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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鹿回头景区
推出系列新春活动

本报三亚1月24日电（记者李
艳玫）春节假期，人们出游兴致盎然。
1月24日，在三亚鹿回头风景区，来
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携老扶幼逛景区、
赏美景、品民俗，感受海岛美景和浓浓
年味，欢度新春佳节。

为丰富假期旅游业态，大年初一，
鹿回头风景区启动第六届鹿回头国际
新春欢乐节，工作人员装扮成“福禄
寿”派发新年糖果礼袋，送上新春祝
福，吸引许多游客上前合影。

数据显示，近几日鹿回头风景区
人气旺盛，呈现强势回暖趋势，1月22
日和23日入园游客数量都达1.3万人
次。“我们积极抓好春节这一重要的时
间节点，围绕‘安全、消费、服务’三大
方面，全力保障好假日市场供给，积极
营造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旅游氛围，
助推旅游业全面恢复、加速发展。”三
亚旅文集团副总经理、鹿回头景区董
事长刘勇说。

本报三亚1月24日电（记者周
月光）三亚提前谋划部署，下好市场
监管“先手棋”，推动旅游市场高质
量发展，1月20日至22日，三亚全市
景区景点、椰级乡村旅游点共接待
游客40.23 万人次，同比增长42%。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24日从三亚
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监管整治新闻
发布会获得的消息。

下好市场监管“先手棋”

春节前，三亚召开旅游市场监管
整治动员部署会议，制定发布《三亚市
2023年春节暨旅游旺季旅游市场综
合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旅游购物、婚
纱摄影、餐饮及海鲜水果消费、交通出

行、住宿服务、旅行服务、景区服务等
重点领域综合监管责任，统筹协调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旅文、交通、公安等
部门做好旅游文化市场监管工作，以

“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

1月 21 日至今，三亚共查处欺
客宰客、非法经营海上项目、非法揽
客营运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23起，
处理旅游消费投诉 345 件。其中，
对三亚某餐饮有限公司采取虚假宣
传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依法给予50万元的行政处罚，有力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旅游市场
稳定运行。

同时，三亚强化宣传引导，树立文
明旅游新风尚。三亚涉旅部门结合职

能职责，针对交通出行、旅游购物、景
点游玩、安全防护等方面发布温馨提
示，引导游客文明出游、错峰出游、理
性消费，让高质量服务发展理念在全
行业蔚然成风。

旅游市场数据全面攀升

今年春节，三亚围绕增强游客
“体验感”、提升游客“幸福感”、拓展
游客“参与感”，策划以“年味满三
亚，金兔到万家”为主题的活动，组
织开展涵盖文化、旅游、体育、演艺、
促销、惠民等系列活动，营造喜庆祥
和的新春文化氛围；推出游艇旅游、
水上旅游、低空旅游、乡村旅游等特
色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满足不同

喜好和消费需求。同时，在蜈支洲
岛旅游区、鹿回头景区、凤凰岭海誓
山盟景区等开启夜间经营模式，激
活夜间消费活力。

三亚旅游市场持续火爆。统计数
据显示，1月20日至22日，三亚景区
景点、椰级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为
40.23万人次，同比增长42%。

主要景区接待游客量：南山文化
旅游区接待10.71万人次；蜈支洲岛
旅游区接待3.32万人次；天涯海角游
览区接待3.03万人次；西岛海洋文化
旅游区接待1.84万人次。

进出港旅客量明显增长。1月
20日至22日，三亚市进出港旅客量
29.74万人次。其中，三亚凤凰机场
进出港旅客量 19.77 万人次。进港

旅客量 11.11 万人次；出港旅客量
8.66万人次。3天进出港航班1208
架次。

春节期间，三亚市加大对私设“景
点”“野景点”整治力度，严厉查处旅游
经营单位和从业者将私设“景点”作为
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销售或推荐等违
法经营行为。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
民游客在搜寻游玩之地时，要加强风
险意识，搜索和景点相关的执照信
息，并尽量选择正规渠道提供的景
点，不要轻信各类社交媒体推荐的

“人气景区”，不到私设“景点”游玩，
一旦发现私设“景点”，可在第一时间
拨打88270013（三亚市整治办电话）
进行投诉。

三亚积极加强涉旅领域监管，推动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树立旅游新风尚 催生消费新业态
三亚加强冬季瓜菜生产保稳供：

春节销售收益好
农民增收有盼头

本报三亚1月24日电（记者黄媛
艳）“豇豆一斤 7 块多，收成也不错
……”1月24日，三亚崖州区的农户符
丽芬抓紧采收地里的豇豆。冬季瓜菜
市场行情向好，新年瓜菜销售“开门红”
让她开心不已。

黄瓜、豇豆、辣椒、茄子、苦瓜……春
节期间，三亚冬季瓜菜迎来产销高峰，崖
州区种植的新鲜瓜菜大批量收获上市，
畅销岛内外市场。

称重、分拣、打包……春节期间，崖
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依旧人来人往。
在市场瓜菜收购档口，崖州果蔬综合批
发市场管理负责人何海东透露，“春节
期间，尽管收购商数量减少，但每天仍
有90吨左右瓜果菜出岛，收购价格比
平常上涨了40%，苦瓜、豇豆等收购价
持续向好，瓜菜收购价总体较去年稳中
有升。”

冬季瓜菜是三亚农民增收的“法
宝”，也是三亚农业的“门面”，保证老
百姓吃得安全，是三亚“农业人”的责
任。春节期间，三亚农业部门严格把
关，做好瓜菜出岛登记、安全检验，不
断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守好三亚
出岛瓜果菜质量安全的每一道“关
口”。以崖州区为例，该区全方位提高
冬季瓜菜品质，生产过程中推广绿色
农资引导绿色种植，产品采收上市过
程中严格检测，已实现全覆盖田间抽
样、半定量筛查、定量复检和对不合格
农产品快速处置等严格落实产地准出
的做法，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坚守底
线、严格把关、严肃查处，确保区域农
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为确保全国“菜篮子”稳供，
三亚市积极推广“稻—菜”轮作耕作制
度，推动冬季瓜菜上坡地种植，在有条件
的田洋还引导农民种植二茬瓜菜，充分
挖掘三亚土地冬季价值，全市冬季种植
豆角、青瓜、茄子、苦瓜、丝瓜、尖椒等品
种瓜菜面积约17万亩，预计总产量47
万吨。春节期间，三亚农业部门进一步
做好产销服务工作，确保农民瓜菜种得
好卖得更好，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为
全国春节市场“保供稳价”作出贡献。

琼中女足的新年愿望：

踢上更多高水平比赛
据新华社海口1月24日电（记者

刘博）在海南岛中部的一座小县城，有一
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女足队伍，她们
的故事受到很多关注。在新的一年里，
琼中女足的队员们希望踢上更多高水平
比赛，球技“兔”飞猛进。

2006年，琼中女足在一片土操场上
成立，建队初期条件艰苦，缺少专业装
备，足球球胆露出仍然使用，队员们需要
自己种菜、做饭。凭借教练和队员的共
同努力，加上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琼
中女足渐渐踢出成绩。

如今，琼中女足的软硬件条件早已
今非昔比，还建设了自己的训练基地。
2022年举办了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共
有来自女甲、女乙和高校的8支球队参
赛，最终琼中女足获得第一名。

为了给“铿锵小玫瑰”提供锻炼平台，
“海南·琼中杯”全国女子足球邀请赛计划
纳入每年赛历，青少年组赛事拟于每年7
至8月举办，成年组赛事拟于11月举行。

《中国女子足球改革发展方案
（2022-2035年）》中提到，到2030年，
女足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训练水
平和竞技成绩显著提升，到2035年足球
成为女性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

可喜的是，校园中踢足球的女孩子
越来越多了。以海南琼中女足为例,琼
中女足现有6个年龄段12支队伍，现役
球员416人。自2006年建队至今，50
余名队员凭借优异的足球运动水平考上
大学。

同时，多位女足业内人士指出，女足
赛事体系仍待完善，目前女足青少年赛
事以地方性为主，期待青少年女足踢上
更多高水平比赛。

海南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主任肖山建
议，要让孩子们“走出去”，多参加正式足
球赛事，通过实战提升个人水平。球员
通过比赛相互交流，能够发现自身不足，
解决问题，快速成长。

在海南省足协副主席、前女足国脚
韦海英看来，保证青少年女足有高水平
的比赛是成才关键。“中国不欠缺人才，
重要的是给孩子们提供平台。让孩子们
更多地去参加高水平比赛，比赛对孩子
们的锻炼和提高很重要，对女足运动的
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海风拂面，暖阳怡人。1 月 24
日，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的海南分界
洲岛旅游区，伴着阵阵海浪声，一批批
游客在港口乘坐大型接驳客船，登上
这座四周被海水环绕的美丽岛屿。

作为全国首个海岛型 5A 级景
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坐拥天然的
热带海域景致，在今年的春节黄金周，
众多体验性、个性化较强的海洋旅游
项目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近岸浅水区水清沙白，魔鬼鱼在
水中以波浪状摆动前进，与游客们亲
密互动，这是该景区的“网红”打卡项
目之一。“以前只能在水族馆里看到的

海洋生物，现在居然都围在脚边，太奇
妙了！”来自湖南的游客李先生还准备
和朋友体验浮潜。

想要领略海底世界的神秘，还得体
验真正的潜水。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
让分界洲岛的冬日同样暖洋洋，春节期
间许多游客奔此而来。蓝宝石一样的
海面下，“海底天宫”令人心驰神往。游
客们穿戴好装备潜入海底，在珊瑚丛中
穿梭，与五彩斑斓的鱼群一起畅游。

“真的是视觉盛宴，尤其是海底的
沉船让我记忆深刻，曾经的庞然大物
变成了海洋生物们的‘避风港’。果然
不虚此行！”游客黄女士上岸后，激动
地描述着海底的场景。来自辽宁的曲
先生还专门带上了妻子和女儿，利用

春节假期上岛考潜水证，如今他们已
是合格的持证潜水员。

春节前正式投入运营的“分界洲
岛号”全潜式潜水艇也备受游客好评，
这艘国产全潜式大型旅游观光船能让
游客更直观地潜入海底，欣赏海洋生
态之美，更好地认识海洋、了解海洋、
爱上海洋。

此外，随着春节客流高峰的到来，
海洋剧场、动感飞艇、拖伞、香蕉船、海
上摩托艇等特色项目也都十分火热。

“从除夕到大年初二，我们一共接待游
客近2.5万人次。”海南分界洲岛旅游
区总经理符胜坦言，如今自驾出行的
游客越来越多，对景区停车场的配套
需求也越来越大。

近日，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财
政厅、省旅文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海
洋旅游业用海要素保障和服务管理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整体上
以资源要素保障、用海活动规范和安
全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
把利民惠民摆在突出位置。

符胜表示，“年轻化、个性化、定制
化”成为大众旅游消费趋势所在，《意
见》中提出的12条用海要素保障措施
让景区更有底气积极做好海岛旅游产
品升级，打造具有网红属性、符合游客
需求的海洋娱乐新项目。

生态保护是旅游业发展的生命
线，同样也是景区的吸引力。《意见》中
提到：鼓励潜水用海人在已取得海域

使用权的海域开展珊瑚礁生态修复或
人工培育，形成适宜潜水的珊瑚生境。

近日，分界洲岛海域投放了200
立方米复合生物礁。“和以往有所不
同，基于珊瑚的多样性和适应性，这些
生物礁融入了景观设计思路，兼具基
底改造、珊瑚种植、生物养护和景观
观赏的功能。”符胜介绍，为了保护周
边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海南分界洲
岛旅游区自2004年起，就联合海南
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开展珊瑚保育
工作，如今海域珊瑚覆盖率达10%至
30%，局部浅水区域珊瑚覆盖率达到
30%至50%，良好的海洋环境使周边
的珊瑚生态逐渐恢复，海洋生物也逐
渐增多。 （本报椰林1月24日电）

春节假期，分界洲岛多样化海洋旅游项目引客来

新春海岛游 享亲海乐趣

我省将迎新一股冷空气
27日最低气温
或降至7℃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记者习
霁鸿 通讯员刘爽 吴清传）据省气
象台1月 24日预报，1月 27日～30
日，我省将迎来新一股冷空气，各
地气温明显下降，其中最低温或降
至7℃。

26日，冷空气影响减弱，海南岛
以多云为主，北半部局地有小阵雨，各
地气温继续回升。最低气温北部、西
部和中部地区13℃～16℃，其余地区
16℃～18℃，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
21℃～23℃，五指山以南地区24℃～
26℃。

1月27日～30日，受新的冷空气
影响，27日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
雨；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间阴天，其余
时段海南岛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北
部、西部和中部地区降至7℃～10℃，
其余地区11℃～14℃，最高气温五指
山以北降至15℃～17℃，五指山以南

地区21℃～23℃。

1月23日晚，游客在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观看开放式主题演艺。
从1月20日起，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引进非遗项目表演，每天21时在园区上演。同时开展100余场开放式主

题演艺免费看活动，让市民及游客在三亚过春节也感受到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媛媛 图/文

玩法新升级
点燃新春夜

1月24日，游客在中免集团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选购免税商品。本报记者 袁琛 摄免税品销售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