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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已经踏浪而至，回顾
过去的一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三亚旅游市场持续火热，
发展势头稳中向好。据统计，
2020年，三亚市住宿设施接待过
夜游客 1714.4 万人次，实现过夜
旅游总收入424.75亿元。各旅游
业态在自贸港利好政策的带动
下，不断迸发出新活力，旅游消费
亮点纷呈。近期，为了迎接春节
旅游旺季的到来，三亚提前谋划，
对春节旅游市场监管整治工作进
行再部署、再推动、再落实，明确
严厉打击价格虚高、价格欺诈等
违法违规乱象，大力护航三亚旺
季旅游。

新业态不断涌现
旅游消费亮点纷呈

去年暑假以来，伴随着国内
跨省跟团游“解禁”、《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等多
重利好，三亚游热度在国内持续
上升。去年暑假期间，三亚多个
热门酒店大堂住客络绎不绝，频
频释放出的“满房”信号令人振
奋。在 7 月中下旬时，已有多家
酒店负责人直称：这个暑假“很不
错”“有价有市”。而随着酒店设
施不断完善，夜间项目的轮番上
演，新兴的夜间游也让不少游客
感叹：“三亚已经告别了‘白天看
海，晚上睡觉’的旅游模式”。

在一切向好的景象中，三亚多
家景区更是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基础上，纷纷推出各具特

色的深玩、体验产品和活动，不断
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游客体验，打
造新的旅游消费业态激活市场。
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新建的婚纱
旅拍打卡点吸引众多新人和游客
打卡，刚上线的亲子卡丁车项目
吸引不少父母带孩子一同体验；
在蜈支洲岛旅游区，景区新增了
快闪舞蹈、海岛跨年电音节、挑战
赛等活动，给游客与众不同的游
玩体验；在大小洞天景区，“彩虹
滑道”、网红婚拍基地等全新体验
项目，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打
卡……一个个新项目启用，一道
道“文旅大餐”上桌，为三亚旅游
市场注入了更多的动能和活力。

融合蓝天碧海、美食美景、海

上娱乐、游艇跑车等网红元素的
豪华租车游、租赁游艇出海游成
了年轻客群追捧的“香饽饽”。
去年以来，包括携程在内的多家
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
三亚多次稳居假期豪华车型、跑
车订单最多目的地排行榜榜首，
游艇经济实现逆势增长。“2020
年虽受疫情影响，三亚游艇租
赁 仍 持 续 火 爆 ，船 只 出 海 达
10.8 万 艘 次 ，超 出 2019 年 近 2
万 艘 次 ，出 海 人 次 超 70 万 人
次。”三亚游艇帆船协会副秘书
长左志勇介绍，如今在三亚，游
艇走进了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
家”，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的不
断推动，三亚游艇产业将获得更

长足的发展。
“逛免税店真的会‘上头’，一

进去不逛到天黑都舍不得出来。”
和来自杭州的游客杨沐沐一样，
来三亚免税购物成了不少游客的
标配。去年，在利好政策和促销
活动推动下，离岛免税火爆的消
息频频刷屏，牢牢占据着2020年
三亚旅游热度的“C 位”。据统
计，去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实际
销售额超过 320 亿元，今年将实
现更大突破。而在刚刚过去的元
旦小长假，三天里，三亚离岛免税
销售额共计 4.33 亿元，进店旅客
共计17.2万人次。三亚已成为目
前国内居民免税购物的首选之
地。

重拳整治护航旅游旺季
助推三亚旅游热再升温

“2020 年凭借自贸港建设、
离岛免税政策红利等，我们瞄准

‘卖点’与时机，与三亚各大旅游
企业进行联合营销，结合婚庆旅
拍、蜜月及家庭游、免税购物等当
下热门消费需求，有效精准地进
行三亚旅游目的地的创新营销和
产品投放。”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重点做
好春节前“海南人游海南”的活
动，继续联合各大旅游企业做好
旅游业制度集成创新、营销创新、
产品创新，挖掘旅游市场消费潜
力，推出契合时机的各种主题持
续推动三亚旅游热度不断提升，
为三亚旅游市场复苏振兴、迈向
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随着 2021 年的踏浪而至，冬
春旅游旺季的到来也为三亚旅游
注入了一针“兴奋剂”。记者了解
到，为迎接春节旅游旺季的到来，
近期三亚多部门联合出击，针对
以往备受游客诟病的旅游购物

“痛点”开展综合整治；加大对餐
饮住宿重点领域价格监管力度，严
厉打击价格虚高、价格欺诈等违法
违规问题；持续加强春节旅游旺季
的旅游市场整治工作，对旅游违法
违规问题“零容忍”，提升旅游服务
与质量，共塑文明旅游。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迎接春节黄金周的到来，三亚
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眼睛向
下看、身子往下沉，克服麻痹、松
懈心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在“具体”和“细节”上发力，
坚持经常抓、反复抓、持久抓，确
保三亚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平稳
有序。

三亚旅游亮点纷呈 重拳出击护航旺季游
本报记者 李少云

新春开局

“小时候，咸鱼干的味道常
常让我馋得走不动路，今天给大
家带来的是三亚土产红袍小鱼
干。”打开麦子喜的抖音账号，一
条制作精良的作品十分吸睛。

在他的账号里，还有不少视
频作品：在码头直播晒鱼土法、
在家中直播烹调美食、在庭院里
陪老人聊天……镜头中，麦子喜
置身港门渔村，向众人推介当地
土特产。直播带货、视频拍摄、
店铺运营，麦子喜都玩得熟练。
在崖州区港门村，渔民都乐意找
麦子喜带货，他也因此得了一个
外号——“三亚咸鱼哥”。

麦子喜是土生土长的崖州区
港门村人，2015 年大学毕业后，
先后在湖南等地及国外从事导

游工作。经过几年打拼，他早已
在外地站稳脚跟，是村里人人称
道的“别人家的孩子”。按理说，
他本可以继续在外地领着过万
元的高薪工资，但 2020 年的疫
情，让他改变了想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港门
村鱼干的销售陷入困境，大量产
品积压，部分村民生计受到严重
影响。麦子喜得知消息后，经过
一番思考，毅然辞去导游工作，
回乡帮助村民拓宽销路。

起初，对于麦子喜的决定，
家人都不理解，认为他太冲动
了。但麦子喜心里清楚，总要有
人回归农村为家乡贡献力量，家
乡才会发展得更好。怎样才能
拓宽村里鱼干销路，麦子喜犯了
难。“起初考虑过开淘宝店，但调
研后发现，在市场饱和的今天，
很困难。”麦子喜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麦子喜在
抖音上看到有人在直播带货。
一个想法冒出：为何不试试直播
带货助农的路子？抱着试一试
的 想 法 ，他 开 始 买 器 材、搭 支
架、自学摄影……在家里自行摸
索起一条“带货”卖鱼干的创业
路。

想法虽好，实现起来却困难
重重。刚开始做直播时，麦子喜
每天中午 12点开播，下午 6点结
束。但看着房间里个位数的观
众数，他倍受打击。“锲而舍之，
朽 木 不 折 ；锲 而 不 舍, 金 石 可
镂。”以此为人生格言的麦子喜，
没有因此就轻言放弃。他重整
旗鼓，一边参加直播培训班，反
复观看抖音达人直播带货视频，
学习他人的“带货”技巧；一边揣
着相机满村跑，希望拍出好的小
视频引流。通过一系列努力，渐

渐地，麦子喜直播间里的人数越
来越多，愿意买他鱼干的人也越
来越多。“最多的时候一天售出
500 余箱，销售额达 5 万元。”麦
子喜笑着对记者说。

如今，麦子喜已是有着 14
万粉丝的“网红”，是村里名副
其 实 的“ 直 播 带 货 王 ”。 通 过
他，原先因鱼干销售困难影响生
计 的 十 多 户 村 民 腰 包 鼓 了 起
来。“子喜是个有大爱、有想法
的年轻人，他用实际行动帮助大
家打开销路，走出困境。”港门
村村民林琼忠说，现在他家的鱼
干通过麦子喜的“带货”，每天
能卖出 100 多斤。前不久，当初
最反对麦子喜辞职返乡的父亲
也悄悄向麦子喜表达了歉意：

“刚开始我常常说他是不务正
业，后来看他那么努力地帮村里
人，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我

为他感到骄傲。”
麦子喜如今已在抖音开了两

家小店，通过直播带货为家里攒
下了盖楼的钱。接下来，他希望
能借助在抖音的名气，带动更多
村民加入直播带货的队伍中来，
将港门村的鱼干卖到祖国的大
江南北，“有可能的话，还想把淘
宝店铺开起来。”

采访结束时，麦子喜还和记
者 分 享 了 他 的 一 点 小“ 私
心”——希望更多的人在品尝港
门鱼干后，对港门村感到好奇，
到村里走一走，体会港门独特的
渔家文化。

“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很奇
妙，一路上风雨兼程，要谢谢那
个敢闯敢试的自己，但同时也要
感谢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大
三亚’。这一年，我很满足。”麦
子喜说。

疫情期间辞去导游工作返乡创业，抖音上试水带货成为港门村名副其实的“直播带货王”——

三亚“咸鱼哥”：直播带货为家里攒下盖楼钱
见习记者 林林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1 月 13
日下午，海南省新闻办召开春节期
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海南省疾控中心有关领导就切实
做好新冠肺炎预防工作作具体说
明。

据了解，当前，境外疫情仍在
肆虐蔓延，国内多地发生零星散
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加之
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人流量增
大，聚集活动增多，疫情传播风险
加大，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为
持续巩固海南省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确保
我省度过欢乐祥和、平安健康的
节日，海南省疾控中心专家组提出
以下建议:

当前境外疫情严重，个人出境

旅行感染风险高。建议个人充分
权衡出行时机和必要性，避免非必
要的跨境旅行。根据海南省防控
政策，入境人员严格实行“14+7+
7”健康管理措施，即 14 天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后，对符合解除隔离条
件的人员继续实施7天居家健康观
察，期满自费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健康观察期满核酸检测阴性者，继
续实施 7天日常健康监测，期满再
自费进行1次核酸检测。

所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应率先
垂范，非必要不离琼，尤其不前往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境外。

在琼企业可通过多种途径鼓励
本企业员工就地过年，对节日期间
留守企业不返家人员和加班人员
给予一定的奖励。

提倡全省市民群众在省内过
年，减少前往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省市的出行活动。如确有特殊
原因前往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
在出行前向所在社区（村委会）登
记、向所在单位报备，返回后第一
时间主动报备，并做好必要的自我
防护，做好自我 14 天健康监测。
我国境内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等级可在国务院网站专栏（http://
bmfw.www.gov.cn/yqfxdjcx/risk.ht-
ml）、手机应用程序“国务院客户
端”或微信小程序等实时查询。

省外低风险地区来琼人员，应
做好个人健康监测，自我观察 14
天，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及时规范
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
史。

做好个人防护，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一米线、
用公筷”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节
假日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人群聚
集活动，个人家庭聚集最好控制在
10人以下。不举行节日祈福、庙会
灯会、军坡、公期等大型聚集性活
动，所有民间活动场所不举行迎
新、敬香、撞钟等大型聚集性祈福
活动。

原则上不举办大型会议、培
训、展会、年会、团拜会、联欢会等，
减少室内聚集性文娱活动。严格
控制活动规模，所有室内聚集性活
动人数原则上应控制在 300 人以
内，举办规模超过 50 人的须报当
地指挥部备案、制定完善的防控方
案并提交所有参会人员名单和联

系方式。
红白喜事活动人数应控制规

模，超过 50 人的由主办方或承办
方向所在地政府报备，落实防控措
施。有发热、干咳、腹泻、乏力等症
状的人员不能参加聚会。

各企业和各单位要压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对有中高风险地区和
境外旅居史的员工按要求落实好
报备工作和管理措施，各镇街、社
区、村居要落实好疫情防控责任，
确保人员管控到位。

稳步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确保冷链物品，尤其是进口冷链物
品的从业人员，口岸工作人员，医
疗卫生人员，检验检疫、航空运输
等重点行业的人员及时、足量完成
接种。

提倡全省市民群众在省内过年
所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非必要不离琼

海南

加强措施严防疫情

三亚交警走访调查租车企业

从源头上整治“炸街党”
本报讯（记者 张旭洋）根据最近几个月整治

“炸街党”行动结果，交警部门总结出三亚市区内
的非法改装车辆大多数来自三亚租车行业，1月
12日上午，三亚交警支队特勤大队走访市区多家
汽车租赁公司，对待租车辆进行排查，从源头上
整治非法改装车辆，还道路低分贝环境。

为了方便游客租车还车，在三亚机场路片区，
有不少租车企业在此聚集，无论是轿车、商务车、
跑车一应俱全，而这里也成为三亚交警此次走访
调查的重点之一。走访中，一辆停放在车位上的
越野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随后将车牌号输入
到系统里，发现这是一辆非法改装车身颜色的越
野车。三亚交警支队特勤大队交警谭成介绍，这
辆越野车车身的备案颜色是红色，但这辆车已经
被改装成绿色。下一步将联系车主，告知车主到
交警支队办理相关处罚手续。

经排查，交警发现该区域有加装、改装行为的
车辆不在少数，或加装轮毂轮盖，或在后备箱上
加装尾翼等，经查验大多数车辆已经在车管所备
案，属于合理加装。

据悉，根据我国《规范汽车改装市场促进汽车
消费优化升级的建议》与《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
关规定，车身改色、更换轮毂、改装包围、改装尾
翼等行为，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并且及时报备登
记的，都属于合法改装。但在性能改装上，针对
发动机参数、改装排气等破坏车辆平衡性、安全
性的的行为，属于严厉打击的范围，而跑车“炸街
党”正是属于非法改装排气的行为之一。三亚交
警提醒，非法改装车虽然油门声音加大，听起来
很“过瘾”，但其危险性和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会
成倍增加。

当天，三亚交警支队特勤大队交警还走访了
多家车辆维修厂，均未发现非法改装车辆的情
况。三亚交警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租车
行业随机抽查力度，并结合路面巡查机制，从源
头上杜绝非法改装车辆给交通安全造成的隐患。

崖州区：

“厕所革命”让村民更“方便”
本报记者 颜翔

有人说，如果要看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去看
他的厕所就可以了。近年来，崖州区在民生保障
方面不断发力，每年对全区的村（居）进行排查，
稳步推进“厕所革命”，确保每户农村家庭生活都
能够“方便”。

胡丽莹一家住在崖州区赤草村五组，记者来
到她家时，正巧碰上她在收拾房间。此前，她家
虽然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但没有建厕所，如厕
难题一直困扰着她。去年，崖州区经过排查后，
施工队12月份进场施工，为她家新建厕所。“以前
没有建厕所，每次上厕所都要跑到朋友家去，去
多了也不好意思。”胡丽莹说，政府帮她家建厕所
后，生活就方便多了，不仅可以上厕所，还可以洗
澡，再也不用跑来跑去了。胡丽莹家的厕所预计
1 月 15 日完工投入使用，看着即将完工的厕所，
她喜在心头。

去年 7 月，崖州区爱卫办组织各村委会对全
区农村厕所进行摸排，共排查566户无厕户，并录
入海南省改厕系统。截至目前，全区共录入
13763 户，其中有厕户 13197 户，无厕户 566 户。

“厕所的修建以农户的意愿为主，或由他们建，我
们补助，或由我们推荐施工单位和建设方式，帮
助他们解决。”崖州区住建局副局长陈书鑫介绍，
虽然形式有两种，但今年崖州区改厕主要以补助
的形式，普通农户补助不高于 5000 元每户，“四
类人群”不高于8000元每户。

记者了解到，2019 年崖州区住建局承建的
32 个村（居）委会的 623 户厕所已全部竣工验
收，有效改变了农村如厕难问题，也解决了环境
卫生脏乱差的问题。看着厕所内铺设整齐的地
砖、墙砖，以及洗手盆、淋浴头、电灯等设施设
备，享受改厕福利的村民李国清对记者感慨道：

“有了厕所，既方便，又干净卫生，这是一项好政
策。”

2020 年，崖州区改厕任务数为 500 户，分布
在南山、北岭、赤草、南滨等十几个村（居），受疫
情影响，已开工建设323座，已竣工70座，争取在
2021 年春节前完工。“今年我们采用的是新型混
凝土集成板材来建造厕所，一是比较环保，二是
建设效率比较高，操作方便。”崖州区住建局厕改
组副组长王三和介绍，每个厕所都会安装拼装式
的三格化粪池。

据悉，在完成 2020 年建设任务后，崖州区将
组织力量进行排查，确保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97%，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基本全覆盖，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营造整区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及粪污资
源化利用的良好氛围。

乐东莺歌海附近海域发生沉船事故，
5人获救，2人仍失联

三亚海警局千舟舰
赶往沉船海域搜救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吴昊）记者从海
南三亚海警局获悉，1月11日 12时该局接到报警
称，一艘载重约15吨的民用船舶在北部湾莺歌海
附近海域遭遇船底漏水并导致沉船，船上有 7人
落水。截至 13 日 17 时，已经有 5 人被过往船舶
救起，其余2人仍然下落不明。

接警后，三亚海警局迅速启动紧急救援预案，
第一时间指派千舟舰赶往事发海域进行救援，并
将该情况通报给三亚海上搜救中心、南海救助局
及海警直属第五局协同对遇险船舶开展救援。

受寒潮影响，事发海域风力高达 8级，浪高 4
米，给搜救带来极大困难。

目前，海南三亚海警局千舟舰、海警直属第五
局执法舰及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船等多艘救
援船只仍在该海域搜寻失联人员。

1 月 8 日，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我的获得感我的获得感

喜迎市喜迎市““两会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