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发送短信CXMYD到所属运营商（电
信 10001/移动 10086/联通 10010）后根据短
信提示回复身份证号后四位查询行程→截
图行程短信内容；

2、通过“海南工会云App”首页进入“暖
心留工助发展”线上关爱送温暖普惠活动页
面→扫描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二维码→注册
手机号登录获取行程码→截图行程码；

3、返回活动页面，上传行程短信截图和
行程码截图、户口本（户主页、个人页）、身
份证（正面）、务工证明（已实名认证农民工
无需提供）、借记卡；

4、申请提交后，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
成审核；

5、审核通过后 2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
至借记卡内，并短信告知。

参与条件

1、2021 年 2 月 10 日至 2 月 16 日期间，
留守海南省的省外农民工会员；

2、年龄限制：16-60岁；
3、具有农村户籍（户籍在农村或户口本

印有农业人口字样）；
4、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以身份证照

片为准）；
5、持有本人名下借记卡；
6、所在单位的务工证明（已实名认证农

民工无需提供）；
7、行程证明（行程码查询截图和短信查

询截图）生成时间：2021 年 2 月 18 日-2 月
24日。

申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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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鹿城人气不减

据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在酒店云集的海棠
湾、亚龙湾等旅游度假区，多家
酒店近几日的入住率达到 90%
以上，而春节假期期间入住率为
60%至80%。以三亚亚龙湾美高
梅度假酒店为例，春节假期入住
率约为 80%，假期过后入住率提
升至90%，出现满房势头。

“春节假期结束后，随着出行
人数减少，机票、酒店、民宿等旅
游产品价格回落，基本恢复平时
状态，加上全国高风险地区清
零，海南疫情防控有力等因素，
让大众出游需求得到释放，出游
热情正被点燃。”三亚市旅游推
广局有关负责人说。

热闹的游玩氛围在三亚蜈支
洲岛景区同样感受得到，“海底、
水上、空中、陆地”四栖旅游产品
体系供给，让四方游客玩得过
瘾。“这两天上岛游客数量在八
九千人次，与春节长假客流量不
相上下。”该景区工作人员陈宏
介绍。

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记者看到，三五成群的家庭
游客人在景区中赏花观景，登高
望远，呼吸雨林里的新鲜空气，
感受雨林旖旎多彩的美丽风光，
独具南国特色的美丽景色让许
多中外游客流连忘返。据该景
区负责人介绍，节后几天，景区
日均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客流
量呈现稳中有升的良好态势。
来自重庆的刘先生告诉记者，选
择节后游三亚是希望避开黄金
周的人流，既轻松又实惠，玩得
更加开心。

在大东海旅游区，记者看到，
这里同样游人如织——晒太阳、
游泳、玩沙子、下海潜水、驾摩托
艇、骑香蕉船、放风筝……多种游

玩方式让游客过足瘾。一位泳衣
店老板告诉记者，虽然春节黄金
周已经结束，但大东海游客依旧
每天爆棚，沙滩上挤满了人。

错峰游费用大降人
气大涨

三亚作为国内最受青睐的旅
游目的地，今年人气依旧火爆，
错峰游人数甚至超过春节。而
春 节 过 后 哪 里 错 峰 游 性 价 比
高？价格降幅多少？携程旅游
根据平台百万级度假产品价格
指数及节令热点，发布错峰游性
价比排行榜。节后旅游价格下
降 30%到 70%。三亚、厦门、云
南、北京、广州、上海、哈尔滨、桂
林、张家界等名列错峰游性价比

最高目的地。目前已有多家旅
行社在携程推出“错峰游”产品，
价格甚至只有春节高峰的五分
之一。

记者从“去哪儿网”查询了解
到，三亚酒店价格回落也很明
显，例如在社交平台火热的三亚
亚龙湾迎宾馆无边泳池独栋别
墅 2 月 22 日每晚房价为 2000 元
左右，而春节期间该房型房价达
4000余元。

民航方面，从旅客吞吐量的
监控数据来看，随着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的逐渐清零，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节后迎来出行高峰，多天
单日客流量突破 6.5 万人次，超
过春节黄金周客流最高水平。
而且，假期虽已结束，但是三亚
各大景区景点的“旅游大餐”仍

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新地标、新
玩法不断涌现，满足游客多元
化、个性化的需求。

记者从三亚市旅游景区协会
了解到，目前，不少景区景点的
优惠票价、优惠产品的供应时间
已延长至 2 月底乃至 3 月，也有
不少景区丰富旅游产品，例如三
亚水稻国家公园推出“白天花
海，夜间灯海”和主题活动，热气
球、动力滑翔伞、花田小火车等
新玩法不断涌现；三亚红色娘子
军剧场推出全新演出剧目《琼州
阻击战》，逼真特效令观众赞不
绝口；天涯海角游览区与企业合
作推出豪华露营项目，以大地为
床，以星空为被，与大自然来一
次近距离的接触，感受精彩纷呈
的露营文化……

除了热门景区，像太阳湾、太
阳小镇、半山半岛帆船港、保利
浅海时光里、阿那亚等也成为游
客 市 民 争 相 前 往 的 小 众 打 卡
点。疫情防控有力，价格优惠，
服务提质，借助这些利好因素的
刺激，三亚节后旅游人气正不断
攀升。

节后错峰游成游客
新选择

“由于三亚温暖的气候，游客
错峰出游的比例在增加，春节黄
金周过后仍有大量游客陆续抵
达三亚度假。”三亚市旅文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市场热度将持续
到元宵节过后。

“主要还是因为价格相对春
节黄金周便宜了不少。”三亚市
旅行社协会会长曾纪敏告诉记
者，每年春节节后三亚旅游产品
都降幅明显。

携程旅行网三亚分社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旅游预订情况看，
近几年来，三亚都出现春节前后
游 客 明 显 超 过 春 节 期 间 的 情
况。主要原因是三亚春节客房
价格从2009年开始就普遍较高，
节后的降幅非常大，大部分游客
已经养成了避开价格高峰节后
出游的习惯。

此外，三亚旅游推广部门推
出多条以“乡村田园游”“海南人
游海南”为深度游主题的“产品
自由搭配、出行时间自主掌握”
的个性新品深受客人青睐。尤
以天涯海角游览区、亚龙湾热带
天堂森林公园、蜈支洲岛、南山
等知名景区，休闲住宿混搭的打
包旅游产品为节后的大热门，订
购量比平时增长近两倍。而“家
庭租赁小游艇出游”以及“旅游+
免税购物”的混搭也成为吸引内
地游客的亮点。

景区客流与春节长假期间客流不相上下

错峰游让三亚“热”到春节后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春节长假过后，错峰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现在景区每天接待游客超过万人，岛内游、散客游的数量明显增长。”
天涯海角游览区工作人员介绍，节后三亚旅游性价比高、舒适度增加，吸引不少游客错峰出游，自由职业者、春节加班
族、蜜月游群体成为节后旅游的主力。受此影响，三亚旅游住宿业延续火热状态，较高的客房出租率成为常态。

春节过后，三亚旅游热度不减，海上旅游观光成为众多游客错峰游的必选游玩项目之一。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多亏了你们几个，要不然
我姐姐将面临生命危险。”2月
22日零时许，外地游客刘女士
心怀感激地对海南省绿舟应急
救援服务中心海岸巡逻队队员
苏杰、董顺、黄鹏等人说道。

这次感谢还得从一个小时
前说起。2月 21日 23 时 15 分
许，一名中年女士来到位于三
亚湾的海南省绿舟应急救援服
务中心海岸巡逻队值勤帐篷
处，将包和手机放在一张凳子
上后便离开。过了 5 分钟，该
女士的手机响起，但不见有人
接听。此情况反常，守在帐篷
处的苏杰与董顺当即拿起手电
筒沿着海边搜索手机主人。

几分钟后，两人在海月广
场正前方海边看到一名女士躺
在海滩边，海浪已将她全身打
湿。“阿姨你怎么了？有什么
事情吗？需要帮助吗？”苏杰
赶紧上前询问，但该女士没有
回答。为防止该女士溺水，苏
杰、董顺与随后赶来的黄鹏一
起合力将她抬上岸边。经检
查，发现该女士生命体征正
常，无受伤情况。

在救助的同时，黄鹏还向
110报警。3分钟后，两名特警
和两名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此时，中年女士放在凳子
上的电话再次响起，一名特警
赶紧接听，并告知对方机主情

况。几分钟后，刘女士赶到现
场并与相关人员一同到辖区派
出所做记录。经过反复核实
后，刘女士等家属将不慎跌倒
在海滩的中年女士接回住处。

事情解决，苏杰、董顺、黄
鹏回到三亚湾继续巡逻。从 2
月 11 日至 26 日，为做好春节
旅游旺季沙滩浴场游客涉海安
全保障工作，避免溺水等近岸
安全事故发生，保障广大游客
旅游安全，天涯区政府专门委
派海南省绿舟应急救援服务中
心组织海岸巡逻队，在三亚湾
海域公共沙滩浴场进行防溺水
巡逻保障。

海南省绿舟应急救援服务

中心有关负责人丛慧告诉记
者，巡逻队与国家水域救援三
亚大队、三亚海事局搜救分中
心、南海救助局三亚基地、天
涯区消防支队水上救援队、
120急救中心、友谊路派出所、
天涯区执法局等多部门联动，
负责近海 1000 米的防溺水保
障及救援，巡逻范围为东南起
三亚湾凤凰岛，西北至三亚湾
海坡村区域。

苏杰告诉记者，他们每天
的具体工作是劝导游客不要
乘坐非法运营的水上工具、
天黑要及时上岸、退潮时不
要下海游泳、雷雨天气及风
大浪大天气不下海等；每隔

半个小时出动两艘冲锋舟在
海上巡逻，劝导游远的游客
返回，及时救助体力不支、游
离太远等无法游返的游客，
将可能发生风险的游客用冲
锋舟带回岸边，及时将危险
控制在萌芽初期。

据 统 计 ，从 2 月 11 日 至
22 日，巡逻队共巡逻 710 人
次，出艇巡航 190 次，航行巡
逻里程累计 1615.4 海里（其中
夜 巡 246 海 里），劝阻远游回
岸人员 408 人（其中夜间游泳
68 人），救助体力不支难以游
返人员 89 人，劝离 27 艘渔船
安全距离行驶，劝阻累计 42
艘非法运营摩托艇离开游客
游泳区，劝离闯入游泳区域
的冲浪游艇 45 艘，劝阻私人
载 客 出 海 皮 筏 子 56 只 累 计
182 人回岸。

“截至目前，在保障范围内
无一人溺亡，许多潜在的溺水
隐患在起始阶段得到有效防
控。”天涯区区长黄兴武称，三
亚的海上救援力量长期以来多
应用于深海救援和打捞，近岸
救援力量比较薄弱，海岸巡逻
队利用岸际救援技术，成功填
补了空白，成为政府救援力量
的有效补充。下一步，该区将
与三亚海事等部门联动，以形
成常态化的海上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体系。

@留琼过年外省户籍农民工会员

200元“过年补助”等你申领
已有2700余人申请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田春宇）2月 22日，
记者从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获悉，2021年“暖心留工
助发展”线上关爱送温暖普惠活动——给符合条件
的万名留琼过年的外省户籍农民工会员每人发放
200元“过年补助”进展顺利，自2月18日9时申报通
道开通至 2月 22日 15时许，有 2700余名留琼过年
外省户籍农民工会员已提交网上申请，符合条件通
过审核的第一批农民工会员有 300人，预计 2月 23
日收到“红包”，申报截止时间为3月3日17时。

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有关工作人员介绍，鼓励
在琼务工的外省户籍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就地过年，
除相关企业对留琼过年工人发放过年补助，对坚守
岗位的一线工人按有关规定发放法定节假日加班
费外，海南省总工会还推出了2021年“暖心留工助
发展”线上关爱送温暖普惠活动，给予符合条件的
10000名留琼过年的外省户籍农民工会员每人发放
200 元“过年补助”。在 2月 10 日至 2月 16 日期间
留守海南省过年的外省户籍农民工，按要求提供相
关资料进行申报。

该工作人员介绍，自 2月 18日 9时申报通道开
通至 2月 22日 15时许，有 2700余名留琼过年外省
户籍农民工会员已提交网上申请，符合条件通过审
核的第一批农民工会员有300人，预计于2月 23日
收到“红包”。在审核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申请者
所提交的“所在单位的务工证明”不规范情况较
多。他建议申请者的“所在单位的务工证明”应具
备申请人名字、身份证号、务工单位全称及务工时
间等内容，所盖章应为务工单位的公章，而非企业
的财务章等。

具体情况可拨打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服务热线
66553662进行咨询。

春节期间

三亚海事局保障近 36 万人次
旅客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牛年春节期间，
三亚海事局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疫情
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认真开展安全监管
和服务保障工作，共保障近36万人次旅客
安全出行。

春节期间，三亚海事局辖区旅游船艇
累计运送旅客 32.7 万人次，旅游船舶累计
开航 5477 艘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
下降59.8%和 49.7%，日均运送旅客与春运
前期相比增加 226%；游艇累计开航 4482
次，累计接待游客 3.15 万人次，日均接待
游客与春运前期相比增加 71%；进出港货
物 9.37 万吨，其中危险品货物 7.08 万吨。
三亚海事局春节期间共出动人员 173 人
次，执法车 20 辆次，船艇 15 艘次，巡航值
守时间 31 小时，巡航里程 187 海里，纠正
违章行为 32 起，辖区船舶通航秩序良好，
无险情事故发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保持
稳定。

三亚心连心义工社关爱脑瘫儿童

让公益融入生活
传递社会大家庭温暖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2 月 21 日，为进一步关
心脑瘫儿童的成长，传递社会大家庭的爱心，三亚
心连心义工社部分社员组成慰问团开展关爱脑瘫
儿童志愿服务活动。

当日 9时许，慰问团携带慰问物资走进三亚光
明连接脑残疾儿童中心，慰问该中心脑瘫儿童。在
领队的带领下，义工对该中心活动器材和活动场地
进行清理打扫，有的义工则走进孩子们的生活，陪孩
子们学习各种生活技能，如走路、喝水、拿东西等。

义工李子英表示，参加慰问活动，既提升大家的
自身素质和能力，又培养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
励义工们积极投身服务社会的工作，去传播爱的力
量。

“希望通过此次慰问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与关爱，同时呼吁更多人关注脑瘫儿童，
让公益融入生活，让爱心成为信仰，用正能量照亮
每一个脑瘫儿童生活。”三亚心连心义工社社长蔡
顺城称，过去 5 年多来，该义工社始终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真挚关爱着三亚残障儿童的健康成
长，常态化开展爱心慰问活动，用各种方式鼓励孩
子们自信自强，让孩子们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
关怀。

当天的活动得到了共青团三亚市委、三亚市委
精神文明爱卫办和市民政部门的指导。

天涯区多部门联动做好近海1000米防溺水保障及救援工作——

守护三亚湾游人安全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海南省绿舟应急救援服务中心海岸巡逻队队员在三亚湾巡逻。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