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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报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刘湃 肖亚梅 林秀
凰）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省大
数据管理局获悉，经过前期调试，全
新改版的海南健康码近日正式上
线。新版海南健康码对健康码防疫
服务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布局，同时，
为庆祝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海南健康码新增消博会主题元
素等，让新版海南健康码更有趣、更
实用、更好用。

据悉，新版海南健康码增加了
消博会风格背景及吉祥物“宇航
猿”，用户使用海南健康码，即可查
看消博会元素版的海南健康码。

新版海南健康码界面增加实时
动态显示出示时间，防止被他人截
屏冒用，进一步提升防伪能力。

新版海南健康码除了保留原有
健康码的核心功能外，还优化展示
核酸检测时效和疫苗接种情况。核
酸检测可展示24、48、72小时及7
天核酸有效信息。疫苗查询板块可
点击查看用户已接种疫苗详情。

新版海南健康码还增加完整个
人身份信息显示功能，经用户本人
授权同意后，可以在海南健康码查
看个人完整身份信息，解决部分用
户核验时需要进一步校验个人完整
身份信息的问题。

以往用户乘坐公交车时扫描地
点码后，需重新进入乘车码，新版健
康码优化流程设计，简化用户进入
乘车码的步骤，用户扫描公交车地
点码后，可直接点击页面上“乘车
码”跳转至公交车乘车码，方便用户
快速出示。该项功能预计本周五可
实现海口市区内全覆盖，届时用户
扫码后可实现直接跳转。

此外针对群众使用健康码中的
常见问题、海南健康码规则、转码原
因及各市县指挥部联系电话，新版海
南健康码提供了更明显的入口，方便
用户快速查看了解；对“每日打卡”

“行程核验”“历史数据”“家人健康

码”等功能做了突出显示，有效减少
群众触达热门服务的时间和操作。

目前，海南健康码已上线独立
小程序“海南健康码”，用户可在微
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海南
健康码”。此外，用户还可以在海易
办APP、海易办小程序、云闪付APP
等多渠道入口访问使用。

“我们制定了海南健康码消博
会应急方案，在原有7*24小时运维
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对系统进行节
点扩容并加强人工巡检保障，实时
监控，第一时间跟进系统警告及异
常情况，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健康码全新改版上线
新增实时动态显示出示时间、简化用户进入乘车码步骤等多个功能

“7月22日至26日的客房，在两
个月前就已全部订满。”祝影是龙楼
镇一家客栈的负责人，火箭发射为当
地旅游带来的小高潮，在她意料之
中。但让她感到意外的是，火箭在24
日已经发射结束，但住房热度却持续
到26日，“这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文昌市文城镇一家酒店的负责人

也对此次火箭发射带来的住房热度感
到惊喜，“文城镇到龙楼镇还有一定的
距离，过去火箭发射前住房率一般都
在70%左右，这一次却达到了95%。”

7月25日，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
讲解员陈雨接待了数十批参观游客，

“以前火箭发射完，这里几乎就没有游
客了。但今天游客量还是很大。”

海南逍遥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田力认为，游客热度持续不
减，除了时间恰逢暑期等因素外，还与
地方政府围绕航天主题组织策划的一
系列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7月23日至24日，文昌市政府精
心策划了“文昌航天发射观礼之旅”
系列活动，囊括音乐节、露营大会和

火箭观礼等文旅活动内容，在点燃文
昌“夜经济”的同时，也为市民和游客
带来了集航天、音乐、美食、文化为一
体的旅行新体验。

“有了更多旅游产品供给，游客
在火箭发射前等待的空白时间，有了
更多活动选项。”田力说，此次来到文
昌的游客，外地游客占了大多数。

旅游产品供给、游客结构发生新变化，航天旅游发展迎来新机遇——

文昌：“问天”发射点燃航天旅游热

万宁将启动
万安书院修缮工程

本报万城7月26日电（记者张惠宁）海南日
报记者7月25日从万宁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获悉，万宁即将启动万安书院修缮工程，目前正
在着手前期相关准备工作。

据史料，万宁古称万州。始建于宋代，重建于
明代，扩建于清代的“万安书院”遗址是当地存留不
多的古迹之一。自古以来，万安书院就是万宁学子
教书育人的地方，滋养万州文风，培养众多人才。

万安书院位于万城镇武丁街北侧，坐北朝南，
现仅存前堂五间及左右廊房部分小房间，占地面积
1604.27平方米。1999年9月，万宁将万安书院设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保护范围为东至城隍庙、
西至书院厢房围墙，南至武丁街，北至露天电影院。

由于年代久远，万安书院建筑破损不堪，修缮
面临的情况相对复杂，难度比较大。记者了解到，
去年7月19日，根据万宁市委工作部署，万宁成
立万安书院修缮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万
安书院修缮工程各项工作，并对万安书院的修缮
方案反复质询讨论。

7月25日，记者从万宁市旅文局获悉，万安
书院的修缮工作，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书
院四周的廊房开始修缮。“目前正在做预算书，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八九月份有望动工开修。”
万宁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说。

文昌对党委（党组）“一把手”和领导
班子成员开展政治家访

共织清廉家庭监督网
本报文城7月26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文昌市纪委监
委获悉，为深入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将廉洁文化
阵地向党员领导干部家庭延伸，文昌市纪委监委
积极探索创新机制，逐步推广对全市党委（党组）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开展政治家访，以家访
形式搭建起单位大家庭与党员干部小家庭之间的
沟通桥梁，彰显人文关怀，传递组织温暖。

据了解，文昌市纪委监委明确要求政治家访
要向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宣传党纪法规，提醒常吹
廉洁风，当好廉内助，守住纪律线，把好幸福门，并
结合干部廉政档案，重点了解掌握领导干部日常
生活学习、夫妻关系、社会交往等“八小时外”的情
况，做好家访记录。

通过政治家访，文昌市纪委监委常态化开展
“廉内助”家风教育和家庭式廉政谈话会，紧绕红
色家风、勤俭持家、清正廉洁等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引导家属充分发挥亲情鼓励和监督作用，常吹
清廉枕边风，当好“贤内助”“廉内助”，自觉成为廉
洁家风的建设者、守护者，积极营造以家助廉、以
家促廉的风清气正良好氛围。如该市生态环境局
一名班子领导收到服务对象赠送的5万元，当晚
在家思想犹豫挣扎之际，在其家人的及时劝导下，
第二天天亮即上交文昌市纪委监委。

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政治
家访，是落实党内关怀激励制度有关规定和加强
领导干部教育监督管理的具体举措。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省旅
文厅获悉，2022年“海南·琼中杯”全
国青少年女子足球邀请赛将于8月2
日至9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
行，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8支女子青
年足球队参赛。

8支参赛球队分别为海南琼中女
足、湖北女足、广州恒大女足、河南洛
阳女足、重庆江北女足、深圳宝安女

足、江苏泰州女足、河北邯郸女足，参
赛球员的年龄段为13岁至15岁，她
们是中国女足的后备力量。本次比
赛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小组单循环赛，8支参赛球队分别落
入两个小组。第二阶段，各小组第一
名争夺冠亚军，小组第二名进入季军
争夺战，小组第三名争夺第五至六
名，小组第四名争夺第七至八名。

此次比赛将充分展现国内青少

年女子足球的风采，加强各省市女足
队伍的交流，为中国女子足球青训作
出海南贡献。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海南将立足
琼中、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继续扎实
做好足球青训，培养人才，支持琼中女
足与全国其他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联合
教学培养，打造全国青少年女足精英
集聚地和U系列国家女足融合发展、
滚动培养的集训地，探索一条具有海

南自贸港特色的体教融合的足球创新
发展之路，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指导，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承办，海南省足球协会、琼中女
足管理中心协办，海南硕克足球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海南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支持。

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邀请赛将在琼中开踢
国内8支女足参加

林诗栋获WTT支线赛
布达佩斯站两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获悉，
2022年WTT支线赛布达佩斯站近
日落下帷幕，代表国家出战的海南省
乒乓球队17岁小将林诗栋，分别夺
得男单、混双冠军以及男双亚军。

林诗栋在本次比赛中出战男
单、混双和男双。林诗栋搭档蒯曼
以3：0（11：5、11：8、11：7）战胜韩国
组合安宰贤/崔孝珠，夺得混双冠
军。男单比赛中，他成功闯入决赛，
与向鹏进行内战，林诗栋以11：6、
11：4、11：9和14：12战胜向鹏，夺
得冠军。在男双决赛中，林诗栋/徐
瑛彬对阵中国台北组合陈建安/冯
翊新，总比分1：3被逆转。

海口面向全国招引
895名企事业单位人才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吴如翔）7月26日，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海口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联合发布《海口市面向全国招聘引进企事业单
位人才的公告》，启动招才引智活动，面向全国招聘
引进企事业单位人才895名，其中重点园区企业
725名，市、区属国有企业106名，事业单位64名。

据悉，本次招才引智活动聚焦重点园区、重点
产业，以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口综保区等
重点园区，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物医药
产业和总部经济产业等四大重点产业招引人才
725名，占比81.01%。本次活动还突出招引高学
历专业化人才，共拟招引具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
究生学历人才338名，占比37.77%。在本次公布
的岗位需求中，部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高级科
研人员岗位薪酬较高，年薪100万元以上的岗位有
6个，年薪50万元至100万元的岗位共121个。

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招才引智活动是海口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落实“椰城优才计划”的重要举措。

7月26日至7月31日

海口发放2.8万张免税消费券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郭萃）海南日报

记者从海口市商务局获悉，7月26日至7月31
日，海口发放新一轮免税消费券，每日10时开抢，
总数共计2.8万张。

据介绍，此次发放的免税消费券有4种面额类
型，其中，满500元减50元的消费券可通过扫海口
市的海南省健康一码通地点码，在地点码展示页面

“惠聚椰城，嗨购免税”点击“立即领取”，每位用户
活动期间限领一次；满2000元减208元和满5000
元减508元的消费券可从云闪付App本地专区

“惠聚椰城 嗨购免税”标识进入领券，每位用户活
动期间限领两档消费券中的一张；满8000元减
808元消费券无需领券，到店使用云闪付App“付
款码”完成支付，每位用户活动期间限享一次优惠。

市民游客可在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全球精品（海口）免税城、深
免海口观澜湖免税城使用，票券到账后次日23：
59：59前有效，最晚有效期为2022年7月31日
23时，以先到达的期限为准，逾期失效。

海南琼中女足 广州恒大女足 河南洛阳女足 重庆江北女足

深圳宝安女足 江苏泰州女足 河北邯郸女足 湖北女足
8支参赛球队分别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太震撼了！太震撼
了！”7月24日，在文昌航
天科普中心，江苏游客刘艳
与数千游客亲眼见证“问
天”成功发射，她激动地重
复着这句话，觉得奔波上千
公里来一趟太值了。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
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
功点火发射。当天，近50
万名游客涌入火箭发射所
在地文昌市龙楼镇，出现
“一房难求”“一桌难订”的
爆满情况。

文昌航天发射场作为
我国唯一一个完全对外开
放的航天发射场，自2016
年首个火箭在这里发射，
每逢“国之重器”升空时，
这里聚焦了全世界的目
光。

有细心的商家和旅游
从业者发现，此次“问天”
发射，无论是游客人数的
增加，还是游客结构、旅游
产品等方面，与之前相比
都有了较大变化。然而，
挑战与机遇并存。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发现，文昌航
天旅游发展的同时还存在
一些问题亟需破解。

玩法增多 | 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火箭升空！祖国万岁！”7月24
日中午，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火箭发
射观礼人群中，17岁的柯怡汝十分激
动。她是跟随来自长沙的湖南龙之
少年研学团队，来到文昌观礼现场
的。

该研学团队负责人常江告诉记
者，研学旅行的要义就是“旅游+学

习”。此次文昌之行，不仅能让学生
们近距离观看火箭发射，还了解相关
航天知识。

“以前的研学是到处走走看看风
光，这一次研学活动不仅学习许多航
天知识，还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强
大。”柯怡汝说。

和柯怡汝一样，以研学旅行形

式来到文昌的青少年还有很多。不
少带队的老师告诉记者，在各自所
在地的研学市场中，航天主题非常
受欢迎。

“航天元素和研学活动的结合，
让观礼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文昌航
天科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中心
观礼活动接待的主要群体是岛内外

的研学团队。
来自江苏的研学团队带队老师

汪晴说，海南研学产品独具吸引力，
也让团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安排。
接下来，团队还将到三亚等地开展活
动，包括探访深海科技的发展，囊括
我国“海”“天”两个“大国重器”的科
普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研学火热 | 航天主题受欢迎

文昌航天旅游的热度令人振奋，
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文昌航天旅
游发展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亟需相关
部门重视解决。

在网络平台上，个别网友“吐槽”
观礼现场无法提供足够的厕所，暴露
出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有网
友表示：“文昌已经有过多次火箭发

射的经历，应该在基础设施问题上提
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旅游从业者认为，政
府和企业之间协同作战能力不足，对
于大规模人流的涌入无法有效导流，
出现堵车、争吵等现象。

游客陶女士向记者表示，看完火
箭发射后，想购买旅游纪念品，却求

购无门。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除了在
文昌航天科普中心、龙楼镇的部分商
店可以看到火箭模型、钥匙扣、明信
片等文创产品之外，其他景点几乎很
难找到相关纪念品。

在业内人士看来，仅仅是售卖单
一的文创产品还远远不够，应当赋予
文创产品更丰富的参与形式。比如

亲子之间可以一起拼图、搭建火箭模
型，和文昌的特色产品相结合等，让
航天旅游IP能够全方位带动提升文
昌其他特色产品发展。

“如果能有更好的旅游体验，相
信文昌航天旅游会吸引更多游客。”
游客刘艳说。

（本报文城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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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游客在文昌
海滩观看“问天”发射。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