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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优）临近5月19
日“中国旅游日”，连日来，由省旅文
厅主办的2022年第二季健康游 欢
乐购——“我和海南的约‘惠’”联合
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以持续培育海
南旅游消费热点，大力推动“旅游+”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作为深
耕海南的旅游企业，凯撒旅业在此次

活动中奉上诚意十足的优惠活动，进
一步搅热海南旅游消费市场。

活动期间，凯撒旅业联合中国银
联海南分公司，联动酒店、景区、餐
饮、乐园等涉旅商户及企业多方叠加
让利，推出特色旅游线路产品及精彩
纷呈的福利活动，涵盖了吃住行游购
娱等多个方面，让岛内外游客尽享与

海南的“约惠”。旅游方面，依托凯撒
目的地资源优势，海南亿步同步面向
全国发放了18万张“海南游惠券”，
消费者可在云闪付APP内活动页面
自主领取“海南‘游’惠欢乐 pass
券”，在指定商户消费时通过云闪付
APP或海南亿步平台展示“海南游惠
券”核销二维码支付即可享受减免。

此外，凯撒目的地还联合高德地图进
行Top级曝光引流，精选“健康游”

“欢乐购”等系列旅居产品以及康养
热门项目，结合多种优惠补贴政策，
吸引省内外游客来琼旅游。

此次联合推广活动，是省旅文厅
与凯撒旅业的又一次深度合作。值
得关注的是，此前凯撒旅业已在海南

布局深耕：将总部办公地由北京迁至
海口，全面加速海南战略落地；成功
在三亚举办“和平精英狂欢节”并深
度参与筹划了“崖州古城文化节”；不
断拓展海南配餐服务边界；连续两年
参与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为消
博会指定商旅服务商……凯撒旅业
正以不同的方式融入“海南发展”。

旅企联动让利，促进旅游消费

“海南游惠券”，你领了吗？

本报三亚5月18日电（记者李
艳玫）随着5月19日“中国旅游日”
的到来，端午节、暑假临近，三亚市旅
游推广局整合“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资源，50余家旅游企业推出100多
个旅游产品，涵盖景区景点、酒店民
宿、免税购物、海鲜餐饮、邮轮游船、
体育运动等，让市民游客能度过一个
充实、健康、安全的假期。

近年来，近郊乡村游、周边游、家
庭自驾游等“微旅游”“微度假”成为旅
游新趋势，周末玩转“大三亚”也受到

大家的喜欢。各旅游景区在融合创
新上下功夫，推出多种新业态，提供
丰富多彩的节日创意活动，有效增强
景区的吸引力，提升游客的重游率。

其中，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推出
景区欢乐行特惠套票及暑期毕业季优
惠套餐；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推
出儿童免费促销票；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推出519“中国旅游日”“怕你玩
不完套票”、儿童特惠票等优惠产品；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自5月20日至
6月30日，每日限量提供3000张0元

门票惠及全国游客，超出0元限量门票
额度按门市价5折购票等特惠产品。

选择“宅”酒店，在省心、舒心的星
级服务中感受轻松惬意的节日氛围，是
不少游客的出游方式。三亚各湾区酒
店都推出丰富的特惠产品，例如，三亚
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酒店推出适用六
一、端午、暑期、研学的“小鸡鲍鲍”3天2
晚的特惠套餐；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推出六一儿童节、亲子产品、夏令营、研
学产品及活动；三亚珊瑚湾文华东方酒
店推出端午节小长假“海风阁”3天2晚

套餐；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
推出六一儿童节、亲子产品等端午小长
假特惠产品，围绕“自然”“探索”“文化”
和“责任”主题，创造趣味儿童活动，让
小朋友们体验丰富假期生活。

为提升旅游消费吸引力，中免三
亚国际免税城、三亚海旅免税城、中服
三亚免税购物公园也持续推出优惠促
销活动，为消费者带来免税购物的专
享福利。中免海南区域各门店将开展
各项内容丰富的活动，同时，店内各品
牌也结合节日氛围，推出创意DIY体

验、满赠礼遇等多重活动，持续丰富线
下实体消费体验感参与感。

5月20日，首届“心动三亚”城市旅
游节活动即将启动，届时将举行“心动
三亚”鹿城夜跑活动、“520心动集市”、
无人机表演及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
接下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将以“做火
淡季旅游市场、深化主客共享理念”为
目标，组织“大三亚”旅游攻略创意大
赛，并联合抖音平台开展“心动三亚”直
播节旅游产品促销售活动，推出潮玩潮
买、童趣夏日、不夜鹿城等系列活动。

0元门票、毕业季优惠套餐……三亚发力节庆促销，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一大波出游福利来袭

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昌江“四河一渠”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历时5年全面完工

“绿水”变碧波 城市添新景

海口火山荔枝日平均运销出岛
3000多吨，收购价明显高于去年

线下“丰产”线上“丰收”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计思佳）海口
火山荔枝凭借着高产量、高品质在全国市场上
独占鳌头，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每日平均有
3000 多吨荔枝运销出岛，且价格坚挺。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从5月 18日上午举办的海口火
山荔枝“云庆丰收”主题活动现场了解到的。

“虽然还未离枝，但我们的荔枝已被预订
一空。”看着身后乒乓球大小的荔枝果挂满了
果树，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荔海共享农庄总
经理陈国文兴奋地说，该农庄荔枝种植面积达
350 亩，有 1万多棵，今年预计总产量达 80万
斤，“5月 2日荔枝还未正式采摘前，我们的荔
枝已被来自北京、浙江、江苏的采购商通过竞
标的方式全部预订完毕。这几天的荔枝田头
收购价达到5.6元每斤，价格明显高于去年。”

数据显示，虽然现在刚刚进入海口火山荔
枝的采摘季，但该市琼山、秀英、美兰产区的荔
枝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已销售2万多吨，还开通
了销往越南等东南亚区域的市场。

海口市琼山区副区长吴敏也表示，近年
来，琼山区在三门坡镇建立标准化荔枝种植基
地，邀请技术专家科学指导果农合理用药、用
肥。同时，在分拣线上，果农会根据个头、甜
度、级别等指标，对荔枝进行精挑细选，确保每
一颗海口火山荔枝的品质和口感。

荔枝品质关键在“鲜”，物流是荔枝销的关
键一环。“在今年海口荔枝季，京东物流海南区
域深入果园，提高采摘运输效率，并通过早、晚
两波次航班保障海口火山荔枝及时发运，目前
全国 80%以上的城市已实现了荔枝隔日运输
可达。”京东物流海南区域销拓负责人云亮介
绍，该企业还储备了约 10条冷链干支线路和
车辆，在航空运力不足时可及时启动冷链运
输，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海口火山荔枝。

“海口连续 5 年举办火山荔枝月活动，通
过严格把控果品质量和分级，打通运销渠道，
开展系列营销推广，让火山荔枝品牌效益日渐
凸显，有效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海口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海口还
将举行“我在海口有棵火山荔枝树”“海口火山
荔枝王 谁与争锋”网络直播 PK 赛等系列活
动，推动海口火山荔枝全域营销，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第四届“海南好米”评选活动落幕

隆望两优889等
5个品种获金奖

本报三亚5月 18日电 （记者李艳玫）5月
17日，第四届“海南好米”评选活动在三亚落
下帷幕，经过层层评选，隆望两优889、野香优
海丝、鑫两优香 8、金龙优柔丝、美两优秋香 5
个品种获得本届评选活动金奖。

当天进行的室内品鉴评议中，主办方邀请
9名评委对 39个参评优质水稻品种的稻米进
行室内食味品鉴，通过气味、外观、适口性、滋
味、冷饭质地等5个方面进行评议。值得一提
的是，评委中不仅来自水稻行业科研及推广领
域专家，还有稻米行业的普通从业者，以此探
索“海南好米”产业化路径。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海南好米’评选
有参评品种多、首次全程统一种植管理、首次
增加特色稻和首次邀请群众评委参加品鉴等
四个特点。”海南省种子总站站长刘春光说。

今年，主办方共收到来自省内外种业企
业、科研院所等 42 个单位 80 个品种参评，经
严格把关，最后确定40个优质稻和12个特色
稻参加评选。

今年还首次增加特殊类型稻品种评议，逐
步探索海南特色专用品种（山栏酒专业山栏
稻、海南粽子专业糯稻、海南米粉专用稻、其他
功能稻等）的评选标准，促进海南特色稻米深
加工产业发展。

第四届“海南好米”评选由海南省种子总站
主办，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三亚市农业农
村局、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协办。

海南寰岛高级中学
落户海口江东新区
计划今秋开学，首批招生约360人

本报海口 5月 18日讯 （见习记者刘晓惠
记者计思佳）5月 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寰岛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海南寰岛高中）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该校将于 2022 年秋季正式开
学，计划招收首批高一学生10个班约360人。

据了解，海南寰岛高中是由中国寰岛集团
投资创办的一所现代化全日制民办普通高
中。该校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江东大道林海三
路，占地面积约 90亩，另含一所幼儿园，总体
建筑面积超6.5万平方米。

该校集智慧化学习空间、舒适性生活空
间、多层次活动空间于一体，多功能体育设备、
多功能礼堂以及开放式的各类场馆，为学生打
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智能化的起居环
境。在课程设置方面，该校以国内高中课程为
主、校本课程为辅，开设音乐、戏剧、艺术、文
学、服装设计等各类特色课程，满足学生多元
化的学习体验需求。

据悉，学校将实行全员导师制、一生一案
制，并通过前置升学生涯规划指导，为学生提
供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案。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保梅河的‘绿水’终于不见了，每
天来这边散步心情很好。”5月18日傍
晚，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居民王国文
沿着县城内河保梅河散步时发出感慨。

王国文日常爱沿着保梅河散步，这
里河道清澈见底，河岸绿树成荫，如今
这幅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是

该县水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的缩影。
过去，由于保梅河覆盖县城石碌

镇主要街区，不少群众侵占河道建房，
又因早年间部分地段污水管网缺失，
排水设施老旧，生活污水更是直排入
河。长此以往，水体富营养化，藻类及
其他浮游生物迅速繁殖，原来的一汪
清水竟变成了“绿水”。

“以前一靠近河边就闻到恶臭，水
体颜色发绿，河岸两边也长满杂草，垃

圾乱堆，行人都绕道走。”王国文边说
边摇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保梅河水曾
因水质问题被列为劣五类水，更被视为
治水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中央环
保督察组反馈指出水质不达标，对城市
形象，人居环境造成了直接破坏。对
此，2017年昌江以改善河流水质和完
成内河湖整治任务为重要抓手，启动

“四河一渠”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改善水

生态环境，构建“生态水网”。
据介绍，“四河一渠”主要是指保

梅河、南妙河、石碌河、东海河和石碌
干渠，其中“四河”皆为城市内河，与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石碌干渠县城段投
资4196万元，石碌河县城段投资1亿
余元，加上保梅河、南妙河及东海河的
投资，“四河一渠”综合整治工程投资
共计4亿余元。

“截至今年3月，‘四河一渠’综合整

治工作已全面完成，河道水质明显提
升，标志着历时长达5年多的‘四河一
渠’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彻底完工，‘城绕
水’、‘水绕城’的生态文明布局基本形
成，为‘六水共治’工作的顺利推进注入

‘强心剂’。”昌江治水办主任、水务服务
中心主任钟飞说，水环境变好了，城市
也变得越来越靓丽，县城居民多了休
闲散步的好去处，还大大提升了幸福
指数。 （本报石碌5月18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长达8.12公里的儋州市松涛东
干渠改线工程（那大分水闸至和庆电
站段）本来要征地600亩，但实际上只
征用了252亩。

为什么征地这么少？“因为70%
的渠道采用暗渠方式，减少占用耕地，
也不需要大量开挖土方，回填后还可
以复耕，不影响耕种，可谓一举多得。”
松涛东干渠改线工程设计代表陈卫
说。

5月18日上午，在松涛东干渠改
线工程2号和3号隧洞施工现场，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洞口周边的斜坡已

浇上混凝土，不时有工程车辆从隧洞
将开挖出来的泥土运出来。“目前2号
和3号隧洞已施工50多米，到项目完
工后，2号和3号隧洞的施工现场要回
填，恢复原貌。”负责项目施工的葛洲
坝集团一公司松涛东干渠改线工程项
目部经理谢靖涛告诉记者。

松涛东干渠改线工程是儋州“六
水共治”重点项目之一，建成后，将为
儋州、临高、澄迈、海口等下游地区提
供生活用水安全保障。渠道设计高
6.12米，宽5.5米，设计流量为38.3立
方米每秒，概算投资7.72亿元。项目
于今年1月开工，计划于2024年5月
底竣工。

该项目横穿万洋高速、307省道
和海榆西线3条主要交通要道。为了
不影响交通，施工单位采用顶管施工
方式，从地下穿过万洋高速。“顶管施
工的长度达110米，施工难度大，工期
要1年左右。”谢靖涛说，虽然每根顶
管的直径达3米，但为了满足水流量
设计要求，一共并排安装三根顶管引
水。在穿越海榆西线时，则采用浅埋
暗挖的方式施工。

松涛东干渠长123.67公里，担负
海口、儋州、临高、澄迈、洋浦等地农业
灌溉、工业及生活用水的任务，被誉为

“生命渠”，其中有15公里长的渠道穿
越那大城区而过。

此次施工的松涛东干渠改线工程
项目，就是将原来穿越那大城区的东
干渠改道，拉弯改直，从南茶电站直通
和庆电站。

那么，为何将现有的东干渠弃之
不用，反而耗资7亿多元重修一条？

“主要居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需要。”儋州市水务局副局长路要广
说，随着那大城市化建设，穿城段渠道
逐渐成为“地上悬河”“夺命河”。在汛
期、台风天气，洪水漫溢时常会造成渠
道两岸城区群众的家园受淹，城区交
通瘫痪；客水夹带着城市污染物入渠，
强降雨时也会造成渠道水体浑浊，对
下游区域的供水安全带来隐患。

路要广说，东干渠改线后，原来的
渠道就变成了城市景观内河，可将渠
顶两岸重新打造，新建滨河步道和滨
水景观，形成具有儋州西部特色的城
市滨河商业带。同时，以原东干渠城
区段为脉，结合城市绿地打造一系列
特色公园，提升城市品位。

据了解，除了对原来的城区渠道
进行改造外，还将渠首节制闸和分水
闸打造成“渠首会客厅”。“渠首会客
厅”主体建筑为环廊式楼阁，采用东坡
书院建筑风格。同时，修建停车场、凉
亭等，将其打造成湖光山色的“网红”
水利景区。

（本报那大5月18日电）

儋州市松涛东干渠改线工程比计划减少征地300多亩

明渠改暗渠 用水更安全

近日，东方市高坡岭水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
据悉，东方市生态环境局目前正在抓紧实施罗带河水污染治理项目；东方市水务局则积极争取罗带河水系联通项目，将戈枕水库的水引进

罗带河的高坡岭水库，由高坡岭水库往罗带河补生态水，在今年年底实现罗带河铁路桥国控断面的水质达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东方高坡岭水库：

水清岸绿
河畅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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