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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NEWS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7 月 22
日，记者从东方市委宣传部获悉，
东方市即将启动 12-17 岁人群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同时，对18岁以
上未接种人群查缺补种。

记者了解到，东方将针对未成
年人群特点，接种时需由学校工作
人员或者监护人陪同，并提供由监
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请各位
监护人积极主动配合，接种工作人
员将尽快通过学校安排进行接种
工作，各乡镇、华侨经济区、社区发
动非在校生的接种工作。

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
疫情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措施。东

方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呼吁大家：接种新冠疫
苗，人人有责，让我们携起手来,为
全面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建设幸福
美好家园,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
务,贡献自己的一份宝贵力量。

据悉，按照国家、省对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的统一部署，东方市从去
年12月份起，启动了对高暴露风险
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今年 3
月开始，重点开展对18岁以上目标
人群接种。截至7月 19日，东方市
共完成接种 624548 剂次，319116
人接种，其中接种第一针 319116
人，接种第二针305432人。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吉
薇）7月是红毛丹成熟季节，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各大红毛丹种植园里一派
丰收忙碌景象，小小红毛丹搭上“网络
快车”远销全国各地，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

进入7月以来，保亭什鹿岭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红毛丹种植园里，沉
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吸引了不少销售商纷纷进园采购，抢

“鲜”发货。
红毛丹在每年的 6-8 月为果实成

熟采摘季节，在这段时间，三道镇电商
中心会组织人员，深入各大红毛丹种
植园，采摘红毛丹鲜果，为合作电商平
台提供优质的供货渠道。

据三道镇电商中心负责人介绍，
红毛丹从采摘到消费者手中，最多 3

天时间，保证了产品的品质、新鲜度和
安全性，受到国内消费者的青睐。从7
月上旬每日发货量100至 200件，到目
前的日均 300多件。随着红毛丹的大
量上市，电商平台的发货量将逐渐增
多。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现在正在
抓紧时间赶工，争取月底竣工。”7 月
21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那小
学桥项目施工现场，一辆挖掘机正在
引道上来回作业压实路基，施工人员
在进行桥梁钢筋绑扎，项目建设有序
推进。据悉，保亭新政镇什那小学桥

项目自今年 4 月中旬动工建设以来，
施工方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
工期、赶进度，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目
前已完成工程量的 80%，预计 7 月底
完工。

据介绍，什那小学桥项目投资545
万元，桥长42.04米，宽 8.5 米，高 5米，

同时修建三条引道分别连接什那小
学、什那村委会和什组村小组出入道
路，提升了河水排水功能，满足群众出
行需求。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项目桥梁
主体已完成铺设，接下来进行路基和
挡土墙建设，预计 7 月底完工。据了

解，该项目是保亭 2021年农村公路危
旧桥梁改造项目其中一项。保亭2021
年农村公路危旧桥梁改造项目还有什
玲镇八村中心小学桥，保城镇温泉桥、
南丰桥，毛感乡南好桥、毛感小桥桥梁
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 4871 万元，计
划明年6月左右全部完工。

■保亭 红毛丹搭上“网络快车”远销全国各地

新政镇什那小学桥项目预计本月完工

即将启动12-17岁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7 月 20 日下午，在三亚国际免
税城，购物人潮涌动，不少热门品牌
柜台前排起了长龙。江苏游客廖磊
为家人买了包、衣服、化妆品，共花
费 3 万元。“非常喜欢三亚，尤其是
三亚的气候和越来越国际化的度假
购物体验，众多国际品牌的商品免
税之后价格比国内柜台低很多，简
直就是个‘购物天堂’。”

如今，三亚丰富的旅游产品激
发了游客的购物热情，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他们纷纷
以购物为主要旅游目的，边旅游边
购物边体验，呈现出一幅三亚旅游
新图鉴。

免税购物不二选择

“买了眼霜、口红、鞋子，对于消
费者来说，价格是免税品的最大优
势，当免税购物额度从 3 万元提升
到 10万元之后，很多游客都放开了
手脚。”来自四川的游客阚敏说。

“新政实施之后，品牌陆续增
多，目前有 650多个品牌，我们通过
一对一接待、电商平台等多种途径
来帮助客人更快购买。”中免集团三
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
琳表示，将根据不同的节日推出活
动，比如七夕、“五一”等，接下来每
个月还会陆续推出品牌优惠活动。

今年是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
十周年。自 2011 年 4 月 20 日国内
首家离岛免税店落地三亚以来，免
税额度经历了 5次上调。免税购物
限额由最初的 5000 元提升至 10 万
元，购物种类从 18 种增加到 45 种。
10 年来（2011 年 至 2021 年 第 一 季
度），三亚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
金额达 730 亿元，占全省离岛免税
销售额77%。

2021 年，三亚免税店再迎来新
格局。三亚海旅免税城、中服三亚
国际免税购物公园、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免税店与三亚国际免税城构成
了“四店争鸣”新格局。市场主体多
元化，为三亚免税经济注入新活
力。今年第一季度，三亚海关监管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104 亿元，同
比增长3.9倍。

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八成游
客表示将去免税店购物，免税购物
已经成为一些游客来三亚的不二选
择。

文创产品富有内涵

旅游商品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文
化符号，将创意与本地文化特产结
合，打造更为丰富的展现城市精神
与内涵、激发城市魅力、传递城市新
活力的好产品，这是旅游商品的文
化灵魂。

7 月 18 日下午，在天涯海角游
览区，一栋简单而又不失大气的小
楼房里不时飘出香甜的巧克力味
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购买。2019
年，三亚鹿先生巧克力有限公司与
日本北海道共同开发生产海角之恋
城市礼物的白巧克力夹心饼干，将
海南本地椰子和白巧克力融合，再
在设计和取名上融合本地特点，取
名为海角之恋，寓意为走遍天涯海
角，永远相爱的恋人必须要送给对
方的产品，目前成为三亚炙手可热

的伴手礼之一，促进了旅游产品高
质量发展。

三亚鹿先生巧克力有限公司负
责人许伟介绍，海角之恋是三亚的
文创产品，也是一份与“爱”有关的
城市礼物。人，为爱而生，因爱而柔
情，希望通过这样一份礼物，向所有
爱的人、值得的人去传递爱、分享
爱、表达爱。

龙江手工创艺小镇位于海棠湾
龙江片区，是一个集旅游、购物、文
化体验为一体的特色手工创艺小
镇。小镇拥有大量的海南老船、海
捞收藏品、奇珍异宝、特色文化工艺
品、名家字画、黎锦黎陶等。“这里有
充满海南民族特色的黎族文创产
品，还有如梦如幻的工坊，工匠们现
场制作，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神奇魅力，诠释了黎家儿女在
海边的诗情画意。”在龙江手工创艺
小镇，来自青岛的游客李明省表示，
三亚海棠湾手工创艺产业基地景泰
蓝手工坊让他深刻感受一把“诗和
远方”。

三亚东晟旅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黄应飞表示，龙江手
工创艺小镇是海南乃至中国第一个
以海南珍稀文化手工艺术为主线，
融合展览收藏、休闲互动旅游和文
化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复合型主题原
创性艺术手工博览馆风情小镇。

本土特产价格亲民

“旺豪超市建立了直采基地，由
专业采购团队深入田间地头，从水
果原产地直采，及时推出应季果
品，既保证了果品的品质，又保证
了价格的亲民。”海南旺豪实业有
限公司国购分公司企划经理宋亚
璞说，旺豪超市开创性地将生猛海
鲜市场搬进超市卖场，每个主力店
都打造了生猛海鲜区。游客可以
平价购买各种鲜活海鲜，依托大卖
场企业背书，检疫检测更专业、价
格更透明、计量打秤更加规范化，
游客买得更放心。

宋亚璞告诉记者，旺豪超市创

立自有餐饮品牌“旺豪海鲜餐厅”，
给游客提供从买海鲜到专业加工、
即买即吃的一站式服务。旺豪的卖
场环境不断升级，一流的购物环境
与服务给广大游客留下很好的印
象，为三亚“旅游+购物”这张靓丽
名片添彩。

在解放路步行街、三亚风情街
记者看到，前来购物的游客络绎不
绝，熙熙攘攘的购物街里，人声鼎

沸，好不热闹，大家都带着高涨和喜
悦的心情满载而归。

在解放路步行街旅游工艺品珠
宝一条街，有黄花梨木制品、珍珠饰
品、玉石、檀木制品等，价格从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购买的游客众
多。在第一农贸市场的一家工艺品
店，一名女售货员对记者说，她们店
营业到23时 30分，晚上的生意比白
天好很多。

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来“购购购”

三亚快步迈向“购物天堂”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黎良图 李莹

游客在三亚国际购物中心旺豪超市购买海南特产。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三亚国际免税城里人流如织。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化妆品。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y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高正伟）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天
涯分局近日根据市林业局在开展

“清风行动”中移送的违法线索，对
天涯区区域内无证出售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一家水族馆立
案查处。

经查，涉案的水族馆存在未持
有合法来源证明出售非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因该行为违
反了有关规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天涯分局依法没收该馆在售的 65
只小虎皮鹦鹉、16只老虎皮鹦鹉、7

只玄凤鹦鹉、18只白文鸟等非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并处3550元罚
款。

记者了解到，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天涯分局从今年 3 月起集中力
量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检查农
贸市场、餐饮单位、花鸟店、周边
林场等场所，严防秘密性经营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违法行为。截至目
前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约 1500 人
（次），车辆约 300 台（次），在路边
截获群众私自贩卖的两只鳄鱼龟
并移交天涯区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记 者 胡 拥 军 通 讯
员 郝 欣）近日，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以下简称“三亚机场”）高标准
逐项推动落实民航局发布的“我
为群众办实事”任务清单，进一步
做实做细老年旅客服务工作，明
确老年旅客服务相关标准，在暑
运航班旺季保障期间，细化老年
旅客服务举措，完善老年旅客服
务功能。

三亚机场设置了老年旅客专用
值机柜台，给老年旅客提供优先办
理值机服务；工作人员身穿“红马
甲”在航站楼出发厅内“巡逻”，时
刻准备为老年旅客提供帮助和咨
询服务。

三亚机场还为老年旅客提供
“主动+预约”的一站式预约爱心办
理值机手续服务，老年旅客可提前
致电0898-88289691进行预约。

三亚机场助力老年旅客出行

服务常态化 举措暖人心

无证出售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三亚一家水族馆被查处

本报独家

关于“小草”的后续故事，本报还将持续关注，敬请读者期待。
如有爱心人士想为“小草”实现愿望，请致电记者：15248980777

本报讯（记 者 刘 琪 成 任 旭）
“哥哥姐姐，我今天被海口经济学
院录取了！”7月 22日下午，记者接
到了“小草”的报喜电话，并通过微
信发给记者一张截图，上面显示她
已被海口经济学院会计学专业录
取，数据更新时间为 22日 17 时 50
分。

“等得我心慌慌的。”在微信朋
友圈里“小草”写下这样一句话。
这几天，“小草”既期待又忐忑，“录
取”二字，是对她十余年寒窗苦读
的最佳奖励，给她吃下了一粒“定
心丸”。

记者来到三亚市社会福利院时
已是傍晚，与即将成为大学生的

“小草”见了一面。“海口也挺不错
的，没有出岛，离家也近。”“小草”

乐呵呵地对记者说。问及这个暑
假的打算，“小草”表示，她想去参
加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
作一点贡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录取通知书最快也要 8 月中
旬寄出。”海口经济学院招生办相
关负责人说。

“在网上看到很多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都挺精美的，很期待我的大
学录取通知书，觉得收到时会很有
仪式感。”“小草”说。

在“小草”以及很多成长成才
的福利院孩子身上，我们能看到
爱心如潮涌。社会各界的拳拳爱
心，都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光芒，
将 让 他 们 在 人 生 道 路 上 走 得 更
远。

本报独家报道《三亚
福利院这棵“小草”沐浴
阳光圆梦象牙塔》后续

“小草”再圆一梦
昨如愿被海口本科大学录取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22
日，2021 年海南省中招第一批（A
段）投档分数线公布。其中，海南
中学府城校区面向海口户籍招生
分数线为 803 分，面向三亚户籍
招生分数线为 812 分；美伦校区
面向海口户籍招生分数线为 701

分，面向三亚户籍招生分数线为
722 分。海南华侨中学面向三亚
户籍招生分数线为 768 分。

此外，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招生分数线为 767 分。国兴中学
少 数 民 族 生 招 生 分 数 线 为 710
分。

海南省中招第一批（A段）
投档分数线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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