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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文明旅游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您好，
进入园区请走这边，可以提前打开

‘健康码’，节省时间。”4月 24日，三
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工作人员装扮
成“海洋人偶”为游客提供文明引
导，呆萌可爱的形象吸引不少客人
上前拍照留影。不远处的小广场
上，景区工作人员正在表演“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主题舞蹈，向来往的行
人传播文明旅游理念。

据了解，近年来，蜈支洲岛旅游
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南山
文化旅游区、天涯海角游览区等景
区通过形式多样的方式宣传文明旅
游，在全市营造了良好的文明旅游
氛围。

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随
处可见各种文明旅游宣传海报。景
区在原有标识系统的基础上，在人
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置了 50多块遵德
守礼指示牌，以爱护公共环境和遵
守社会秩序为主要内容，营造了良
好的文明旅游氛围。景区还通过文

明旅游广播、文明旅游讲解等形式，
做好文明旅游引导工作。

南山文化旅游区通过开展文明
旅游引导活动，及时提醒和制止各
类不文明行为，把景区塑造成城市
文明新形象，携手共建美丽文明新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还结合景区
特点，有序开展文明志愿服务工作，
规范工作人员服务标准，在监督和
纠正各类不文明行为的前提下，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文明旅游行动，全
面推进了旅游景区服务质量的提
升。

天涯海角游览区强化文明旅游
工作措施，依托广播、LED、网站、展
架等宣传平台，广泛开展关爱残疾
人、文明引导、文化主题活动等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引导游客文明出
游活动。景区还通过开展“好人榜”
推荐工作，发挥榜样作用，带动文明
旅游不断走向深入；大力开展“无烟
景区”活动，为游客创造文明、健康、
和谐的旅游环境。

“文明因子”深植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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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临近
“五一”假期，“你抢到票了吗”“哪
里人少景美”“行程怎么安排”等话
题引起热议。继清明节后，国人的
出游热情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得
到再次释放，旅游、返乡探亲等需
求旺盛。“今年游客的出游热情与
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内长途游
小团定制比例提升；周边游产品中，

“酒+景”“酒+X”的组合更受青
睐。优质酒店套餐产品已成为影响
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
驴妈妈旅游网CEO邹庆龄介绍。

三亚位居长线游旅游
目的地首位

记者从驴妈妈平台了解到，截
至目前，国内长线游预订人气最为
火爆，山水、海岛、红色等主题游颇
受青睐。三亚位居长线游旅游目的
地首位，其次为成都、北京、上海、桂
林、广州、西安、武汉、长沙、厦门等
城市。从体验内容来看，名山大川、
名胜古迹、水乡古镇、乡村民宿、滨
海度假都是重要体验内容。

4月 24日，记者从网上搜索浏
览到，受“五一”假期来岛旅游客流
影响，4月 28日～5月 1日，海南将
迎来集中进港高峰，进港客座率近
80%。预计在 5月 5日假期的最后
一天，海南将迎来旅客的出港高
峰，南航平均出港订座率已经高达
76%，预计当天三亚-广州、三亚-
深圳、三亚-北京、三亚-上海、海
口-深圳航线将出现机票特别紧张
的情况。

据携程方面数据显示，5 月 1
日～5 月 5 日，三亚作为热门旅游
目的地可谓热度空前，进港航班搜
索量提升 1000%。从预订情况来
看，目前“五一”多地部分航班经济
舱已售罄，只剩公务舱。机票订单
量增长 23%，经济舱平均票价为
1021元，超过2019年同期均价。

同样的紧俏现象也出现在火

车票预订。来自同程旅行平台火
车票大数据预定显示，“五一”假期
前一天（4 月 30 日）的火车票大部分
线路的车票出现了放票即“秒光”的
情况。同程旅行平台 4 月 30 日火
车票的查询量在放票开始前后较4
月份普通工作日暴增了 56倍，“五
一”假期期间（5 月 1 日至 5 日）热门
方向车票的查询量也快速上升，整
体搜索热度是清明节的9倍。

三亚高星级度假酒店
预订火热

今 年“ 五 一 ”的 另 一 个 亮 点
——“酒店旅游”，继续引领着出行
新风尚。

继清明节“酒店旅游”热潮后，
三亚“五一”酒店的预订形势更加
喜人。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三
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天域度
假酒店位列今年全国“五一”人气
酒店前十名。

亚龙湾五号度假别墅酒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4 月 30 日开
始，酒店的预订率已达到 87%以
上，5月1日、2日，酒店的预订率都

在90%以上，“不光有岛外游客，还
有不少岛内的居民，到了 5日之后
就相对少一些了。”

同时，为迎合市民游客的旅游
需求，三亚不少景区也推出了特色
活动。由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主办
的三亚《和平精英》2周年庆起飞狂
欢节，将于 5 月 1 日～5 月 3 日，在
三亚海棠湾与大众见面。

“五一”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三亚位居长线游旅游目的地首位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 五
一”出行序幕已经火热开启。按
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 15 天的
规定，“五一”假期火车票已经放
票，记者获悉，从三亚进出岛的火
车票十分紧俏，大多车次已无余
票。

4 月 25 日，记者查询 12306 官
网发现，“五一”未至，自三亚出岛
的火车票已经很紧俏，5 月 1 日至
5 日 ，三 亚 至 广 州 方 向 ，无 论 软
卧、硬卧、硬座软座均无余票，甚
至连无座票也已售罄。仅有 5 月

2 日和 3 日两天的硬座票还有少
量余票。三亚至长沙的火车票已
经售罄，至北京的火车票还有部
分余票。另外，进岛车票也变得
紧张，“五一”期间广州至海口、三
亚的车票基本售罄，仅有 5 月 2 日
一天稍有余票。

记者注意到，12306 官网特别
提醒，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
防控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
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铁路车票
预售期调整为 15 天。自 2021 年
1 月 14 日起，旅客因行程改变需

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
由原规定的开车前 15 天以上同
比例调整为开车前 8 天（含当日）
以上；7 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
小时以上、48~24 小时、24 小时以
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

另外，为缓解重大节假日海
南出岛车辆积压问题，提高司机、
旅客过海效率，海口秀英港、新海
港、铁路南港于 4 月 27 日 12 时起
所有出岛客货车辆须提前预约购
票，凭票进港，未提前购票的车辆
一律不允许进港待渡。实行全预

约后，港口将不再设置现场购票
窗口，仅保留咨询服务点和老人
窗口。

有关部门提醒，有出岛需求
的驾驶员可通过“琼州海峡轮渡
管家”“新海港”“铁路轮渡”微信
公众号、椰城市民云及携程、同程
等第三方平台提前购票，为避免
港口和周边道路拥堵，请按预定
航班发班时间提前 2 小时抵达港
口。如有疑问可拨打秀英港、新
海港客服热线 9693666，铁路南港
客服热线 31686888 咨询。

“五一”进出岛火车票紧俏

“‘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
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
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
’。刚写完最后一字，曹渊就不幸头
部中弹。‘渊’字最后一笔，拖了有三
四寸长。”

广东肇庆，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纪念馆，声情并茂的讲解，把参观者
的思绪带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曹渊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
也是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 24 岁。
那是 1926 年 9 月，叶挺独立团兵临
武昌城下。经过一夜奋战，终因寡
不敌众，登上城墙的第一营将士牺
牲殆尽。这是叶挺独立团战斗精神
的一个写照，虽过去已近百年，但依
然令听者动容。

1925 年，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
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任中共广
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
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等人决定建立一
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队
伍。当年 11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
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成立，共产党
员叶挺担任团长。翌年 1月，三十四
团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
团。

独立团设中共叶挺独立团支部，

下辖 6个党小组，归属中共广东区委
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
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排以上干
部任免、人员补充以及重大政治军
事活动等，都由独立团根据中共广
东区委的决定自行处理；团长叶挺
则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叶挺以
苏联红军的模式要求部队，并开展

“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三反”
运动，将建团初期的军阀习气一扫
而光。

1926 年 5月，叶挺独立团出师北
伐，短短半年时间内转战湘、鄂、赣
三省，行军数千里，屡建奇功。1927
年 1 月，受民众委托，武汉汉阳兵工
厂制作了一块高 1 米、宽 0.5 米的铁
盾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铁军”，赠
送给第四军。叶挺奉命代表第四军
接过了这块铁盾牌。

纪念馆里展示的照片上，“铁军”
二字遒劲有力。盾牌背面，还有这
样的字句：“烈士之血，主义之花。
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
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
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
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
铁，垂忆万年。”

“曹渊、许继慎、卢德铭……武昌
城下、湘江河畔、琼州海峡，到处都
埋有叶挺独立团英烈的忠骨。”讲解
员语气沉重，念出一个个烈士的名
字。

北伐战争结束后，叶挺独立团再
负起更光荣的使命。1927 年 8 月 1
日，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
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人民
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

（人民日报）

叶挺独立团：

用热血浇灌革命之花

31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送技术下村 为群众解忧

槟榔是海南颇具特色的热带经
济作物之一。近 20 年来，海南槟榔
产业呈现井喷式发展，已超越橡胶成
为海南省第一大经济作物，也是众多
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与往年相比，去年海南槟榔的收
购价格持续走高，槟榔鲜果地头收购
价曾达 25 元一斤，让不少农户鼓了
腰包。目前，三亚的槟榔主要分布在
育才生态区、崖州区和天涯区等区
域，以农户自家种植为主，去年全市
槟榔种植面积79342亩。

正值槟榔开花的关键期，如何做
好“保花”工作，确保今年的槟榔产
量，成为抱前村种植户最关心和担忧
的问题。三亚相关部门采取送技术
上门的办法，为种植户解愁。

抱前村驻村第一书记戴洲介绍，
抱前村槟榔种植面积约 8000 亩，受
黄化病影响，去年产量不高。林业部
门已投入 30万元用于槟榔病虫害防
治，鼓励农户精细化管好槟榔，增加
收入。4月 13日，三亚市林业科学研
究院、海南省农业科技 110海口市美
兰植保服务站等单位，更是在抱前村

委会举行槟榔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

为种植户送去“及时雨”。

“可通过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土

壤微生物种类等改善土壤团粒结

构。只有土壤孔隙度增加了，才能提

高保水保肥能力。”培训中，针对槟榔

病虫害比较严重区域，农技专家实地

“把脉”提出建议。

专家带来满满的“干货”，让不少

种植户有了信心。“希望按照专家的

做法，今年有个好收成。”种植户黄大
哥说，农技专家结合鲜活的案例，详
细讲解种植槟榔应该如何科学施肥、
日常管理、防治病害等，增加了他们
增产增收的信心。

专家支招 确保增产

槟榔产业是三亚农民的主要经
济收入，也是促使广大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产业。三亚相关部门围绕槟
榔产业大做文章。

连日来，三亚农业部门组织技术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农户传授技
术，解答疑惑，增强他们的致富信心。

“黄化病严重影响槟榔产量，影
响广大农民增收，因此，防治槟榔黄
化病对农民增产增收极为重要。”三
亚市热作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周文忠
介绍，槟榔黄化病产生主要有栽培管
理、病害和虫害三个方面所致，要结
合实际情况对症治疗。

“现在温度正高，也是槟榔开花
的时期，生长量很大，消耗掉大量的
养分，所以树干中的养分快速消耗，
需要及时补充氮和钾肥。”周文忠建
议，要重点加强槟榔病虫害防治，增
施肥料，做好抗旱栽培。同时，不要
施用草甘膦等除草剂，会对槟榔树
造成影响；可对严重管理不善的槟
榔园进行更新，尤其是产量低、树龄
高、病虫害严重的槟榔要砍掉重新
种植。此外，农户也可以通过发展
热作水果林下间种套养生产，促进
增产增收。

专家这么拼 只为那个“榔”
本报记者 张慧膑

眼下，槟榔进入开花关键时期，趁着好天气，天涯区抱前村村民麦伟能来到承包的 60 亩槟榔园里对槟榔树精
细管理。去年，槟榔价格飚至 20 多元一斤，让他腰包鼓了不少，干劲十足。“今年要好好管理，大干一场。”麦伟能
脸上笑意十足，心里却藏着一丝担忧——去年虽然有所收获，但因为受黄化病影响，槟榔产量与他预期的结果有
差距。“做好槟榔养护”是他今年的重要“课题”。

Sy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专家（右一）走进槟榔园为农户传授技术。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4 月 25 日，游客在蜈支洲岛旅
游区乘坐“大飞鱼”艇。随着“五
一”假期将至，三亚旅游热度不断
攀升，各大景区每日接待游客数量
持续上涨。本报记者 刘琪成 通讯
员 陈文欣 摄

4 月 25 日，游客在蜈支
洲岛景区体验“风洞”项目。
本报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陈
文欣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梁秋枫 王
俊）4 月 25 日，2021 年海南省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
员培训班在上海交通大学七宝校区
开班。来自海南全省多家新闻媒体、
互联网企业和党政新闻机构的近200
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互联网新闻媒体是思想舆论工作
的主阵地，从业人员要当好新闻信息
的传播者与“把关人”，既需要具备较
高的政治素养，又需要较强的专业知
识和专业技能。据了解，海南省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高度重视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培训工作，近三
年来已累计为全省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单位培训了 300多人，年平均合格
率在95%以上，培训效果良好。

海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海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副主任王英诚作培训动员时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于 1896 年，师资
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上
海自贸区自2013年 8月设立以来，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次培训，旨在
让学员有更多机会学习上海自贸区
的先进经验，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使命，齐心聚力为建设海南自贸
港提供更好智力支持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

据悉，此次培训集中安排 5 天时
间，由数名培训师资库专家和业内资
深人士参与授课，采取理论教学结合
现场教学的方式，围绕习近平新闻思
想、网络新闻采编业务、网络新闻的
国际传播等内容进行培训。本次培
训课程结束后，学员将进行统一考
试，考试合格者将获得互联网新闻信
息从业人员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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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管理从业人员培训班开班

当好“自贸港故事”传播者与“把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