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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这些防疫行为准则要记牢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马珂） 制图/孙发强

为进一步巩固抗疫成果，防止疫情反弹，公众疫情防控的意识仍需提升。按照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第九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这些公民防疫行为准则请记好。

中央媒体看海南

百项赛事火热琼岛，多个国家
训练基地落户加持，体育旅游花样
百出……

盛夏海南，骄阳似火，“体育+”火
爆异常。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海南

“一手撑伞，一手干活”，大力发展“体
育+”新业态，为稳住经济发展作出体
育贡献。

百场赛事，火热琼岛

近期，海南的足球和篮球的球迷
“过了把瘾”，中超联赛和中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CUBA）两项高规格赛事相
继在海口举行。

从6月3日至7月11日，中超联
赛海口赛区共进行10轮30场比赛的
角逐，其中揭幕战等六场比赛开放观
众入场，吸引近两万名观众现场观赛。

6月底，洋溢着青春气息的CU-
BA也“到访”海口。从早上到晚上三
个时段均对观众开放，在海口体育馆
掀起一场场“青春风暴”，连台风天都
挡不住球迷们的观赛热情。

中超和CUBA不仅带来流量，还
带动了旅游消费。“看完比赛游海口”
一度成为球迷的口号。24岁的留念
从杭州来到海口观赛。她说：“对球迷
来说，能现场观看浙江队重回中超联
赛的第一场比赛很激动，观赛后再去
景点转转，免税店购物。”

CUBA海口赛区7个比赛日累计
超5000名球迷现场观赛。无论是“远
征军”，还是省内球迷，他们的到来都
直接、间接地拉动海口的餐饮、住宿、
交通运输等行业的收入。

“下半年每个月要办十几项赛事，

可把我们忙坏了。”万宁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局长姚旺说。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负
责人介绍，下半年海南计划举办100
余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大众观赏型
赛事活动33个，大众参与型赛事活动
75个。

除了举办各种比赛，还打造潜水、
冲浪、露营、骑行等众多群众参与的特
色体育活动，游客、市民可看赛事、做
游戏、尝美食、听电音等，体验感十足。

海南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房殿生
说：“‘体育+旅游’可以同时满足人们
休闲出游和体育运动的双重需求，逐
渐成为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基本生活方
式和快速提振经济的较佳手段。”

国家基地落户，加持体
育产业发展

6月26日和28日，中国足球（南
方）训练基地授牌仪式、国家潜水南方
训练基地揭牌仪式分别在海口市和万
宁市举行。

国家潜水南方训练基地可以体
验游艇出海、岛礁潜水、极速海上运
动等“清凉”旅游项目。中国足球（南
方）训练基地已接待男女足国家队的
训练，并承接了2022赛季的中超和
女超联赛。

此前，已有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
地、国家冲浪基地等多个国家训练基
地落户海南。国家基地不断落地海
南，“加持”当地体育产业发展，成为城
市发展和经济复苏的“助推器”。

“国家摩托艇训练基地即将在神
州半岛这边落地。”万宁市副市长季浩
表示。

近年来，万宁市借助国家冲浪基
地落地日月湾的契机，打造以冲浪产

业为核心的集体育、文化、艺术、娱乐
等为一体的产业集群，开启了万宁旅
文新征程。

季浩表示，依托三个国家训练基
地，万宁市推动文体旅游新业态向上
下游延伸，形成体育赛事、体育培训、
场地设施、考级考证、器材装备销售、
户外音乐节等多元化产业集聚的产业
链条和产业生态系统，推动文、体、旅
产业融合发展，全力向“百亿级”产业
迈进。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
长王可说，随着中国足球（南方）训练
基地落户海口，将吸引越来越多国家
级的品牌赛事，定期定址落户在海口，
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口将打造成
亚洲乃至世界的体育旅游交流和体育
竞技所在地，为海口“活力之城、机遇
之城”带来越来越浓厚的体育氛围。

企业纷纷看好，政策优
势明显

“不见面审批、开办企业一日办
结……我从东北来到海口创业已有一
年多，如今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办事
十分便捷。”海南缪斯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宋全兴说道，他所在的
企业从注册到落地经营，用了不到3个
月的时间。海口办事效率高，营商环
境优，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为什么会选择来到海口？“我是被
海口的自然环境和自贸港政策优势吸
引过来的。”宋全兴说，经过前期的市
场调研，他发现海口全民健身运动蓬
勃发展，海口的文体产业有着广阔的
发展前景。

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简
税制”等特殊政策，加上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优势，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

“抢滩”体育产业。
在海南著名的冲浪胜地万宁，近

30家冲浪俱乐部驻扎在日月湾冲浪
小镇。暑期万宁迎来了一波冲浪游
客的高峰，不仅教练们的课程排得满
满当当，许多店内的冲浪板更是“一
板难求”。

“暑期来临，俱乐部每天接待100
多个学员，其中小朋友占到一半，人均
体验价格在700元左右。”戒浪不冲浪
俱乐部运营负责人陈静介绍说，百分
之九十的客人在店内购买冲浪装备，
自贸港免税政策将推动进口冲浪装备
市场的快速发展。

“种在大海之南，向北生长”。
2021年12月，郝鹏从北京辞职与朋
友在海南合办了一家体育产业公司。
他介绍说，看好海南发展水上运动和
自贸港发展前景。公司暑期在万宁开
展海洋学堂研学项目，带领小朋友们
开展航海体验、海洋保护等活动，已接
待成都和上海多个研学旅行团。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三亚国际体育
产业园吸引众多企业的目光。这个三
亚体育旅游的标志性项目，将建设体育
中心、体育主题酒店、国际汽联FE赛车
娱乐综合体、电竞公园等，未来将有近
百家上下游企业参与管理和运营。

一手撑伞，一手干活

2021年至今，海口、三亚等市县
疫情也曾多次反复，海南坚持“一手撑
伞，一手干活”。支持中超“开放”办
赛，不仅体现了当地政府的担当，也是
海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缩影。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
局长谢晓平说，尽管有风险，但省里和
市里想通过这一次中超的赛事，让更

多人了解海口，希望以这次中超的赛
事为契机对海口市进行一次城市形象
营销，展现海南自贸港风貌。

5月，海南放宽跨省人员流动的
疫情防控政策。“体验帆船的人数一下

‘跳了起来’。”郝鹏说，游艇会2021年
6月接待旅客1552人次，今年6月接
待旅客1932人次，今年线下渠道人数
相当增量均来自线上OTA平台预
定，同比增长24.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海南三
亚、万宁等地登上各大航旅出行平台
热搜榜，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回暖。

记者在三亚、万宁等海边高端酒
店看到，酒店前台登记入住排起长
队，停车场停放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自驾车。

民宿短租平台途家数据显示，6
月份，海南民宿预订量环比增长近一
倍，民宿交易额环比增长超两倍。

业内人士分析，疫情下的海南旅
游呈现年轻化、小团体化、技能化等新
特点，这与海南发展“体育+”方向是
一致的。

随着“95后”逐渐成为主流消费
群体，技能型旅游占据夏季旅游“C
位”。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总经理
郭凯东说：“目前小团体旅游火爆，越
来越多年轻人自驾来到万宁。从观光
旅游向技能型旅游转变，通过学习航
海和潜水技能，考取相应的证书，实现
自我价值提升。”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
长李辉卫表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我们主动作为，引入适合海南的国
际一流赛事，举办丰富多彩的全民健
身活动，积极培育“体育+”新业态和
新热点，为经济复苏作出体育贡献。

（新华社海口7月21日电 记者
柳昌林 刘博）

“体育+”为何火爆？
——海南发展体育产业经济观察

“六水共治”作战图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水稻田间，蛙声阵阵。沿着河畔
踱步，流水哗啦声不绝于耳，玉蕊树林
一眼望不到边，玉蕊花缀满枝头……
日前，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茅坡涝河
边的景色让来自广东的游客林艳芳颇
感惊喜。

“花美，水亦清。”这是林艳芳最直
观的印象。

“在过去村民的眼中，茅坡涝河如
其名，每次下大雨，村里都会‘涝’，河
道淤泥多，水体浑浊，水质较差。”深度
参与七里村水体治理工作的李凯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李凯是中国水电基础
局有限公司儋州市水系连通及水美乡
村项目负责人。

去年11月，中国水电基础局的施
工队开进茅坡涝河治理工程现场。李

凯介绍，该治理工程主要包括水系连
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绿色步道和人
文景观等。其中，河道清淤疏浚长度超
7公里，清淤达10万立方米，新建6公
里长亲水慢行步道，沿河增种2公里长
的玉蕊树苗，新建生态护岸总长6.35公
里，新建改造生态堰坝、人行拱桥、交通
涵共4处，目前治理工程基本完工。

据了解，茅坡涝河发源于儋州中和
镇横山村东侧600米处林地，流经中和
镇七里村、灵春村及横山村，在中和镇

天堂村汇入北门江，总长7.3公里，流域
面积为33.3平方公里。此次河道治理
总投资近4000万元，紧紧围绕儋州市

“六水共治”工作部署要求，以防洪排
涝、生态修复为主，兼顾水景观等综合
效益，着力打造以千年玉蕊树为主题
的古树生态景观展示带，在建设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美乡村的同时，
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生态治水，让茅坡涝河“面子靓”
“里子美”，也让越来越多像林艳芳一

样的游客，慕名来到七里村观光。
茅坡涝河的蜕变是儋州深入推进

“六水共治”取得显著成效的缩影。该
市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全面
推进整治水环境、遏制水污染、保护水
资源、保障水安全等工作，坚决打赢

“六水共治”攻坚战。儋州因地制宜拟
定今年治水攻坚项目清单，初步谋划
项目13个，总投资21.77亿元，让城乡
水更美，家园更宜居。

（本报那大7月22日电）

儋州深入推进“六水共治”，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乡村

碧水绕村流 美景入画来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
捂住口鼻，无纸巾时用手肘
代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注意礼仪注意礼仪

不混用餐具，夹菜用公
筷，尽量分餐食；食堂就餐
时，尽量自备餐具。

文明用餐文明用餐 日常保持房间整洁。
处理进口冷冻食品的炊具和台面，病人及访客使用的

物品和餐饮具，要及时做好清洁消毒。
收取快递时，用 75%的酒精或含氯消毒剂等擦拭或喷

洒快递外包装，拆封后及时丢弃外包装，并做好手卫生。
空调使用前，要对空调壁挂机过滤网、蒸发器表面、进

出风口进行清洗和消毒。

清洁消毒清洁消毒

海南中招第一批（A段）
投档分数线划定
海中（府城校区）海口市分数线为841分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见习记者黎鹏）7月
22日，省考试局公布2022年海南省中等学校招生
第一批（A段）部分学校投档分数线，当天公布分数
线的学校包括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海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海南农垦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等。

其中，海南中学（府城校区）海口市分数线为
841分，海南中学（美伦校区）澄迈县分数线为
766分，该学校其他市县分数线可登录省考试局
官方网站查看。海南华侨中学本市户籍考生（含
港澳台籍和三侨生）和本市学籍非本市户籍考生
分数线均为816分。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市分数线和单列
计划分数线为770分，海口以外分数线为765分；
海南农垦中学海口市分数线为790分，单列计划
分数线为794分，海口以外分数线为792分；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附属中学五指山市分数线为644
分，单列计划分数线为647分，五指山以外分数线
为621分；省农垦实验中学五指山市分数线为
734分，单列计划分数线为736分，五指山以外分
数线为717分；省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生分数线为
707分，汉族生分数线为751分。其他学校分数
线可登录省考试局官方网站查看。

省第六届运动会冲浪比赛
今日万宁开赛
系本届省运会举行的第一个项目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 （记者王黎刚 张惠
宁）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冲浪比赛将于7月23日
至 29日在万宁日月湾国家冲浪队训练基地举
办。这是本届省运会举行的第一个项目。

冲浪比赛吸引我省近百名选手参赛，其中包
括第14届全运会女子冲浪冠军黄莹莹，男子冠、
亚军邱灼、黄一格等运动员。

本次比赛分成个人和团体赛，青少年组个人、
团体、混合团体赛进行，竞赛项目包括男子短板、
女子短板、男子长板、女子长板、男子短板团体、女
子短板团体、男子长板团体、女子长板团体、短板
混合团体、长板混合团体。

本次比赛由省政府主办，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儋州市政府、万宁市政府承办。

关注省运会

用户散播不良信息 平台管理不力受罚

“同城单身”“蜜月”
2款APP被罚款40万元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尤梦瑜）因平台公
司管理不力，导致用户账号发布性暗示、性诱导等
易使人产生性联想类违法违规信息，影响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日前，省网信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同
城单身”“蜜月”2款APP 实施罚款，共计40万元。

今年6月，根据网络巡查发现的问题和线索，
省网信办依法对“同城单身”“蜜月”2款交友类
APP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实，
这2款APP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

经查，海南亚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云通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运营开
办的“同城单身”“蜜月”2款APP上用户账号及其发
布信息管理不力，用户账号散播违法违规信息，影响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第四十七条、《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十
条规定。其中，“同城单身”APP发现有40个账号共
发布47条相关有害信息，“蜜月”APP发现有40个
账号共发布54条相关有害信息，情节严重。

省网信办依据相关法规，对2款APP运营主
体分别实施2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依法约谈运营
主体相关负责人，责令立即注销违法违规账号、限
期全面整改、健全完善内容安全管理机制、从严处
罚责任人。

海南海岸警察侦破“527”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专案
涉案金额2500余万元

本报海口7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李南煌 代龙超 范耀文）海南日报记者7月
22日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获悉，日前，该总
队在“护岸—2022”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527”
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专案，现场查扣走私牛百叶
120包约3.18吨，扣押车辆14辆及其他作案工具
一批。该案打掉2个走私境外肉类产品犯罪团
伙，斩断2条从境外到海南再转销内地多个省份
的走私通道，涉案金额2500余万元。目前，该案
已打击处理35人，上网追逃4人。

今年5月初，该总队第七支队掌握一条线索，
反映有犯罪团伙以海南省西部部分市县为中转
地，再向内地转销走私的境外肉类产品。该总队
迅速成立“527”专案组，从全省抽调大量精干警
力开展侦办工作。通过近1个月摸排核实，5月
25日凌晨，专案组最终锁定目标，并出动100余
名民警，分别在儋州市峨蔓镇和光村镇将正在卸
装、运输走私牛百叶的林某、覃某以及两人的团伙
成员抓获。并在广西南宁、北海和四川广汉等地
将覃某团伙其他成员抓获。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