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应树立文明新风，开展移风易俗，倡导文明娱乐；在勤俭节约方面，倡导
市民营造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的氛围，坚决抵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高额
彩礼、厚葬薄养、不文明祭扫等不良习俗；倡导“光盘行动”，使用公筷公勺，拒食
野味；

节日期间三亚人流量大，市民还应注意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
不聚集，自觉排队并保持适当距离；密切关注各地疫情防控部门发布

的疫情风险情况，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配合落实必要防控措施。

“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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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

本报讯（见习记者 林林 记者 卢智子）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1月12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指
导，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市商务局协办的“勤俭节约 文明过
节”活动启动仪式在三亚乐天城举办，呼吁广大市民
游客文明过节、勤俭节约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主任李蔓华向参加人员及
在场群众发出“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的倡议，希望市
民游客养成文明行为习惯，用一言一行彰显三亚新
风采，为建设文明和谐的海南自贸港贡献力量。

仪式现场，市直机关代表、执法队代表、区代表、
行业代表作表态发言。三亚大悦洋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刘罗卉子表示，下一步将针对客人用餐人数
推出适量菜品，避免浪费，同时创新餐饮服务方式，
在节约的前提下，给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仪式结束后，近 200 名群众自发有序地在承诺
墙上签名，积极响应“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铺张浪
费要不得，今年要从简过年，过个幸福文明年。”市民
潘德江说。

据悉，市委精神文明爱卫办通过开展“勤俭节
约 文明过节”活动、推行公勺公筷、倡导文明餐桌、
开展“三关爱”志愿服务等形式，引导市民树立“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

三亚启动“勤俭节约 文明过节”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袁燕）寒假在即，亲子游
去哪儿玩？近年亲子游市场不断升温，亲子游产品
和目的地也在迅速增多，亲子游客群备受关注。在
此背景下，携程基于亲子客群的用户画像、消费习
惯、需求偏好等维度进行分析与解读，发布了《2020
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以 下 简 称“《报
告》”），其中三亚入选国内最受欢迎亲子目的地。

《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中国家庭亲
子出游频次由2019年的2.7次下降至2.4次，但相较
于其他主题旅行，亲子游品质提升更加明显。在亲
子游目的地选择中，拥有丰富自然人文资源以及大
型主题乐园的城市更受家长青睐。上海、成都、重
庆、北京、广州、三亚、杭州、海口、南京、深圳入围
TOP10，知名亲子目的地热度不减。

在 2020 年亲子游成人客群中，“90 后”父母逐
渐成为主角，占比提升至 32%，“80后”父母占比为
41%，个性鲜明的“90 后”“80 后”父母更愿意带娃
出门放飞自我。

此外，随着国人在旅行过程中，“精品化”、“主
题化”趋势愈发明显，“品质酒店”也随之成为亲子
游的重要组成。在 2020年最受亲子喜欢的酒店榜
单中，广州长隆熊猫酒店、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
日度假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上海迪士尼乐园酒
店、珠海长隆企鹅酒店、上海佘山世贸洲际酒店（世
贸深坑酒店）、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度假酒店、恐龙人俱乐部酒店(常州中华恐龙
园官方店)、乌镇乌村酒店成功入围。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1月11日晚，2020国际旅
游文化小姐大赛中国总决赛在三亚落幕。记者了解
到，本次总决赛由三亚福返芒果总冠名，季军胡婉儿
将成为三亚芒果的代言人，这意味着三亚本土农产
品立足当下，与时俱进，刷新三亚芒果高端品牌，为
三亚芒果与外界接轨打开了一条全新的渠道。

国际旅游文化小姐大赛是世界上三大选美赛事
之一，已连续五年落户中国，为宣传中国旅游，促进
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次大赛首次走进三亚，以国际旅游产业的发展和
海南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为背景，以竞赛为桥梁，以
传播旅游文化、发展旅游经济为目的，通过评选最美
女性来发掘和展示世界各地的旅游文化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季军胡婉儿是海南本土网红，
将携手福返芒果一同让全世界认识三亚芒果。三
亚市芒果协会会长、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彭时顿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赛和胡婉儿的影响
力，把三亚的高端芒果带给更多的消费者，让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喜欢上
福返芒果。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抓好疫情防控，推动行
业高质量发展。”“挺过了寒冬，行业在新的一年将有
更好的发展。”岁末年初，三亚旅游酒店行业200多
名精英齐聚一堂，回顾酒店行业不平凡的一年，分享
行业发展经验，共谋2021年行业发展之路。

在过去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按照三亚市委、市政府要求，三亚各酒店在三亚
旅游酒店行业协会的组织下，同舟共济，同心协力，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应对疫情挑战，危机中育
新机，推动行业有序恢复发展，实现酒店行业业绩
逆势上扬，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为推动
酒店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下一步三亚旅游酒店行业
协会将对全市 30家四星和五星级酒店进行年度复
核。此外，协会将积极开展“无废酒店”创建，推进
三亚禁塑工作。

三亚旅游酒店行业协会会长刘凯强表示，随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国家促进内循环的政策将
为三亚酒店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协会将
继续充分发挥好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行业三
方面的作用，在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的基础上，
着力抓好行业品质、服务提升和创新，提高行业自
律管理的水平，重点推进跨界融合，积极促进机制
创新，为三亚酒店行业更好更快发展、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携程发布《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
费趋势报告》

三亚入选国内最受欢迎亲子目的地

2020 国际旅游文化小姐大赛中
国总决赛三亚落幕

季军胡婉儿将成福返芒果代言人

三亚200多酒店业精英共谋行业发展

沿着三亚市天涯区机场路上
“清华路”标识牌所指的方向，一
条双向四车道的公路蜿蜒伸向
凤凰岭的群山深处。再沿着这
条公路向山里行走约两公里，可
以看到群山之中 17 栋白色建筑
沿着山梁错落地排列而下，山顶
那座圆形的高大建筑，在绿色的
群山中显得异常醒目。这占地
面积 140 亩的建筑群，便是清华
大学和三亚携手共建的清华三
亚国际数学论坛。

这便是高瑄每日工作的地
方。他上一个“身份”是清华大
学图书馆党委书记，现担任三亚
清华数学论坛管理中心主任，主
要负责国际数学论坛的建设、运
行、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时间回到 2013 年，高瑄是

“肩负重任”来到三亚的。
“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一

流的数学论坛，用来为国内外重
要的数学科研机构和全球数学
尖端人才提供交流平台，创建高
水平的科学创新基地和创新人
才培养基地。”唯一一位拿下国
际数学界三大奖（菲尔兹奖、沃
尔夫奖、克劳福德奖）的华裔数
学大师、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教
授丘成桐当面和高瑄谈了自己
的想法。

“当时挺意外的，我从 1980
年到清华大学读书就留校工作，
可以说没出过校门。”高瑄回忆
起接到学校派他到三亚工作的
通知的感受。“学校领导说派我
来为丘先生服务，丘先生也和我
见了面，我就接下了‘军令状’。”
高瑄很早之前便对丘成桐有过
了解，认为他是一个“有意思、有

故事”的人，不仅是国际顶尖的
数学家，而且中华文化功底非常
深厚，也非常爱国，自己一直视
他为榜样。“丘先生很喜欢三亚，
认为三亚是个很漂亮的地方，自
然风光优美。”

受丘成桐影响，也为了闯一
番事业，2013 年 5 月，高瑄从北
京南下三亚。“我来的时候，这里
还是一片工地，论坛还在建设
中，我想有这样一个机会‘亲手’
打造一个国际一流的数学论坛，
就觉得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人生
中的一个挑战。”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底，在
高瑄的组织管理下，清华三亚国
际数学论坛已举办国际数学会
议160次、主题学术报告3600多
场，参会人员达 7500 多人次、遍
布 6大洲 70多个国家……“你能
想象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哈

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学校的数
学家全都来过我们这里，包括诺
贝尔奖获得者、菲尔兹奖获得者
等学术大师，而且对我们这里的
印象都很不错，给予我们许多表
扬，这是让我比较骄傲的。”

高瑄言谈中半句不离清华三
亚国际数学论坛，他笑称自己所
有时间都是为论坛服务，“除了
平常按时上下班，如果周末或节
假日有会议，那就不休息，全力
服务好会议的各项工作。”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原计划一整年的30多场国际
会议全部取消。高瑄说这一度
让他非常苦恼，“面对‘无会可
办，无事可干’的形势，当时很茫
然。”随着疫情得到控制，2020年
下半年陆续承办了三亚市教培
院和吉阳区教育局的教师培训、
三亚市和海棠区、天涯区的公务

员培训等一系列活动，“除了办
好国际学术会议，我们也要为三
亚作贡献，这符合我们的宗旨，
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愿，能为
三亚教师、公务员等培训活动尽
一份力，这是我2020年觉得最有
意义和收获感的事情。”

信念、团结、奋斗，这是高瑄
在三亚工作 7 年源源不断的动
力。“在清华三亚国际数学论坛
工作，不能只是为了打一份工挣
一份钱，得有信念才能坚持下
去，一定要有追求奋斗的目标。”

对于新一年的展望，高瑄说：
“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是建成世
界一流的国际会议中心，现在还
有些距离，之后我们将继续努力
加强论坛环境设施等方面的建
设，不断扩大影响，使清华三亚
国际数学论坛成为三亚又一张
靓丽的名片。”

三亚清华数学论坛管理中心主任高瑄：

继续服务好论坛 为三亚再添靓丽名片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一名来自吉林的七旬老
人，在三亚一超市购物时趁着四周无人之际，竟然
把两袋猪肉藏匿到裤袋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其走出超市的检测门时，报警器却发出预警声响
……

近日，友谊派出所值班室接到某超市警保联控
队员报称，超市内有客人盗窃猪肉。接报后，该所
杨磊行动中队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并在警保联
控队员的指认下，将盗窃嫌疑人田某琴（女、70 岁）
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警方查明，当天上午 10时许，违法行为人田某
琴到三亚某超市内购买物品，选了一袋五花猪肉
（41.1 元）及一袋猪肉肉馅（39.6 元），并经过秤及打
上价格的标识。而后，田某琴看到四周无人，就起
占小便宜的贪念，将两袋猪肉藏匿到自己的裤子口
袋内，并以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连衣长裙遮掩住自
己的裤子。当田某琴走出超市的检测门时，门口的
报警器发出预警声响。超市警保队员将其带到了
保安室，其这才从裤袋里把两袋猪肉拿出来。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田某琴对其盗窃的违法行
为供认不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相关规定，三亚警方依法对田某琴予以行政拘
留五日；因其已满七十周岁，故对其行政拘留不予
执行；对扣押的两袋猪肉予以追缴。

选了肉打了秤，竟还藏进裤袋里

一七旬老人在超市盗窃两袋猪肉被抓

站在阳光金融大厦顶层，遥
看三亚湾畔，潮水涌动，经久不
息，见证着这座城市一个又一个
崛起的奇迹；俯瞰近处，月川片
区的项目工地建设如火如荼，拥
有山、海、河景观的三亚中央商
务区正在成长，昔日密密麻麻的
城中村楼房不见了踪影，城市的

“蝶变”在这里热火朝天地“上
演”。

450.8 平方公里的三亚中央
商务区，是一片发展与投资的热
土，三亚赋予其打造“金融服务、
现代商贸、邮轮游艇为主导，以
专业服务与休闲文化为支撑的
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战略地位
和使命任务，这里是三亚市区未
来的“心脏”，描绘了未来发展的
美好前景。

科学规划
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寒潮南下，南海之滨的三亚
温度骤降。走进位于三亚中央
商务区的月川片区施工现场，映
入记者眼帘的是一片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

“目前，项目施工现场有 200
人，三栋项目主体同时施工，争
取春节前三号楼封顶。”三亚太
平金融产业港项目经理杨平告
诉记者，项目建成后，将呈现1栋
3层的商业建筑以及两栋99.9 米
的办公楼，是承接三亚金融服
务、现代商贸产业发展的重要载
体。

随着保利国际广场、太平金
融产业港、五矿国际广场等项目

开工建设，往日拥挤的“牵手楼”
被日益拔起的写字楼取代，三亚
月川片区的规划建设引人关注。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早在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成立伊
始，就紧抓科学规划，优化园区
空间布局，围绕“三区一中心”目
标定位，坚持绿色低碳、环境友
好、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
将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等项目建设重新梳理。
同时，启动开展《三亚中央商务
区一体化实施规划》《三亚中央
商务区港务局单元实施开发细
则》和《三亚凤凰岛及港务局交
通规划》的制定工作。

在产城融合理念下，各类高
端生产要素正加快向中央商务

区集聚，三亚打造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样板区和试验区的
未来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三亚中央商务区
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

“法定机构+市场化运作”的模
式，积极推动开发建设。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采
用‘法定机构+市场化运作’模
式，让行政机关的职责通过市场
化的方式实现，让园区更高效地
运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三亚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批央企、国企、民企等实力
雄厚的投资集团纷纷进驻新区，
高端资源要素正逐步集聚，中央
商务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

聚产业谋长远
精准招商名企纷至

迎宾路旁、三亚河畔，月川片

区、东岸片区建设氛围浓厚，大

悦环球中心、中交海南总部基地

等一批产业项目或已投产，或正

在加快建设，园区内呈现出一片
繁忙景象。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
支撑。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11 园
区中的重点园区，三亚中央商务
区旨在构建以金融服务、现代商
贸、邮轮游艇为主导，以专业服
务与休闲文化为支撑的现代服
务业产业体系。去年以来，三亚

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加大精准招
商力度，深度挖掘自贸港政策优
势、三亚资源优势、园区产业优
势，坚持全员招商理念，组建精
干招商队伍，通过自主洽谈、协
会招商、产业链招商等多形式、
多渠道，开展精准招商引资工
作。

截至 2021 年 1 月 6 日，入园
企业 701 家，其中不乏中国大唐
集团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复
星旅游文化投资公司、大悦城(三
亚)投资有限公司、珠免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等赫赫有名的企业，
金融服务、现代商贸、邮轮游艇
等主导产业初步集群。

在推进邮轮游艇产业方面，
全球游艇制造前 10 名的法拉帝
亚太集团、海星游艇集团等多家
游艇公司与园区达成意向。在
园区带动下，三亚游艇经济逆势
增长，三亚海事局发布的 2020
年游艇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三亚新增登记游艇 139 艘，同比
增 长 27.7% ，游 艇 保 有 量 达 到
641艘。

“聚焦免税消费、邮轮游艇、
旅游、高新技术、总部结算项目
和金融业等重点领域，做足招商
引资增量。积极探索在项目谋
划、招商落地、前期审批、开工建
设、竣工投产等关键环节提供全
链条、全过程、全要素服务保障，
助 力 海 南 自 贸 港 政 策 落 地 落
实。”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现在，承载着产业发展重任
的三亚中央商务区正立足高视
野，着眼新发展，以产城融合发
展新理念，全面书写助力打造

“开放创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标
杆城市”的壮丽画卷。

三亚中央商务区：

春潮涌动扬帆时 园区发展谋新篇
本报记者 吴合庆

1 月 12 日，俯瞰迎宾路中央商务区的太平金融项目工地。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喜迎市“两会”

新春开局

我的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