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郑居文 校对：邢扬文三亚·综合4 2021年 3月 30日 星期二

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
安排，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第二驻点指导组对三亚市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驻点指
导。

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
电话：0898-31001101；

邮政信箱：三亚市 A044 号
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syzfdwjyzd@126.
com;

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
天 8：00-20：00，受理来信来电
和电子邮件的截止日期为 6 月
30日。

三亚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受理信电联系方式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又是一
年清明节，除了扫墓祭祖之外，踏
青赏花也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
鹿城旅游市场又将迎来一次广纳
游客的好时机。日前，携程旅行网
发布的 2021 年清明出游趋势报告
显示，自驾踏青赏花、亲子采摘、主
题乐园将成今年清明节旅游消费
市场的主要趋势。

“请进来”“走出去”

以往，3、4月的三亚，旅游市场
逐渐转淡，而且将开始持续长达近
半年的旅游淡季。然而由于近几
年，随着各景区、酒店、免税购物开
展的淡季旅游促销活动增多，使得
三亚今年的旅游市场表现出淡季
不淡的发展趋势。“围绕‘淡季不淡
’的工作重点，市旅游推广局今年
重点推出‘奇趣暖春在三亚，错峰
出游正当时’旅游主题，吸引游客
在清明小长假、五一节前错峰来三
亚旅行。”市旅游推广局副局长俞
婷婷透露，利用大型活动扶持奖励
办法，三亚旅游积极“请进来”、“走
出去”全方位提升三亚知名度、美
誉度。

据悉，今年三亚“请进来”主要
围绕“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
题，用国际化视野进行品牌联动，
吸引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活动赛
事落地三亚，如 4月即将启动的网
红大赛，5 月“三亚和平精英狂欢
节 ”和 海 南 国 际 潜 水 节 ，6 月 的
2021 国潮古韵-崖州古城文化节，
7 月的中国大学生体育狂欢节暨
CUEA 总决赛，8 月的维亚康姆
MTV 天籁村海岛音乐节、9 月的
2021 第三届鹿回头情山国际啤酒
节等，打造市民乐于参与、游客乐
于前来，具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主客共享的目的地活动。同时，
针对暑期亲子研学市场，拟于 5月
下旬举办亲子研学市场的“请进
来”推介考察活动，6月下旬举办会
展、邮轮主题“请进来”活动。

挖掘创新推介方式

旅游客源地进行推介。创新
推介方式，细分旅游客群，主动挖
掘政府、企业、年轻客群的旅游需
求，因地制宜、面对不同的企业、群
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推介活动。计
划从4月开始到7月，前往成都、重
庆、贵阳、西安、长沙、武汉、郑州、
南京、杭州、上海等地进行三亚旅
游宣传推介，同时结合当地户外、
广播、达人等媒介方式，提高三亚
旅游推介的参与度、趣味度、辨识
度。“3月 30 日至 4月 1日期间，我
们将在深圳、佛山及广州市分别举
办系列旅业推介活动。推介会以

‘「惠」玩「质」去三亚’为主题，通过
圆桌洽谈、趣味游戏等高互动性创

新形式，向重要客源地广东省及周
边市场传达三亚‘淡季不淡，错峰
出游’的全新目的地形象。并为双
方旅游行业搭建宝贵交流平台，同
时带动当地旅游业者深入了解三
亚的全新发展模式、最新旅游资
源，推动广东省游客造访三亚数量
的稳步增长。”俞婷婷介绍，4月中
旬，市旅游推广局和海南航空还将
在重庆-三亚、西安-三亚两条航
线上一起开展“三亚新青年奇趣
岛·海南航空”主题活动，向三亚的
主要客源地市场宣传推介三亚旅
游。此外，三亚还将进一步丰富中
医康养游、邮轮游艇游、低空飞行、
美丽乡村游、主题公园游、旅游演
艺等新产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刺激旅游消费。

踏青赏花淡季不淡

“在春游、扫墓、探亲等客流的
叠加之下，今年清明小长假成为春
节黄金周后第一个出游高峰。”携
程旅行网海南区总经理张扬介绍，
随着清明节临近，市民出游热情逐
渐高涨，踏青、赏花游线路备受青
睐。目前，市民清明旅游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近五成，旅游价格总体
平稳，三亚大部分线路的机票、酒
店都未涨价，带动旅游市场人气大
增。因此今年的清明小长假，三亚
各旅行社都将踏青赏花游作为主
推产品。

“这段时间，前来咨询、预订清
明节期间出游的市民很多，平时上
班族出游时间不多，趁着三天假
期，还是有不少人想带着孩子一起

来个举家出游。”三亚立达旅行社
负责人胡桐介绍，清明节期间短途
游数量与往日相比明显增多，报名
出游情况较为火爆。他表示，清明
节旅游中，人气最旺的当属 4 月 4
日、5 日的泡温泉+品海鲜+郊游。
类短线游有中、高档之分，中档游
线路主要集中在亚龙湾、槟榔谷
等；高档游线路主要集中天涯海
角、大小洞天、珠江南田等线路，报
名参加“一日游”的游客以白领居
多。岛内游方面，昌江、东方、定安
等采摘赏花线路备受追捧。

三亚主要景区纷纷推出一系
列特色优惠活动吸引游客的青
睐。清明小长假期间，南山景区推
出主题为“礼佛、思亲、踏青”的民
俗体验游和游园优惠套餐，市民、
游客可以边感受三亚迷人的热带
海洋春光，边以文明礼佛的新方
式，缅怀亲恩；蜈支洲岛旅游区还
推出系列优惠“一价全包”活动。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基于去年受疫情影响未能春
游的‘补偿出游’心理，今年春节过
后春季的错峰游，三亚成为国内热
门旅游目的地之一，这样也让三亚
的旅游淡季不淡。”三亚旅游景区
协会副秘书长黄影介绍，连日来，
不少国内的妇女团、夕阳红老年
团、会议团等旅行团纷纷涌入三
亚，前往鹿城景区观光休闲，踏青
祈福、赏花观景，尽享三亚浪漫的
美丽春天。

“今年，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市旅游推广局以此
为契机，还将三亚红色旅游景点和
资源连点成线，借助‘红色娘子军’
这个 IP，推出三亚红色旅游线路，
吸引市民游客到三亚来进行红色
旅游、企业党建，以此撬动旅游市
场需求。”俞婷婷说，形成“季季有
主题、月月有活动”的大旅游氛围，
拉动旅游消费增长。

季季有主题 月月有活动

三亚创新旅游市场营销推广
拉动旅游消费增长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 3月 29日，
以“智汇崖州湾·筑梦新三亚”为主题
的第二届三亚崖州湾科技创新创业大
赛暨首届国际赛迎来总决赛，来自海
内外的 23个晋级团队齐聚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上演巅峰对决。最终 23个
项目分别斩获一、二、三等奖，获得组
委会提供的 100万元、50万元、20万
元的奖金。其中，智慧海事、便携式水
下智能航行器等 5 个项目获得一等
奖；海上风电工程技术服务及产品产
业化、大洋航路气象导航系统等 8个
项目获得二等奖；高端海水淡化反渗
透膜的产业化、海水稻资源开发与利
用等10个项目获得三等奖。优胜企
业将落户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目前，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已提前介
入，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助力项目
尽快落地。

据介绍，本次大赛亮点突出，成
绩喜人。在首届三亚崖州湾科技创
新创业大赛的基础上，增加了国际
赛。从全球征集的 509 个项目涉及
海洋及农业科技、半导体芯片、人工
智能等高科技领域。通过严格选拔，
高导电宏观石墨烯膜及其电子器件、
高端海水淡化反渗透膜的产业化、海
上风电等 23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总
决赛。晋级总决赛的项目符合崖州

湾产业规划方向，落地后可初步形成
相关产业链。此外，本次大赛组委会
有意识地招募了生物医疗和半导体
芯片等方向的项目，提前布局相关产
业，为崖州湾打造名副其实的科教城
打下基础。

为强化成熟期项目的招募，本次
大赛还邀请了启迪之星、光谷咖啡、
蜂巢科技、四方网盈、湾创邦、中澳创

新中心等8家知名的“双创”平台加盟
赛事，深度挖掘成熟项目。据初步统
计，本届大赛估值 5亿元以上的项目
有 6 个，完成 A 轮融资的项目超过
20%，完成天使轮融资的项目超过
50%。“我们的项目紧贴科技城需求，
获得大赛认可后，将在科技城尽快建
立海外测试基地，将公司的科研项目
转移过来，利用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完

善售后工程和国际物流，更好地服务
海外合作伙伴。”深圳潜行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此次大赛有专业引
导，一对一的贴身服务，为新项目的落
地、市场化运作提供了无限契机。“晋
级团队希望尽快落地，我们也希望引
进的项目早日落地，形成产业链。”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赛中，优秀项目层出不穷，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招商部门提前介
入跟进项目，了解参赛团队的需求并
讲解园区优惠政策，确保晋级项目提
前落地。

据悉，作为承接海南自贸港政策
的重点园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将建
设成国家深海科技创新中心、“南繁
硅谷”及产学研城深度融合的聚集
地。此次获胜的项目均符合园区重
点规划范畴，园区方面将为优胜团队
提供项目孵化、人才计划优先申报、
安家补贴等创业支持，积极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转移, 为推动海南自贸港建
设注入强劲动能。

本次大赛由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
展局、海南省科学技术厅、海南欧美同
学会指导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主办，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协办。

第二届三亚崖州湾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暨首届国际赛落幕

5个项目各获百万元奖励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3 月 29
日，记者从市热线办了解到，自 3 月
15 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全民参与大
行动正式启动以来，市 12345 热线共
受理活动相关办件共 84 件，办结 17
件，正在处理 67 件。其中语音受理
54 件，微信自主上报 30 件。转派职
能部门62件。

在这些办件中，旅游设施方面
24 件。主要建议完善景区服务配
置、如在天涯海角景区海域修建海
底世界，提升三亚河岸两边游玩服
务设施设备，三亚海边沙滩可以设

置扫码冲脚服务设备等；交通出行
方面 18 件，主要建议交通标识向立
体化和多功能化方向升级、拓宽公
交网、加强绿牌汽车管理等；服务品
质方面 18 件，主要建议扩大三亚旅
游圈、改善物价、对三亚城市旅游规
划相关建议等；标识标牌方面 15件，
主要反映机场广告牌英文翻译及大
小写错误、路牌英文翻译错误等；产
品供给方面 9件，主要建议三亚推出
有地域特色旅游项目、开发特色旅
游产品及商品、建设海上牧场发展
海钓旅游业等。

市12345热线：

全民参与大行动目前受理办件84件

组委会为获奖团队颁奖。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本报讯（记者 袁燕 通讯员 陈启
宇）3月 27日，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
下简称“三亚机场”）再次快速、稳妥
完成一重病患者急救飞行保障工作，
为患者的生命安全争取宝贵时间。
据悉，今年以来，三亚机场已圆满完
成了8架次紧急急救飞行任务保障。

3月 27日 8时 33分，三亚机场运
行指挥中心接到通知，27日将有某航
空医疗急救站派医疗小组搭乘急救
包机，紧急运输一名患有癌症广泛转
移的病人从三亚转至天津肿瘤医院
接受进一步治疗，随行人员包括 2名
医护人员和 2名病人家属，请求三亚
机场对本次急救飞行提供支持。

由于患者病体虚弱且需飞行时
间较长，为减少患者的移动，三亚机
场按照保障程序，计划安排救护车直
接进入机场控制区到达飞机所在机
位。由于其中涉及保障环节及需要

为旅客考虑的细节较多，三亚机场召
开专门协调会，周密布置保障工作，
运行指挥中心、地服、飞机保障及代
理公司等多单位、部门立即分头行
动，为病人开通快速保障通道。

11时42分，急救飞机抵达三亚机
场，所有准备阶段工作就绪；13时 27
分，载有患病旅客的救护车抵达三亚
机场控制区入口，经过快速安检后，机
场急救车辆引导救护车开至停机坪急
救飞机所在机位，早已等候的地面保
障人员上前细心地帮助运送担架。13
时 58 分，急救飞行保障工作全部完
成，急救飞机顺利飞往天津。

据了解，怡人的气候环境，已令
三亚成为国内老年人疗养首选地。
2021年至今，三亚机场已圆满完成了
8架次急救飞行任务保障、10个担架
旅客保障任务以及更多的旅客紧急
医疗保障。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今年以来
完成8起重病患者急救飞行任务保障

本报讯（记 者 黄 世 烽）3 月 28
日，为呵护三亚母亲河生态环境，提
高广大群众保护意识，保护环境优
美、整洁干净的母亲河。根据共青团
三亚市委员会对三亚青年志愿服务
系列的统一部署，三亚心连心义工社
组织开展了“保护母亲河，清除河面
垃圾漂浮物”志愿活动。

当日上午，记者在三亚河看到，
由三亚青年志愿服务突击队、三亚
龙舟协会志愿服务队、三亚心连心
义工社服务队等机构的 20余名志愿
者，身着统一服装，分成 3 组对河面
上漂浮的塑料瓶、废纸、塑料袋等进
行打捞清理。志愿者们发挥不怕
脏、不怕累的精神，不放过任何一个
死角，用实际行动引导群众提升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他们忙碌的身
影，与三亚母亲河形成了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三亚心连心义工社负责人表示，
将持续开展清理河边“四乱”工作，加
强人居环境卫生整治，定期巡查河

岸，及时清漂和河岸垃圾，多途径强
化环保宣传，增强广大居民和游客的
环保意识。

清除漂浮物 保护母亲河

3 月 28 日，三亚小东海海滩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和三亚繁星义工社的
50 余名环保志愿者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来到这里清理海藻垃圾。 据介绍，
自今年 2 月以来，小东海海滩一直遭受海藻的侵扰，他们经常清理海浪冲上
岸边的海藻，最多的时候一天清理清运海藻垃圾多达 10 多吨。 近年来，三
亚市加强对海岸线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经常组织环保志愿者定期清理海
滩垃圾，向市民游客积极宣传海洋环保知识。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志愿者在清理河面垃圾。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清理海滩垃圾 保护海岸生态

踏青赏花

游人如织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卫生健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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