保护管理规划执
行不够坚决彻底，保护管理体制机制不
够健全，农村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短
板明显，部分河道整治项目推进缓慢，
河道保护禁止性行为时有发生等。

《调研报告》提出关于河湖保护管
理的意见建议：科学编制规划，做好河
湖生态保护管理顶层设计；筑牢制度基
础，坚持以制度建设驱动河湖治理能力
全面提升；遵循系统理念，全域推动城
乡水环境治理；严格审批监管，坚持涉
河项目规划、建设、验收、移交一体化管
理；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查处河道
禁止性行为，推动各项历史遗留问题的

有效解决。
按照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

《〈三亚市河道生态保护管理条例〉执法
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的通知，三亚市区
两级政府按照工作职责，细化分工，积
极整改，形成《关于报送<三亚市河道生
态保护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指出问题整
改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从完善配套制度科学
编制河道专项规划、坚持问题导向高位
推动解决河道生态保护突出问题、完善
责任追究制度倒逼问题有效解决、优化
河道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治理
效能、加大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河道保护治理、开展三亚河立法工
作等7个方面总结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整
改措施和成效，如：加强信息化建设，打

造智慧河湖，采用无人机、无人船和机
器人巡查岸线规划及现状、探测水下暗
管，建设河湖视频监控系统并加载手机
APP功能，进行实时监管，实现河湖智
慧化管理，确保河湖管护到位；制定《三
亚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办法》，自2021年
11月1日起实施，构建全市饮用水水源
安全保护体系，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长
效机制；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截至
2021年9月底，全市建成并试运行的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109套，分散式污水
处理设施3449套及配套管网；印发《三
亚市城市黑臭水体应急联合执法工作
机制》，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水
务、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开展执法检
查，加强信息共享，共同推进河道环境
整治工作，形成工作合力等。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组织
开展了《保护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并于
当年10月，向常委会会议提交执法报
告，指出在《保护管理条例》落实过程中
存在的相关问题。今年8月到9月份，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河湖保护治
理情况调研过程中，针对去年执法检查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回头

看，以视频实录的方式，记录河道生态
环境的变化。

视频实录全部来自现场，从河道
保护规划及治理、污水管网建设、农业
面源污染问题、一级水源地退果还林
与禁养区清退等历史遗留问题解决、
河道保护禁止性行为查处、河系湿地
生态公园管理及红树林保护、涉河建

设项目管理问题等7个方面，记录三
亚河道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有执法
检查发现的问题曝光，而且有回头看
整改情况的呈现。

去年执法检查组深入三亚市大小
河流，发现三亚藤河大桥下游、三亚抱
坡溪湿地公园等地存在生态环境问
题，如河道规划与公益林重叠、雨水污

水混排等现象。今年调研组回去看
时，相关政府部门已经采取措施整改，
河道功能与生态景观明显改善。但
是，仍有部分问题没有整改到位，如：
妙林河一段有农业面源污染，虽然通
过推广有机肥料减化肥使用，水渠排
出水质好转，但由于没有设立水处理
设施。

三亚市人大
创新监督工作思
路，对《三亚市河
道生态保护管理
条例》（以下简称
《保护管理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开
展执法检查，并对
该市政府相关部
门和各区政府开
展河湖保护治理
工作情况进行专
项评议，促进政府
更好贯彻条例，巩
固提升自贸港建
设生态环境基础。

执法检查调研 督促实施《保护管理条例》B

具体量化 提高评议实效性C

在三亚河新风桥河段，多艘河道清淤工程船在进行航道清淤作业。三亚市河东路亲水平台附近，成群的白鹭在飞舞、觅食。 本版图片均由武昊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