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年8月30日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支教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近10年来，共有18批支教志愿者远赴新疆完成支教任务，输送支教志愿者共计51人次

志愿服务Sy■2011年8月24日

与新疆塔什库尔干自治县教育局正式签订校企支教合作协议

●6月27日17:00-17:30
●6月28日 17:00-17:30

《小螺号》首播时间

●周六18:00-18:30
●周日18:00-18:30

7月 4日起《小螺号》播出时间

《小螺号》节目参与/合作招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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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占全省总人口比降至3.21‰

新华社海口6月26日电（记者 刘邓）记者
26日从海南省禁毒办获悉，经过三年多对毒品
的专项治理，海南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占全
省总人口比从最高峰时8.8‰已降至 3.21‰，禁
毒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2016年以前海南毒情严峻，全省登
记在册吸毒人数占总人口8.8‰。为遏制毒品犯
罪高发的态势，海南自2016年 11月起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整合34个与毒品有关的部门形成
合力，开展“严打”“严收”“严管”等“八严工程”，
实现病残吸毒人员应收尽收、新增吸毒人员持续
减少，实现刑事案件立案数、侵财案件立案数双
下降，社会治安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

海南省禁毒办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刘海
志说，下一步海南将不折不扣落实好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各项工作，为自贸港建设营造

“无毒岛”的社会环境。

Sy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端午节端午节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卢霜 黄世
烽）“吹响小螺号 快乐来拥抱”。6 月 27 日 17
时，《小螺号》节目全新改版，重装亮相！栏目
将倾力为三亚少年儿童打造一个自我展示、学
习交流的舞台。

2014年 1月 17日，三亚广播电视台首档原
创少儿益智综艺类电视栏目——《小螺号》正式
开播以来，6年的快乐时光，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
践、碰撞与磨合、传承与创新，慢慢走进了孩子们
的心里，快乐、阳光、健康、活泼的主题，让三亚的
孩子们在节目中不断展示自我、表达自我。

全新改版的《小螺号》栏目将延续“一切为
了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宗旨，不但在内容和
包装上让人耳目一新，更由原本的周播一期改
为一周两期节目。

新改版的《小螺号》共设置了六大板块：
《小海豚总动员》让孩子们化身为小海豚独立
出动或是亲子作战参与游戏，开展生活体验、
研学游学等活动；《科学小课堂》由主持人带领
小嘉宾进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小实
验，室内室外相结合，通过发问、实操和老师讲
解获得科学知识；《英格力士》配合三亚“全民
学英语、用英语”行动，打造学习简易、参与性
强、富有趣味的英语节目；《小海星宝宝秀》为
孩子们的舞蹈、器乐、演唱、朗诵、曲艺等才艺
表演提供充分的展示机会；《小记者站》让孩子
作为小记者走到少儿新闻的前线进行采访报
道，展现“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与少年儿童息息
相关的大事小情；《号角 Vlog 童趣驿站》让孩
子和家长用自己的设备以第一视角记录家庭日
常、学校日常、生活日常等，零距离参与节目。

：0898-88899098/18689591816 王小姐

3天端午小长假，拉动三亚周
边旅游小高潮。数据显示，在国
际国内品牌酒店集中的亚龙湾和
海棠湾，旅游饭店客房开房率分
别为 70.13%和 80.39%，平均房价
分别为 1050 元和 900 元，业内普
遍反应好于去年同期。

小长假拉动力显现
酒店表现超去年同期

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
端午小长假的到来，三亚及周边
区域不仅景区客流量较疫情期间
有所增长，各国际国内品牌酒店
的入住率也屡创新高，节日拉动
效应明显。

万豪国际集团在海南区域 5
个城市8个湾区布局着11个品牌
23 家酒店，其中 18 家位于“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12 家在三亚。

“我们好多酒店都满了。”万豪国
际集团中国海南区域销售及分销
渠道总监钟莹一言道出三亚各大
品牌酒店在端午小长假市场中的
大体表现。

“假期前两天都是满房，自助
晚餐每晚也是满座状态。”雅高集
团旗下三亚亚龙湾铂尔曼别墅度
假酒店总经理江勇介绍，今年端
午小假期酒店入住率高，得益于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利好政策的出台及三亚独特清凉
的夏季气候条件，再加上酒店管
理风格和待客之道，糅合欧洲与
海南本地美食，让游客更加青睐。

“昨天满房，今天也会满。
JW 这边住房率都在 80%以上。”
三亚山海天JW万豪酒店、三亚傲
途格精选酒店市场销售总监张莉
介绍说，位于三亚大东海的这两
家酒店，端午小长假住房率预计
比去年同期高出 5%，平均房价也
高于去年同期。

记者了解到，市场表现好于

去年同期的酒店不在少数，石梅

湾艾美度假酒店、亚龙湾丽思卡

尔顿度假酒店、海棠湾喜来登度

假酒店等都在其列，香水湾富力

万豪度假酒店最近也频频满房。

海棠湾区内的绝大多数酒店也都

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酒店营销走心
市场反应给力

搭乘“端午假期”快车，三亚
众多酒店“各显神通”亮出营销

“妙招”，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和形
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招揽顾客，成
为了拉动端午小长假消费的一大
亮点举措。

端午节前，亚龙湾喜来登度
假酒店酒店推出了“在亚龙湾 C
位‘沾龙气’‘洗龙水’的营销概念
及包含房、餐、亲子玩乐、亲子客
房布置在内的“喜来启程”官方直
销主打套餐，成为端午小长假销
售爆款产品。

“海南区域 7 店 1 晚通兑券
499元起，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
大酒店两晚套餐 1649 元起……”
希尔顿集团通过“6·18”直播带货
为端午小长假带量，其推出的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免费更改或
取消订单”的退改保障政策也激
发了消费者的“买他”之心。

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在疫情初期就通过线上新媒体及

传统旅行社渠道预售套餐的方
式，为端午小长假销售打下了基
础，并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价
格和产品体系。

记者还了解到，三亚海棠湾
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从 5 月份开
始平均入住率恢复到75%左右，6
月份上升至 85%，今年端午小长
假入住率达到 95%。酒店市场传
讯总监孙鸥表示，酒店一直积极
应对市场需求，分别在4月和6月
做了两次微信商城的大促活动，
其中酒店的一价全包产品成为爆
款。另外针对亲子家庭市场，酒
店也更新了趣味十足又丰富多彩
的店内儿童活动。

周边游成端午出游首选
带旺酒店人气

节前，去哪儿网发布数据显
示，省内游、周边游将延续此前势
头，继续成为游客端午小长假出
游的首选方式。

飞猪数据也显示，今年端午
全国各地周边游需求较高，整体

出游人次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六
成，周边游依旧是端午出游的主
要方向。同时，在飞猪发布的“端
午出游最积极的 10个城市”排行
中，三亚排名第八。

记者了解到，端午当天，亚龙
湾迎宾馆度假酒店受疫情影响停
业大半年的海底餐厅恢复营业，
并推出海鲜自助晚餐，借助网红
主播线上带货等营销手段，卖了
个火爆开市。该酒店市场传讯总
监刘丹介绍说，当天酒店接到很
多临时订单，入住客人以省内周
边游家庭为主。

同样，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
顿度假酒店在端午假期前两天入
住率达 80%，酒店反映临近新增
订单较多，家庭出游及年轻女性
出行占主导。

“来三亚最喜欢入住亚龙湾
的酒店，湾区里旅游业态丰富，吃
喝玩乐都很方便。”来自文昌的游
客黄女士告诉记者，除了喜欢星
级酒店的服务外，出行方便是多
数家庭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要
素。“带着老人孩子，到周边游最
合适不过了。”黄女士说道。

端午小长假拉动周边游

三亚品牌酒店实现“人财两旺”
本报记者 李少云 袁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
郁琼源）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为
助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税务部门发
布新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从支持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涉农产业发展、
激发贫困地区创业就业活力、推动普惠
金融发展、促进“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
展、鼓励社会力量加大扶贫捐赠六个方
面，实施了110项推动脱贫攻坚的优惠
政策。

指引明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
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
农村电网维护费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将

优化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转让
土地使用权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
免征增值税，承包地流转给农业生产者
用于农业生产免征增值税，农村土地、房
屋确权登记不征收契税等政策，将助力
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额限额
内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
所得税……国家不断加大创业就业政策
支持力度，扩大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范围，
加强对失业人员、残疾人等重点群体或
特殊群体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有力增强
了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税收政策通过免税、减计收入、准
备金税前扣除、简易计税等多种方式，以
农户和小微企业为重点对象，鼓励金融
机构和保险、担保、小额贷款公司加大对
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力度。

企业符合条件的扶贫捐赠所得税
税前据实扣除，符合条件的扶贫货物捐
赠免征增值税，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
织或国家机关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个人
所得税税前扣除等政策，广泛引导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鼓励社会力量
加大扶贫捐赠，促进社会力量扶贫更好
发挥作用。

支持脱贫攻坚：

新版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来了！

本报讯（记 者 李 少 云 袁 燕）
启动支教服务活动近 10 年来，共
有 18 批支教志愿者远赴新疆塔什
库尔干自治县完成支教任务，输送
支教志愿者共计 51 人次。6 月 24
日，记者从海南省民族团结进步表
彰大会上获悉，三亚大小洞天志愿
者支教服务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据介绍，塔什库尔干自治县位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帕米
尔高原东部，地处西部边陲县域，
境内雪峰连绵沟壑纵横，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多为塔吉克少数民
族聚居，汉语教师的紧缺导致了孩
子们求学难、上学难。2011 年 8月
24日，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支教服

务活动正式启动。同年 8月 30日，
与新疆塔什库尔干自治县教育局
正式签订校企支教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义务支教服务活动为期5年，
景区每学期组织 3名员工，分 10批
赴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自治县
城乡寄宿制小学支教。截至目前，
第二个 5 年计划即将圆满完成，共

有 18 批支教志愿者远赴新疆完成
支教任务，输送支教志愿者共计 51
人次。

“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称号，这是景区支教志愿
者多年来努力奉献的成果。”大小
洞天景区董事长张理勋表示，大小
洞天景区选派优秀员工到新疆支

教，是对景区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也 是 支 教 志 愿 者 难 得 的 一 次 历
练。在未来的支教工作中，大小洞
天支教团队将不断总结经验，推陈
出新，把支教工作做得更好；同时，
大小洞天景区将用实际行动精心
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为祖国民族团
结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表彰是由国务院开展的一项法
定表彰活动，一般每 5 年评选表彰
一次。本次评选表彰工作，首次按
照党和国家关于功勋荣誉表彰的
新规定组织开展，是党的十九大后
首次举办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表彰。

三亚大小洞天志愿者支教服务队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十年支教 在帕米尔高原播洒“希望之花”

◀结伴游

6月26日，多名结伴出游的游客在蜈支洲岛旅游
区游玩自拍。 本报记者 陈聪聪 通讯员 陈文欣 摄

▼亲子游

6月26日下午，一对母女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恐
龙主题公园游玩。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亚广播电视台首档原创少儿
益智综艺类电视栏目全新改版

《小螺号》今日重装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