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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文明餐桌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实习生 张
依纯）连日来，三亚水务系统持续开
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把环境整
治、消毒消杀、垃圾分类、健康防护等
纳入活动中。

4 月 19 日上午，三亚市半岭水库
工程管理处组织全体职工开展“净化
环境卫生、创造美好环境”扫除活
动。当天共清扫道路 1.2 公里、卫生
死角一处。同时，以单位宣传栏为基
础，粘贴“创文巩卫”健康知识，培养
职工与群众养成讲卫生好习惯，共同

爱护环境。
三亚市水利水电技术服务中心利

用周末时间，深入开展卫生大扫除活
动。该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在机关水务
宿舍、群众街水务宿舍集中开展“搬
家式”环境卫生大扫除，清扫楼道、停
车库、储藏间、卫生间、室内外等卫生
死角 6 处，为宿舍居民创造了一个干
净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

此外，三亚市水利水电技术服务
中心还坚持开展以环境整治为主，药
物消杀为辅的病媒生物综合防制，结

合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积极联系机关
水务宿舍及群众街水务宿舍所属光明
社区、群众街社区及消杀公司，每月定
时开展一次药物消杀，有效降低病媒
生物密度，清除病媒生物栖息环境。

三亚市水源池水库工程管理处也
利用周末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和职工
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活动中，大家
对单位办公楼、宿舍区周边环境进行

“搬家式”大扫除，清除卫生死角和蚊
媒孳生环境，共清理垃圾 0.3 吨，清除
卫生死角、蚊媒孳生地各1处。

三亚市大隆水利工程管理局动员
各科室工作人员深入持久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共清理卫生死角4处，清理各
类垃圾 0.6 吨，清除病媒孳生地 3 处，
以实际行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三亚市赤田水库管理处积极开展
环境卫生整治清洁活动，对辖区巨龙
队村委会周边公共环境和卫生死角进
行大扫除、大清理，重点清理村辖区
白色垃圾、烟头纸屑、枯枝败叶及沉
积物。通过党员干部和职工们的辛勤
劳动，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市海鲜餐饮协会发出倡议

文明用餐 诚信经营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三亚

市海鲜餐饮协会面向全市海鲜餐饮企
业、消费者发出“文明用餐、诚信经营”
倡议书，引导餐饮企业继续在提供优质
服务、履行社会职责、营造放心消费环
境、科学文明就餐、规范自身行为、加强
行业自律、强化监管机制等方面持续发
力，不断提升海鲜餐饮行业服务品质。

“倡议书”倡议各海鲜餐饮企业工
作人员，在接待客人时要注重细节，服
务态度要亲切、热情、周到，言行要有礼
貌，注意说话语气，当客人提出诉求时
要耐心倾听，积极解答客人的疑问，提
升游客的用餐体验。

针对稀有海鲜，如象拔蚌、沙虫等
海鲜含水含沙等特殊情况或海胆等特
殊品类，要主动告知消费者，提醒消费
者合理选择。要诚信经营，明码标价，
在店内的海鲜池上要悬挂海鲜价格标
识牌，海鲜池区域要有显示屏滚动播放
全市海鲜政府指导价格，要使用政府放
心称进行称重。从海鲜池到后厨的视
频监控设备要进行全覆盖，并保留三个
月以上的视频资料。

“倡议书”还倡导文明用餐，推广
“公勺公筷”“光盘行动”。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周安航 游艺峰）首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将于5月 7日至10日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4月 20 日，
记者了解到，目前首批暂时进境展
品已抵达海南。据悉，首批暂时进
境展品为食品，共 766 箱、10.6 吨、
货值28.8万美元，来自澳大利亚，主
要用于消博会现场展览。

据介绍，为保障消博会展品快
速通关，海口海关在通关现场开设
消博会展品通关报关专用窗口，指
定专人负责，采取“一批一报”的方
式办理通关手续，对消博会展品及
物资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通关。此
外，还通过“互联网+海关”的线上
窗口为参展展品的企业办理提前确
认手续，让企业不用“跑腿”就可以

随时灵活调整进口计划，根据实际
需求进口展品。海关介绍，预计首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还将有大
批暂时进境商品陆续进境。

据了解，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共分为国际国内两大专区，其中
国际专区有时尚生活、钻石珠宝、高
端食品保健、旅居生活和综合服务等
五大专业展区，目前已汇集千个国际

品牌。届时，消费者可以在展馆内买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款珠宝首饰、
品牌手表、消费电子产品、食品保健
品、老字号产品等丰富多样的商品。

目前，海口海关主动对接企业，
了解进口产品通关需求及实时进展
情况，对企业提供暂时进境货物的
报关业务指导，为消博会展品顺利
进境提供充足的保障。

德国高级制表艺术首
秀海南

本届消博会，格拉苏蒂原创将
携多款臻品时计亮相，展示品牌引
以为傲的五大系列作品：议员系列、
偏心系列、开拓系列、复古系列、女
士系列，诠释德国高级机械制表的
工艺魅力，为消费者奉上“德国制
造”的全新体验。

瑞士浪琴表将在消博会上呈现
“与时光同行”先锋主题展区。借全
新先行者系列回溯曾伴随飞行先驱
屡创纪录、探索未知的壮阔事迹，彰
显品牌制表专长。

浪琴表中国区副总裁李力表
示，一直以来，浪琴表都对中国市场
的发展充满信心，相信在消费升级
与境内消费回流的双重趋势下，海
南自贸港的建设将为市场带来新的

机遇。希望携手本届消博会，为更
多中国消费者带来更精致丰富的产
品，以及更优质贴心的服务。

Rado瑞士雷达表亮相

Rado 瑞士雷达表展厅沿袭了
品牌一贯的简约大气风格，以开阔
的空间、极具设计感的陈设和布局，
隆 重 呈 献 包 括 今 年 重 磅 推 出 的
Captain Cook 库克船长系列高科
技陶瓷腕表等2021新品系列、多款
荣获国际顶尖设计大奖殊荣的口碑
杰作及一众经典时计臻品，令消费
者仿佛游历于 Rado 瑞士雷达表的
材质与设计创新征程之中，见证这
一品牌的不凡魅力。

通过集聚全球消费领域资源，
首届消博会旨在打造国际消费精品
全球展示交易平台。Rado 瑞士雷

达表的倾力加盟，彰显着品牌对中
国经济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鼎力支
持，也力证了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
重视和承诺。

瑞士美度表黑橙配色
展厅带来视觉冲击

作为本届消博会的参展品牌，
瑞士美度表从展厅设计到腕表展
示, 都颇具匠心。黑橙配色的展
厅, 不仅为来往的参观者带来强
烈的视觉冲击，更是让人仿佛置
身在美度专属的时光空间，细数
历经百年的发展芳华。此次，美
度品牌带来了众多 2021 年新品时
计佳作，其中尤其以指挥官系列渐
变半透款长动能全自动机械腕表和
花淅系列长动能女士腕表最夺人眼
球。

斯沃琪将现场展示
Swatch X You画布系列

值得关注的是，在消博会上，瑞
士斯沃琪将入驻瑞士国家馆，并现
场展示 Swatch X You 画布系列。
该系列通过专业的数码装置和极具
创意的图案为客人定制个性化腕
表，致力于打造“世界上知名的腕间
艺术馆”。

同时，中国和瑞士的艺术家也
将受邀为瑞士斯沃琪特别设计六
款画布，希望通过中西方艺术家对
文化、合作和友谊的不同诠释，增
进两国之间的交流。参观者可以
在位于瑞士国家馆的斯沃琪展台

“探索”六款艺术家画布，并从中选
择喜欢的款式和图案定制斯沃琪
专属腕表，彰显独一无二的个性风
格。

在 三 亚 的 哪 个 时 刻 最 让 你 享
受？是在蜈支洲岛人均一两百元坐
上游艇，逐浪追寻海光的瞬间；是三
亚千古情景区里，感受海南黎苗风情
的“大快朵颐”；是西岛海上书房，风
吹哪页读哪页的悠闲时光；是邂逅浅
海时光里，拍摄热带风情大片；是吹
着海风看着落日，品尝生猛海鲜汁多
味美的满足；是旅程结束前，到三亚
国际免税城挑选一份心仪礼物，为旅
途加分的美好……

现在，打开抖音平台，搜索话题
“#你好三亚”，这些有关三亚美好的
画面都汇聚于此。2021 海南自贸港
（三亚）网红创作大赛于 4月 11日在
抖音平台正式拉开帷幕，截至4月 19
日，抖音线上话题播放量超过 7000
万次，线上参与活动“网红”达人超过
300 人，活动整体热度持续升温，活
动预期 1 亿播放量将提前达成。参
赛选手纷纷“发动”大脑，捎上话题，
从不同角度将在三亚美好而真实的
画面记录下来，和网友们一起探寻三
亚特色。

什么是当地风味？

网友们的回答是——只有到了当
地才是那个味儿！

鸡屎藤、海南煎堆、酱爆虾饼、海
南粉、抱罗粉、后安粉……汇聚了三
亚传统小吃的群众街，总在清晨时分
热气腾腾，外地食客、本地居民在这
里从不鲜见。这里有三亚的地道味
道。这个味，凝聚着乡愁，见证者自
贸港的腾飞。

三亚街头，外国女婿和丈母娘来
到某店铺挑花衬衫——

外国女婿：“多少钱？”
老板娘：“65元。”
外国女婿：“那边都 45 元，亲爱

的。”
老板娘：“啊，好了，给你。”
外国女婿：（嘚瑟）“别小看我这

个老外啊。”
“吃瓜”群众：“老外讲价比丈母

娘都厉害。”
丈母娘：“ 以后买东西都带 上

你。”
……
这段对白是来到中国第 12 个年

头的外国女婿“铁蛋儿Tyler”在三亚
街头操着一口麻溜普通话在和老板
娘砍价的经过，“铁蛋儿Tyler”的“懂
行”让见惯外国人的老板娘也忍不住
开怀大笑，爽快地“被砍”了20元。

另一个视频里，“网红”们逛海鲜
市场、到超市购物、体 验“ 飞龙 在
天”……玩累了尝一尝鲜美椰子鸡，上
几瓶啤酒，点几盘海鲜，撸几串烧烤，
一碗清补凉下肚……真是快乐极了。

谁是玩海达人？

冲浪、潜水、海上拖伞、海上飞车

……180度、360度，从海面上空到海
面再到海底，三亚的大海随你脉动。
如果从天空俯瞰，你会看见那些“七
彩斑斓”在海面上漂浮着。三亚的后
海，被称为“冲浪圣地”，这里几乎人
手一块冲浪板。

“失恋了就去西藏，单身就去丽
江，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来三亚，我每
天都在那当‘海女’。”“网红”“邓小
七”拍摄的抖音视频洋溢着青春美好
的气息，得到1.1万网友的热情点赞。

“如果你来到海南三亚，可以选
择一家临海的酒店入住，推开窗，眼
前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漫步在三亚
湾椰梦长廊，尽享落日余晖；还可以
到海棠湾亚特兰蒂斯，打卡失落的空
间水族馆，近距离感受各类海洋生
物；还有惊险刺激的水世界，体验放
手一搏、海神之跃等项目，尽享失重
感和颠覆之旅带来的刺激。”“网红”

“沁玲珑”细致地记录下她的三亚之
旅，玩海成了避不开的话题。

什么是爱情圣地？

浪漫海景、复古中式、叙事情节
——情侣们来到大小洞天景区，登上

“幸福之梯”，感受“天空之吻”，拍摄
风格百变的唯美婚纱照——一袭白
纱许你深情共白头。

在西岛，踩着海浪，吹着海风，
“大掌柜夫妇”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最近，“网红”大咖“大掌柜夫妇”
在市旅游推广局常务副局长吴小琳
的带领下，打卡西岛。

到了三亚，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驾
车不到20分钟就到西岛码头，换乘登
岛邮轮便到了“海上桃源”——西岛。

“穿过景区骑着村民的电动车就
到了我们订的无敌海景房，先让那
个不会拍照的老公给你拍几张发发
朋友圈，发完，走出门口就是梦幻般
的大蓝海，在这里跟老公光脚戏水、
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这难道
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吗？”“大掌柜
夫妇”的作品里对三亚的喜爱溢于言
表，他们还在三亚日报公众号的文章
评论里留言：“我们真的太喜欢三亚
了！”

什么是朋友欢聚？

“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海
边玩！”“海绵宝宝”道出了众多“网
红”的心声。

海边拍照、泳池派对、篝火晚会
……视频里一帧帧画面定格下“青春
有你”的最美画面。

世界那么大，不是每个地方都能
再去一次。如果你也向往风景、气候
都美得像偶像剧一样的三亚，那么现
在就出发，邀上好友一起出海冲浪、
漫步椰梦长廊、打卡亿恒夜市……并
把沿途的点滴记录下来。

“网红”眼中的大美三亚
截至4月19日，2021海南自贸港（三亚）网红

创作大赛抖音线上话题播放量超7000万次，线
上参与“网红”超过300人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所有人：
海南自贸港（三亚）网红创作大赛以“#你好三亚”为统一活动话

题，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乡村振兴、新青年奇趣岛、免税购物、三亚
人文历史、三亚美食、酒店景区、我的大学在三亚等内容展开，通过各
类参赛短视频展现三亚新形象。采用定向邀约抖音平台的“网红达
人”生产内容，同时热烈欢迎岛内外朋友们积极参与抖音线上网红创
作大赛。大赛作品上传时间截止 5 月 11 日，丰厚大奖等着你哟！

消博会“剧透”

斯沃琪集团携旗下众多品牌共襄盛会
截至目前，消博会已吸引国内外1165家企业参展

本报记者 张慧膑

5 月 7 日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将于海南举行，展会展出面
积达 8 万平方米，预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精品展。据统计，截至目前，消博会吸引了全国各地以
及来自全球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65 家企业参展。随着时间的临近，消博会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
揭开，众多国际品牌共襄消博盛会，备受瞩目。

对于爱表人士来说，此次消博会可谓是一场盛宴，斯沃琪集团将携旗下格拉苏蒂原创、浪琴、
雷达、天梭、美度、斯沃琪参展，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三亚水务系统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

整治卫生死角 减少蚊媒孳生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营造健康卫生环境营造健康卫生环境

近日，三亚消防救援支队组成党员先锋服务队，深入羊栏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期间，支队党员先锋服务队和社区居委会党员骨干、志愿者分成两组清理社区街道卫生，将生活垃圾、
干枝枯叶分类处理，并对卫生死角进行地毯式清扫，以实际行动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本报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莫文彬 摄影报道

创文巩卫 全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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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网红”大咖“大掌柜夫妇”打
卡西岛。

图二：“网红”“邓小七”在三亚当
“海女”。

图三：“网红”“铁蛋儿 tyler”在市场
和三亚老板娘砍价。

（均为抖音视频截图）

消博会首批暂时进境展品运抵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