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线一
亲子田园童趣之旅

美玉村荔枝果园采摘——昌道古村——昌道
农家乐

路线二
火山古村探秘之旅

畅游荔枝花海——儒张村果园采摘及观光
——沐心石屋农家乐

路线三
乡村振兴助农之旅

施茶火山石斛园——美富村——建新村火山
荔枝果园采摘——石山美食一条街

路线四
农人匠心科普之旅

卓津蜂业产业园——永兴镇荔枝果园——永
昌兔肉

制图/杨千懿

火山“荔枝王”即将上市

海口秀英区推出
4条采摘游主题路线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海口
火山“荔枝王”将于5月底上市，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获悉，该局
将开展“第四届秀英区火山荔枝月乡村采摘游”活
动，通过组织策划一批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活动，
推出4条采摘游主题路线，邀请市民游客畅游美
丽乡村，享受荔枝飘香的美好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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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访谈
■ 本报记者 邹永晖 周月光

“省第八次党代会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海南的新使命，明确‘一
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提出海
南今后五年乃至中长期发展的新目
标、新任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乐东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孙
世文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乐东将聚焦“一本三基四梁八柱”
战略框架，全力备战封关运作，立足
乐东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试验区、山海
互动文旅融合聚集区、高水平生态文
明示范区发展定位，争当产业转型升
级赶超者、争当区域协调发展示范
生、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争当
党建引领发展优等生，开创乐东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孙世文说，乐东将以“四个争当”
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主动对标先进标
准，努力打造优良政策环境、法治环
境、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不断强化乐
东经济发展体系、社会治理体系、风险
防控体系、组织领导体系建设，加快推
动省第八次党代会各项目标任务在乐
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在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走出一条符合乐东实际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是争当产业转型升级赶超
者。乐东将坚定四大主导产业和

“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发展道路不
动摇，努力把区位、交通、山海、气候
等比较优势变成发展胜势，把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作为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中之重，持续做大密瓜、火龙
果、金钱树等高效产品规模，抓好龙
栖湾智慧海洋牧场渔业转型示范性
工程，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做好南
繁发展文章，扎实推动千家、九所、
莺歌海三个产业聚集区建设，切实
发挥好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引擎作用。

二是争当区域协调发展示范生。
党代会报告明确“要做优做精三亚经
济圈，打造国际旅游胜地，自由贸易港
科创高地”。乐东将深度融入“三极一
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在规划、交
通、产业东融三亚经济圈上寻求突破，
努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
旅游业、南繁资源整合融通、要素合理
流动，实现差异互补发展。同时，做好
乐东“山海互动”文章，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

镇墟风貌改造提升和美丽乡村建设，
建好用好乡村法治服务中心，统筹抓
好教育、医疗、住房、垦地融合、法治平
安建设等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工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三是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党代会报告明确“要正确处理好发展
与保护的关系，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
为海南子孙后代的金饭碗”。乐东将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
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全面整改中
央、省级环保督察和国家海洋督察及
生态环保领域审计反馈问题，巩固深
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打好“六水
共治”攻坚战，采取“长牙齿”的耕地保
护硬措施，扛起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
的政治责任。积极参与和推进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保护好热带雨林这

一水库、粮库、钱库、碳库，增强高质量
发展生态底色。

四是争当党建引领发展优等
生。党代会报告明确“要不断提高党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
力和定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保
自由贸易港建设沿着正确方向阔步
前行”。乐东将持续把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和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不断提升干部队伍履职
能力，扩大党组织有形有效覆盖，不
断夯实基层组织战斗堡垒基础。持
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以

“四清一和”为重点的清廉村居建设，
建设好清朗清廉新乐东，有效保障服
务好高质量发展。

（本报抱由5月19日电）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孙世文：

以“四个争当”开创乐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总奖金720万元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
方案设计国际竞赛启动

本报三亚5月19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5月19日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获
悉，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公园（以下简称中央公
园）方案设计国际竞赛已启动，赛事奖金总额达
720万元。

中央公园是贯穿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最重要
的公共开放空间，定位为城市综合公园，是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总体规划中核心的东西向公共空间轴
线和生态廊道，是塑造科技城整体格局、风貌的重
要空间载体。建成后，中央公园将成为东西串联
三亚市区及科技城、南北构建通海绿廊生态体系
的重要骨架。

根据竞赛规则，设计应具有原创性，强调热带
地域特色，突出绿色生态与科技感相结合的城市
风貌。在设计及实施范围方面，总用地面积约
54.38公顷（含水体面积约5.05公顷），总长度约
4.4公里；统筹协调范围上，除上述设计及实施范
围以外，还包含三角梅公园、市民健身中心、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中学等中央公园西南及东北两侧一
个街区以内的范围。

资格预审入围机构（联合体），其竞赛方案经
评委会认定为满足本次竞赛设计要求的，获得相
应的竞赛奖金。其中，一等奖1名，240万元人民
币（含税），并负责后续方案深化工作；二等奖1
名，180万元人民币（含税）；优秀奖3名，各100
万元人民币（含税）。一等奖中选机构（联合体）需
在获胜方案基础上进行方案深化设计，其成果通
过三亚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查后，可获得额
外的深化设计费用。

关注5·19

本报三亚5月19日电 （记者
李艳玫）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
当天，三亚启动 2022 年“中国旅
游日”主题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采取多种形式，开
展好系列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
注旅游、参与旅游、服务旅游、推
动旅游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该活动将持续至9月，
三亚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联动旅游
行业协会、涉旅企业，通过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的活动及惠民措施，提振行
业发展信心，推动旅游市场恢复和发
展。据统计，来自三亚及陵水、保亭、
乐东170多家旅游企业推出320多
个优惠产品，激发游客出游热情。

酒店方面，有40多家旅游酒店
推出近80个特惠产品。其中三亚
亚特兰蒂斯酒店推出亚特兰蒂斯限
时回馈，领取大额优惠券入住海景
房最低仅需588元每晚。景区方
面，有12家景区推出共计55个特
惠产品，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推出
原价711元，现活动价296元的亲
子一大一小组合票，包含门船票、豪
华环岛游套票、欢乐海滩等产品。
游船游艇方面，有23家企业推出共
计41个特惠产品。

三亚各大免税店围绕“产品联
合，资源叠加”推出了诸多优惠活
动，多举措促进消费，推动旅游市场

复工复产。包括中免三亚国际免税
城推出10万套价值3666元的优惠
券包；三亚海旅免税城将推出“海旅
带你欢购一夏”“暑期福利大放送”
等一系列的主题促销活动等。

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多次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行业
协会和代表性企业进行座谈，提前
部署、精心谋划，发动各涉旅企业围
绕“周末惠游到三亚”主题，分别制
定了营销方案和推出了系列特惠旅
游产品，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
充分展现三亚全域旅游风采，刺激
旅游消费。

面对即将到来的儿童节、端午
节、暑期毕业季，三亚市政府还将组
织市旅文局、市旅游推广局、市商务
局等有关部门，联合五指山、陵水、
乐东、保亭旅文部门，策划推出特惠
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产品特色供给、
精准供给，吸引亲子游、毕业游等客
群来三亚旅游消费，助力旅游市场
稳步复苏。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还将通过
开展系列线上线下主题推广举措，
促进暑期旅游市场增长。如开展

“走出去”推介活动，前往长沙、广
州、深圳等主要客源城市以“童趣
三亚·全家登岛”等为主题，重点向
当地年轻客群及亲子客群推广三
亚旅游资源。

三亚启动2022年“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

促销持续数月
做足消费文章

本报嘉积 5 月 19 日电
（见习记者黎鹏 记者袁宇）5
月19日上午，“中国旅游日”琼
海系列活动暨“潭门渔故事”
活动启动仪式在琼海潭门镇
排港村老渡口民宿举行。该
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准备“月
月有活动，周周有精彩”的文
旅融合大餐，邀请游客共同探
寻潭门渔民们耕海牧渔的点
滴故事。

潭门小青龙、潭门马鲛
鱼、潭门红口螺、潭门海参
……在活动现场，“吃海鲜到
潭门”品牌推介展板上的1元
试吃套餐，吸引了琼海市民李
虹瑱的目光。“在微信朋友圈
看到活动的宣传推介后，我便
过来参加了，海鲜味道真的很
棒。”李虹瑱一边试吃，一边
为活动点赞。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潭门渔故事”旅游品牌推介、
惠民旅游展销会、创意海鲜游
戏等活动。

据悉，本次“潭门渔故
事”系列活动将从即日起持续
至今年10月。其中，5月为潭
门之春，以“ 嗨购海鲜 潮起
潭门”为主题举办活动启动仪
式；7月至8月为潭门之夏，以

“快乐畅饮 运动无边界”为主
题打造彩绘瑜伽、啤酒电音、
沙滩运动主题活动；9月至10
月为潭门之秋，以“轻奢潭门
乐享生活 ”为主题打造咖啡
电影、露营风筝主题活动。

同时，“中国旅游日”琼海
系列活动2022琼海市第二届
520婚庆旅游文化节将于5月
20日在琼海博鳌镇沙美印象
举行，通过举办文明简约集体
婚礼、低碳环保婚俗集市，进
一步弘扬和践行低碳环保、绿
色生态的生活理念，传递和倡
导时尚文明、勤俭节约的婚恋
新风，打造琼海甜蜜事业新亮
点、新品牌。

“中国旅游日”
琼海系列活动启动

聆听渔故事
感受海文化

琼海 三亚

5月19日，在海口骑楼老街，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春媚）5月
19日，中国旅游日。新海南客户
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推出主题
为《“借”一场旅行 发现海南美》的
创意海报。该组海报以“借”为题，
配上三行情诗的文案，盘点海南热
门旅游打卡点，通过一组海报，展
现琼岛美丽风景。

新海南客户端推出
中国旅游日创意海报

“借”一场旅行
发现海南美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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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台融合推进《自贸佳》节目改版升级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全新启航
本报讯（海报全媒体中心记者 钟圆圆） 5

月19日，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全新启航暨《自贸佳》
节目改版上线仪式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举行，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聚合两大传
媒集团的国际传播资源，重组全新的海南国际传
播中心，以全新的阵容向世界发出海南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

据了解，全新启航的海南国际传播中心由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海南国际传播中心和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国际传播部整合
重组成立，肩负着“完善国际传播体系，进一步讲
好海南故事、传播海南声音”的新使命。中心聚合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力
量，集纳全省国际传播资源，以互联网为传播主阵
地，以全新阵容、全新使命、全新作为，着力为海南
自贸港打造具有“国际风范、中国气派、海南特色”
的国际传播新名片。

仪式上，海南国际传播中心重点节目《自贸
佳》正式改版上线。升级后的《自贸佳》节目由全
新的双语主持团队呈现，可实现多语种海外传播，
将致力于打造成具有国家站位、国际视野和海外
影响力的高端节目，重点影响海内外有影响的重
要人士，借嘴传声，向世界讲好中国开放故事。

今年是中韩两国建交30周年，也是海南省与
济州道缔结为友好城市27周年。为促进友城交
流合作，海南国际传播中心与韩国有线电视济州
放送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正式签署“一城一
媒”国际友城媒体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在媒体内
容互换互推、媒体渠道共享、媒体深度联动等方面
展开合作，借助各自的媒体平台和渠道，共同讲好
海南和济州故事，以媒为介共同谱写中韩友谊和
省道友谊新篇章。

活动还设立了国际交流分享环节，高校学者、
资深媒体人、国际传播官、海外归国青年等专家学
者、行业大咖、传媒新秀齐聚一堂，围绕“国际传播
如何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实践者：如何提升国
际传播能力”“国际传播官眼中的海南自贸港”“海
南青年力量@国际传播”四个主题展开思想碰撞
和交流分享。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李艺娜

今年5月19日，是第十二个“中
国旅游日”，海南旅游界推出20多项
主题活动，有望迎来异地游客恢复
潮，为此，我省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
力，促进旅游市场恢复。

5月19日，作为海南省2022年
第二季健康游欢乐购——“我和海
南的约‘惠’”联合推广活动重要组
成部分，“惠见海南 畅玩椰岛”系列
整合营销活动，在定安县文笔峰风
景区拉开帷幕。

据介绍，省旅文厅携手美团，融
合美团“青山计划”，推出多项趣味

线上线下活动。
海南的椰子，在“文旅+IP”加持

下，将赋予新的内涵。
今年夏天，以海南椰子为原型

的海南本土IP形象、网红“大椰哥”
将闪亮登场。当游客在海口、三亚
等地享受美景美食时，将有身材健
硕、面容俊俏的“大椰哥”带游客边
吃边玩，还能徒手帮忙开椰子。

海南的饮品，在“文旅+跨界”推
动下，可以品出“地道海南味”。

本次“惠见海南 畅玩椰岛”系
列活动融入异地推介、跨界营销的
潮流元素。主办方将联合四川本土
知名连锁茶饮品牌推出限定联名椰

子主题饮品，让成都游客在当地也
能喝到“地道海南味”。

海南的生态，在“文旅+环保”融
合下，将打造海岛旅游新样板。

本次营销活动的亮点之一，是
颇具环保元素的“艺术设计大
赛”，由美团“青山计划”发起、海
南省塑料行业协会支持，以椰子
壳与常见餐饮包装回收材料作为
主要材料，设计出以环保、海南风
光为主要表达内容的艺术装置作
品并参与评选。

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美团
“青山计划”是外卖行业内首个关
注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在推进保护

与修复海南珊瑚礁等环保行动同
时，不仅推出门票折扣、线路打包
折扣、文旅福利派发等多项全民优
惠活动，还打通美团外卖、美团单
车等多业务的线上线下资源，联动
零售茶饮品牌、车企机构等多种合
作资源，助力海岛旅游创新玩法和
优惠活动。

白沙黎族自治县将生态文化、
民俗文化注入景区建设。为充分挖
掘白沙旅游消费潜力，提振海南旅
游消费回暖复苏，5月19日至21日，
该县开展以“天外奇茗 雨林黎家
——我在白沙等你来”为主题的系
列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
发布了2022年白沙夏日茶文化旅
游季系列活动茶文化主题旅游线
路：串联白沙陨石坑、茶园小镇、白
沙五里路有机茶园、白沙方香村茶
园、罗帅村、松涛水库上游江排游览
区、红坎瀑布等景点，全方位呈现白
沙茶文化、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等旅
游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黎山润歌”白
沙黎族歌舞晚会上，设置黎族歌舞
表演、黎族长桌宴、黎族民俗文化展
示等环节，向游客展示白沙黎族风
情与民俗文化。

（本报海口5月19日电）

我省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旅游市场恢复

创新玩法优惠多 跨界融合激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