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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景区纷纷“出招”创新玩法

“在三亚工作了这么多年，几乎逛遍了所
有景区，最近解锁了天涯海角沙滩野营篝火
新玩法，享受椰风海韵、美酒佳肴的惬意与治
愈。”决定留在三亚过年的张芯告诉记者，在
三亚工作的几年，南山、蜈支洲岛、鹿回头、
天涯海角等知名景区已经打卡了多次，一些
传统的旅游产品已经不再像“初来乍到”时那
么有吸引力了，但最近景区创新推出的一些
休闲产品非常新颖，再次“俘获”了她的芳
心，可以让她与朋友们更充实地度过春节假
期。

据了解，为满足消费者“就地过年”的出
游需求，三亚及周边市县各大景区纷纷“出
招”，推出了一批批新项目新玩法，备好“创
新大礼包”诚意“留客”。

日前，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彩虹卡丁车
项目开放，卡丁车赛道绿荫环绕，并装饰有七
彩轮胎，营造出轻松有趣又热血的竞技氛
围。加上新建成的星空营地、亲子淘金和沙
滩儿童乐园等项目，让市民游客发现了不一
样的天涯海角。

而作为三亚夜间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三
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近期借势两周年庆典
活动“出击”，升级新“玩法”。连日来，“特色
旅游产品揭幕”“全新夜光花车巡游”“大型
焰火表演”等活动轮番亮相，园区四大全新特
色旅游产品及一大主题餐厅同时揭幕，显现
出了日夜潮玩属性优势，男女老少都可以找
到专属嗨玩体验。同时，为迎接春节的到来，
该景区还推出门票 9.9 元、年卡 3 折起等游乐
特惠。

为吸引更多游客，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也
快速“出招”——自贡特色花灯、百亿光束造
型、神奇梦幻的光影……赏花灯、看花海、品
美食，一场精彩震撼的视觉新春盛宴已提前
拉开序幕，甚至不惜打出免费牌：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三亚水稻国家公园迎春灯会向全岛
人民发出邀请，推出“景区门票无限送”“门
票抵金券无限送”“美食逛吃券免费送”等三
大福利。

在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海南岛
第一家空中有轨小火车项目于 1月 28日投入
运营，这也是该景区继“热带风暴”“田野卡
丁车”“飞林探巢”之后投放的第四个全新体
验项目。据景区负责人介绍，春节前夕，槟榔
谷景区将陆续推出水陆越野车、雨林滑车等
全新体验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传统非遗文化
的同时，有更多挑战性、趣味性的项目选择，
不断提升游客深度体验获得感。届时，游客
将能从空中、陆地和水上，三位一体地感受黎
村苗寨不一样的文化魅力。

酒店民宿优惠让利抢推“岛
民惊喜价”

随着春节的临近，在“就地过年”倡议下，
今年春节消费者“酒店度假”趋势明显，城市
度假酒店、近郊度假酒店更受消费者青睐，全
国多地一房难求。来自携程最新数据显示，
三亚入围全国酒店订单量前十城市，仅次于
上海和北京。记者走访了解到，三亚各大酒
店在丰富旅游产品的同时，纷纷抢推“岛民
价”，以十足诚意“勾引”省内居民出游。

面对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推出的 2288

元/晚海景房岛民专享价（包含双早、水世界、
水族馆、旅拍等产品），张女士十分心动。“每

间房比平时便宜了 600 元，春节、节假日期间
也可以使用，必须囤货。”据介绍，为了积极响
应政府提倡的“就地过年”，三亚·亚特兰蒂斯
结合市场动态情况，面向医护人员、岛内游
客、岛外年轻客群及家庭客群推出相应的主
题营销活动。其中针对海南岛内居民以及在
海南工作、上学的客群推出专享2288元/晚的
海景房价格（春节可用）、99元畅玩水世界或
水族馆、免费预约豫园灯会嘉年华门票等“福
利”，为“就地过年”献上满满的“诚意”。

“目前酒店入住率还不错，为满足‘就地
过年’需求，我们正在计划推出新一波优惠活
动。”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相关负
责人赖美辰告诉记者，该酒店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于 2月 1日～3月 31 日期间推出 988 元
起/晚的“岛民”专享福利，入住游客不仅预
定豪华房可免费升级至豪华海景房，还可以
每日畅玩 25 项妙趣亲子活动、打卡爆款河道
泳池、享受专业旅拍等服务，此外还将获得三
亚国际免税城购物 9.5 折优惠和 150 元无门
槛购物代金券等。

为满足客群“就地过年”需求，不少民宿
也别出心裁，精心策划了春节相关主题活动
留客，将吃住娱等打包在一起，让住客在春节
期间可以享受到更安全更有温度更接地气的
住宿体验。

“‘就地过年’可能让远途来三亚避寒度
假的游客数量减少，民宿的价格也相对会更
实惠，更适合本地客人的亲子游乐以及与三
五好友的假期欢聚。”三亚海棠湾小棠别院艺
术民宿相关负责人孙春娥介绍，目前该民宿
均价保持在 400 元左右，对比旺季降幅达到
了 60%，非常适合春节出游，同时也会考虑春
节期间融入更多的民俗元素，营造节日氛围，
让游客过个充实的春节。

三亚官推 5 大特色游，OTA
“上新”产品“迎春”

相比往年，2021 年春节假期，人们更为关
注本地深度玩法，更多游客也更倾向于选择

自驾中短途出行。而随着本地人游本地的热
度高涨，如何满足“就地过年”的文旅新需
求，让消费者在这个特殊的牛年春节获得更
多的幸福感，成为了各大旅企的新使命。

近日，《岛民不宅家，春节游三亚》系列推
文在不少三亚市民的朋友圈走红，清新的文
案、详尽的攻略、唯美的风景图，再附上具体
的价格福利，让不少市民春节出游的心思越
发按捺不住。

记者了解到，该系列推文背后，是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发布的“岛民不宅家，春节游三
亚”主题系列推广活动，以全家老中青幼四代
人为三亚典型游客画像，根据全家出行和不
同年龄人群的旅行需求，精心策划出 5 类旅
游精选资源以及整理了各项福利优惠，从吃
住行游购娱六大维度出发，邀请全岛居民春
节就近游三亚。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条
精选资源推荐，涵盖酒店、民宿、景区、演出、
美食、购物、康养、玩乐八大旅游业态，70 多
家涉旅企业参与其中，让每一位在三亚游玩
的人都能享受到优惠活动，很多商家活动将
持续到 3月底。同时，下一步，市旅游推广局
继续联合各涉旅企业和行业组织，挖掘整合
更多省内居民和在琼为自贸港建设出力的

“新海南人”适用的三亚优质旅游资源和优惠
信息，并针对不同人群发布旅游线路推荐。

此外，记者了解到，一些 OTA（线上旅游
代理商）平台也纷纷上线了关于“就地过年”
的产品服务并发放文旅福利吸引游客。如，
同程旅行专门推出了“就地过年周边游”专题
活动，并送出 0.88 元限时秒杀和亿元红包雨
等多种福利，引导、鼓励人们留在所奋斗的城
市过年；携程门票板块在今年春节也主打本
地游，针对本地景区门票产品，通过大额补
贴、大牌贺岁、爆款直降等优惠，鼓励消费者

探索发掘本地之美；马蜂窝也针对传统热门

的知名景点，推出了众多深度讲解的旅游产

品和服务，减少人员聚集，让人们在游览景点

的同时能够了解更多景区景点背后的历史文

化，增强产品的文化服务能力。

不抓住最后一名毒贩，决不收兵。近
日，在三亚市公安局和天涯分局的部署下，
雅亮派出所主动对接这一省目标贩毒案件，
并组织警力千里追捕。

抵达西安后，抓捕组民警摸排到了犯
罪嫌疑人王某的落脚地，并在附近蹲守等
待抓捕时机。寒冬时节的西安，室外异常
寒冷，风如刀割。从三亚过来的民警，尽管
人人冻得瑟瑟发抖，但为了能抓到犯罪嫌
疑人，大伙都一直坚持挺住。据雅亮派出
所所长曾步高介绍，当时大伙一心想的是，
只要确定抓捕对象住在里面，不管蹲守多
久都值得。

当嫌犯所落脚的房间内灯亮起，确定
屋里有人的那一刻，蹲守民警立即振奋起

来，并屏住呼吸耐心等待，忘记了寒冷，也
顾不上吃饭。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直到 23 时许，开门声响起，蹲守民警
确定是最佳抓捕时机后，立即围过去冲进
屋内，将屋里的一男一女控制住。经核实，
男的正是犯罪嫌疑人王某。民警当场在其
住处缴获毒品电子烟 13 根、笑气 1 瓶及用
于分装大麻素的塑料瓶 47 个、注射器 2 支
等。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如实交代贩卖
毒品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押解回到三亚。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吴某、詹某、张
某、李某等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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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伏蹲守：4 名毒贩交易时被当场抓获

2020 年 4 月 14 日下午，天涯分局获悉
一毒品交易线索后，立即组织警力赶往海棠
湾某酒店大堂门口蹲守，待双方进行交易后
一网打尽。在伺机抓捕过程中，警方通过缜
密侦查了解到，此次毒贩所交易的毒品，是
其上线从海口送过来的，需要晚一点到三
亚。

民警当即埋伏在酒店周围，等待犯罪嫌
疑人出现及交易。当天 23 时许，犯罪嫌疑
人詹某来到该酒店大门口，将毒品电子烟交
给一名“瘾君子”。当双方交易完成后，埋
伏在周围的民警立即冲上前将两人抓获，

当场从这名“瘾君子”身上缴获毒品电子烟
4根。

随后，民警获悉犯罪嫌疑人詹某的上线
及同伙在该酒店地下停车场内等他，立即组
织警力在该酒店地下停车场内将其上线吴
某及其同伙张某、李某抓获。经讯问，犯罪
嫌疑人吴某、詹某、张某、李某如实交代贩
卖毒品的犯罪事实。据犯罪嫌疑人吴某交
代，其所贩卖的毒品电子烟，是向一名叫王
某的西安籍男子购买的，此前双方有过多
次 交 易 。 之 后 ，该 案 件 报 批 为 省 目 标
2020-4贩卖毒品案件。

●千里追捕：远赴西安抓回一毒贩

嫌犯王某被抓捕归案。（三亚警方供图）

三亚警方远赴西安抓毒贩

贩毒者虽远必擒
本报记者 吴英印

贩卖毒品者，虽远必擒。近日，在三亚市公
安局和天涯分局的部署下，雅亮派出所主动对接
跟进一省目标贩毒案件线索，经过研判分析西安
上线的活动情况后，迅速组织警力远赴西安，奔
袭千里，布下天罗地网，在寒风中蹲守，最终成
功抓获 1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一批毒品。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三
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河西派出所根
据群众举报，查获一起打麻将赌博案
件，抓获了 4名违法行为人。根据相
关法规，三亚警方依法对这 4 名“赌
徒”予以行政拘留15日，并罚款1000
元。

当天12时许，天涯分局河西派出
所接到一群众举报称，在三亚市新建
街某号某房间内有人赌博。接报后，
该所立即派遣民警前往现场处置。
到达被举报有人赌博的房间外，民警
敲门称：“外卖到了！”房间内的人一
开门，民警立即冲进去，一举将正在
利用麻将赌博的帅某锦（男，48 岁）、

肖某华（女，55 岁）、詹某莲（女，56
岁）、胡某平（女，47 岁）抓获，现场缴
获帅某锦赌资 1150 元、肖某华赌资
540元、詹某莲赌资430元、胡某平赌
资380元、水钱180元。

经询问，违法行为人帅某锦、肖
某华、詹某莲、胡某平对打麻将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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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某锦、肖某华、詹某莲、胡某平予以
行政拘留 15 日，并罚款 1000 元；同
时，对 4 人的赌资和水钱予以收缴。
目前，这 4 名“赌徒”已被拘留，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外卖到了！”

三亚民警“巧”开“赌徒”房门
抓获4名违法行为人

本报讯（记者 吴英印）近日，一
女子因看到他人吐槽牛肉摊主服务
不好，便与对方争吵起来，继而大打
出手。其妹见状后不但不劝架，反而
也动起手来……

当天上午，天涯派出所接到指挥
中心报称：天涯区黑土村委会一农贸
市场内有人打架。接报后，该所民警
立即出警处置，并将涉案的陈某珍、
陈某卿、黄某娟三人传唤到公安机关
接受调查。

警方查明，当天 10 时许，陈某珍
和黄某娟同时在该市场一个摊位购
买牛肉，陈某珍因不满黄某娟吐槽牛
肉摊主服务不好，便与其发生口角。
在争吵过程中，两人当众大打出手，

相互殴打对方。围观群众见状，便上
前劝开她们。之后，陈某珍看到一同
在市场买菜的陈某卿（陈某珍的妹
妹）走过来后，就再次上前殴打黄某
娟；而陈某卿看到陈某珍动手后，便
帮着陈某珍一同殴打黄某娟，三人不
同程度受伤。

经询问，陈某珍、陈某卿和黄某
娟如实陈述了殴打他人的违法事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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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某娟予以行政拘留 7日，并处罚款
500 元；对陈某珍、陈某卿则予以行
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目前，陈某珍、陈某卿和黄某娟已
被警方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吐槽牛肉摊主服务不好引发纠纷！

3名女子互殴进“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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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就
地过年”倡议，今年春节出游方
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跨省出游

“降温”，本地游热度攀升。与
此同时，三亚各大旅企纷纷瞄
准本地游需求，不断丰富文旅
产品供给，解锁更多个性玩法，
为消费者“就地过年”献上充实
而又“新鲜”的“一餐”。

近日，天涯海角景区创新推出的星空营地帐篷火锅强势吸睛，帐篷搭配美食的新玩法受
到游客的热捧。 景区供图

游客在逛三亚·亚特兰蒂斯豫园灯会嘉年华
时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深入推进“平安三亚”建设

最近，不少游客到天涯海角景区体验海边露营，感受蓬客的浪漫。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