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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日前，2022年海南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名单公布，三亚21家中
小企业在列，入选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近九成，数量和通过率均创新纪录。

“从申报到入选，仅用了不到3个
月，速度很快，节约了企业时间成本。”
三亚德航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此
次入选的企业之一，公司通过OMO
（线上线下融合店）新零售+基地农旅
综合体的运营模式，开辟电商运营新
渠道，切实助农增收。该公司总裁办

主任林晓菁透露，此次顺利入选，离不
开市里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专人指导，
让企业成功搭上“顺风车”。

林晓菁所说的专人指导，是三亚
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为优质中小企业
提供的精准服务之一。该局工业科相
关负责人介绍，申报工作开始前，该局
主动深入企业调研，及时发布相关通
知，指导企业填报申报材料，“由于企
业间所需材料略有不同，我们会安排
专人对接完善申报要件，为他们的材
料审核、把关，提升企业申报通过率。”

优质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成长

性好，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驱动。近年来，三亚持续加大优质
中小企业服务力度，通过一系列“政策
套餐”，助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
向发展。

为健全优质企业培育体系，三亚
设立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库，筛
选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度强、成
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入库，并择优给予
财政资金支持、服务对接、宣传推介等
多服务方式，形成滚动发展梯度培育
格局。

三亚统筹运用财税、金融、技术、

产业、人才、用地、用能等政策工具，持
续支持优质中小企业发展。举办系列
宣传活动，深化“专精特新”发展理念，
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群体不断提升创
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三亚通过精准指导与普惠服务相
结合，使服务的广度、深度、精准度和
响应速度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持续
增强。

“自2019年入库后，我们已获得
17万元的资金支持，公司得以‘轻装
上阵’，发展速度更快。”海南希源生态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彤坦

言，在政府相关政策及资金的帮助下，
今年该公司成功通过复核，目前正努
力准备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
报工作。

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市将着力构建政
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公益性服务
协同促进的服务体系，通过搭建服务
平台，汇聚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
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多层
次的服务，培育新一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

三亚持续做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服务工作

推出“政策套餐”精准培优育强

最高检、水利部联合发布
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三亚一案例入选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

与水利部联合发布十件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其中，三亚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地下
水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成为我省唯一入选案例。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混凝
土搅拌企业大量违法使用地下水，危害水资源的
问题，三亚检察机关依法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办案，
有力促进行政机关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通
过有效履职查处违法取用水行为。同时，加强与
行政机关的协同，推动源头治理，延伸办案效果，
开展系统整治，规范取用水行为，确保水资源集约
节约安全利用。

受连日高温天气影响，
三亚电网负荷不断上升

三亚供电局多举措
抗高温保供电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刘昌）受连日高温天气影响，三亚用电负荷不断上
升。海南日报记者6月22日从南方电网三亚供
电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1日，三亚电网负荷达
88.823 万千瓦，同比增长 2.47%，当日供电量
1902.57万度，同比增长3.66%。

“这是全年最大用电负荷出现的时段，给线路
设备承载及电力员工带来了很大考验。”三亚供电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高温天气负荷攀升势态，
该局多措并举、全天候做好设备运维，马不停蹄加
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提高三亚地区供电可靠性。

该局根据不同时段的负荷变化情况，合理调整
电网运行方式，通过开展差异化运维，统筹安排电网
设备试验及消缺工作，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用电。

针对闹市商业区、出租房集中的城中村、城边
村等区域，三亚供电局一方面加强自身设备的运
维，在用电高峰期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备开展测
流、测温工作，并采取负荷转移方式来减轻变压器
承载压力；一方面组织人员开展用电安全宣传和上
门服务工作，协助客户做好设备巡检，对存在重大
设备缺陷或因设备陈旧老化不满足运行条件的，及
时督促客户整改，减少因用户故障导致停电事件。

此外，三亚供电局还将加强值班抢修管理，要
求各供电所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值班，一旦
发生故障能第一时间响应并开展抢修。

据了解，三亚供电局今年计划投资约4.86亿
元，用于智能电网建设和农网升级改造，加强政企
联动落实500千伏三亚站、220千伏海岸站、110
千伏迎宾站等一批重点工程选址，并开工建设220
千伏藤桥站、110千伏南滨站等一批主网项目；加
快推进城区电网下地改造，进一步解决变电站布点
不足、主网架薄弱等问题；着力提升三亚中央商务
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重点园区及偏远山区农村的
供电可靠性，努力打造供电可靠性示范标杆。

供电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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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多了
旅游市场正回暖

近几日，三亚出租车司机周
师傅明显感觉到旅游市场热了
起来。“6月20日上午，我跑了一
趟机场、一趟海棠湾、3趟动车
站，赚了200多元。而在5月，
我开一天出租车，也赚不到200
元。”周师傅说。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品牌
部策划主管陈宏也有着同样感
受，“这几天，景区游客接待量有
所提升，每天接待游客2500人
至 3000 人，是 5 月的好几倍。
我们正在策划推出更多有特色
的暑期游产品，迎接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

日前，国内跨省游政策的调
整，让更多消费者坚定了暑期出
游的信心。景区接待游客量上
涨、酒店入住率提高、免税店进
店人数增加……三亚旅游市场
正呈现回暖迹象，也让三亚旅游
从业者对接下来的暑期旅游市
场充满信心。

“酒店入住率由 5 月不足
20%提高到现在的55%，6月底
有望达到85%。”三亚市海棠湾
天房洲际度假酒店市场销售总
监蔡立威说，该酒店正面向暑期
亲子客群推出亲子夏令营活动，
入住享受双份早餐、下午茶、50
多项亲子活动等服务。

航空方面数据显示，5月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进港旅客16.80
万人次，环比4月增幅364.75%，
截至6月20日，机场6月累计完
成客运航班起降4234架次，旅
客吞吐量47.46万人次，其中进
港22.90万人次，旅客吞吐量已
超5月。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实
地走访发现，旅游企业对三亚
暑期旅游市场持较乐观、积极
态度。出游客群将以 18岁至
45 岁青年客群和亲子家庭为
主，他们对海岛休闲度假、水上
游玩、亲子研学等产品较为青
睐。”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有关负
责人说。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李
艳玫）6月22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联合航空公司和部分该市酒店、景区
等，推出面向上海游客的“三亚FUN
肆飞”主题产品，以串联机票、住宿和
游玩的产品模式吸引上海游客在这
个暑期重返三亚。

作为三亚重点客源地之一的上
海市，正在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状
态。此次“三亚FUN肆飞”产品，以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联合吉祥航空打
造的专属上海⇌三亚航线机票产品
为主，整体活动将持续贯穿7月至9
月。该产品面向亲子客群，于6月22
日上线发售，其中包含具有特惠价格
的吉祥航空上海至三亚往返航班机
票次卡，成人儿童均可兑换使用。首
期可兑换的航班日期为7月。

购买此次“三亚FUN肆飞”产品
的旅客，还可享受中免集团海南五店
（含cdf三亚国际免税城）提供的价
值3888元的优惠套餐。同时，三亚
市旅游推广局还为此次专属产品配
套多家星级酒店的专项优惠套餐。
游客购买此产品还能享受到如鸿洲
游艇亲子大帆船游玩、亚龙湾高尔夫
球会暑期亲子高尔夫和蜈支洲岛趣
玩潜水盲盒的专项产品体验价格。

“此次我们根据旅游市场恢复发
展情况，从航空机票到入住体验，再
到游玩活动，推出了一款具有三亚旅
游特色的航旅产品，希望在暑期为游
客呈现完整、优质的旅游度假体验，
后续三亚市旅游推广局还将联合更
多航空公司、涉旅企业根据不同游客
需求，打造更多符合市场期待的旅游
度假产品。”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三亚推出面向上海的
暑期航旅产品
6月22日上线发售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伴随高考结束和各校陆续放假，全国各地旅游
市场迎来复苏回暖。去哪儿大数据显示，6月1日至
15日，全国酒店预订量较5月后半月环比增长超过一倍；
近一周，暑期机票预订量环比上一周增长近3倍，景区门票
预订量上涨幅度达到近六成。

6月以来，三亚旅文部门、涉旅企业等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坚持创特色、给实惠、出新招，全力做
好旅游推广、产品供应、业态培育等工作，全力提升三亚旅游吸引
力，持续推动当地暑期旅游市场升温。

玩出花样
三亚旅行体验强

在放出福利的同时，三亚涉旅
企业也在思考如何吸引消费者的
关注。丰富产品、更新玩法、升级
服务……各涉旅企业使出“十八般
武艺”，让暑期旅游玩出更多花样，
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近期，不少家长把目光投向了
夏令营和研学游。紧跟市场需求，
三亚涉旅企业纷纷推出主题丰富的
夏令营活动，设计独具特色的研学
路线，掀起新一轮旅游营销热潮。

7月2日至8月31日，复星旅
文·三亚亚特兰蒂斯将推出“超级暑
假”主题活动，涵盖水世界夜场嘉年
华、亲子艺术节、夏令营等内容，水
世界的营业时间也将延长至21时
30分；三亚海棠湾阳光壹酒店推出

“保护海洋”主题夏令营活动，孩子
们将在此学习环保知识……

当前，年轻人成为旅游消费主
体，他们更青睐个性化、特色化产
品，更加注重旅游的体验感。抓住
年轻人消费结构特点，三亚涉旅企
业迅速制定相应策略，提供多元
化、特色鲜明的产品和服务，从暑
期市场中分得一块“蛋糕”。其中，
露营、尾波冲浪、酒店度假、民宿体
验等“新、奇、特”旅游产品受到年
轻游客群体喜欢。

6月至9月，由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主办的“心动三亚”首届三亚
城市旅游节正在举行，游客有机会
体验音乐节、创意集市、水上游玩、
免税购物等特色玩法，感受三亚旅
游文化消费新场景。

疫情期间的旅行，游客最关心
的是安全和舒心。据悉，三亚将毫
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旅游场
所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扫
码验码、体温检测、佩戴口罩”等要
求，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持续增强游客防护意识，营造一个
安全有序、健康舒适的节日旅游环
境。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

“放价”营销
暑期出行优惠多

刚刚过去的“618”，三亚涉旅
企业加入促销战中，纷纷亮出招
牌产品。“我们开启‘618’专场直
播，推出客房、餐饮、周边产品等
优惠促销，使用时间横跨暑期，直
至今年9月。”三亚海棠湾阳光壹
酒店总经理邢富涞说，直播得到
网友们热情响应，618元特价房
最初计划推出20套，后来临时增
至40套，都很快被抢购完。

在这一年一度的促销季，
“囤”旅游产品正成为许多消费者
的习惯。这类可以“提前定，随时
退”的旅游产品，服务模式更加灵
活，成为旅游企业全新的营销模
式。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618”
促销期间，三亚多家涉旅企业通
过网络直播的形式“种草”“放
价”，吸引消费者“先囤后游”。

除了各大星级酒店，三亚的
民宿也瞄准暑期毕业游放出福
利。在三亚市旅文局的牵头下，
三亚市旅游民宿协会与厦门、成
都、大理等城市民宿协会开展“毕
业季礼遇活动”——今年全国大
学和高中毕业生凭有关证件，线
下预定住宿，可享受线上平台价
格的8.5折入住。还有不少民宿
推出“住房＋餐饮”“住房＋游玩”
等优惠套餐。

三亚多家景区也相继推出针
对学生、本地居民、医务工作者等
免门票或其他优惠政策，比如南
山文化旅游区面向全国2022应
届高考生提供优惠，考生凭本人
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免票入园和乘
坐“小火车”观光游览。景区游客
的增加也将有效提振了餐饮、周
边产品和地面交通的消费。

三亚还拿出“真金白银”补
贴，让更多游客愿意走出门、玩得
起。5月以来，该市分阶段投放
多轮消费券，刺激旅游消费，涵盖
离岛免税、旅游景区、酒店住宿、
商超零售、美食餐饮等。据统计，
截至6月20日24时，三亚已发放
80余万张离岛免税消费券，投放
金额3510万元。

6月22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动感飞艇。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

普及反诈知识
守护百姓“荷包”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 通讯员陈子丹）“遇到所
谓‘稳赚不赔、高额回报、专业指导’的网络投资理
财推销，千万不要冲动付款。”近日，三亚市城郊人
民法院组织干警在该市吉阳区红沙社区开展送法
进社区活动，提高中老年群众对非法集资犯罪、金
融诈骗的防范意识，守护百姓“荷包”。

当天，干警们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防范和打
击非法集资犯罪宣传手册、接受法律咨询等方式，
向社区居民详细介绍了非法集资犯罪的概念及特
征、常见犯罪手段。针对大家的疑问，干警们认真
倾听并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通过普及金融和法
律常识，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识别、防范、抵御非
法集资、金融诈骗的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该法院将持续聚焦关键人群、关注重点区域、
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多形式、多角度向
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知识，为推动平安三亚、法
治三亚建设保驾护航。

普法普法

三亚女画家作品展开展

巾帼心向党 丹青颂党恩
本报讯（记者徐慧玲）近日，三亚市妇联

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活动之“巾帼心向党·
丹青颂党恩”女画家作品展在三亚市群
众艺术馆开展。

此次画展展出种类繁多，包括油画、
水彩、中国画、工笔画、版画等。绘画内容有
讴歌海南建设自贸港发展成果和逐梦人物的

《奋进新海南》《风雪中的骑手——逐梦前行》；
有表现抗疫、救灾中大爱情感的《爱与责任》《最

美那抹蓝》；有展示海南黎锦、苗绣等非遗传承的
《锦绣黎家》《苗家三月》；有展示民族团结的《美好
新生活》等。

三亚市妇联有关负责人介绍，三亚市妇联组
织策划了一系列能让妇女凝心聚力的活动，希望
激励广大妇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始终保持逐梦者的
奋进姿态，助力三亚在自贸港建设中争当排头兵、
打造新标杆。

文艺文艺

6月22日，游客在三亚蜈
支洲岛旅游区体验彩虹拖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