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 日，三亚鹿回头风景区免费开放首日，接待游客量由淡季的 600 人次突破 2000 人次，景区摆脱门票依赖，探索转型的一次
突围让旅游市场迎来一波小热潮，这是三亚消费市场正在加速复苏、消费潜力逐步释放的一个缩影。

上海至三亚热门航线登上微博热搜，外地游客纷至沓来；毕业游叠加暑期游，三亚部分高奢酒店“一房难求”，“暑期档”带动旅
游市场攀升……把握旅游市场新形势新契机，三亚正在求新求变谋复苏。

7 月 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以普通游客身份，体验式调研暑期旅游市场和夜间经济，为全市旅游市场回暖复苏提质增
效再次“把脉”，展现出三亚对于旅游业复苏的重视和渴求，更彰显出三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将旅游市场复苏推向高潮，提振
消费经济的信心和决心。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纾困政策频出，创新业态亮眼，为三亚旅游市场复苏注入“强心针”。

政策调整、促销升级，免税购物热度攀升，景区景点人气高涨，部分高奢酒店满房——

三亚：多措并举刺激消费 旅游“暑期档”蓄力待发
本报记者 李少云

免税购物表现亮眼
促销折扣丰富多彩

6月 29日下午，全国行程卡“摘
星”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引爆了旅游
市场，也进一步点燃了游客出游三
亚的热情。位于市区的三亚海旅免
税城迅速回暖。“6 月来，进店人数
稳中有升，环比增长 30%左右，我
们对暑期旅游市场充满信心。”海
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
总监贺翠萍说，即使是近两日台风
天，店内的客流量也并未下降。目
前三亚海旅免税城的客流已恢复到
去年同期，但整体销售额对比去年
同期实现了大幅增长。

位于海棠湾的三亚国际免税城
近期热闹场景也在加速恢复，古
驰、卡地亚、雅诗兰黛等不少知名
品牌店的入口处、收银处都排起了
长队。据三亚海关披露的数据显
示，在刚刚过去的“618”促销热潮
中三亚离岛免税表现亮眼，4 家离

岛免税店 6 月 18 日当天免税品销
售总额突破 1.2 亿元。此外，2022
年 7月 1日是海南离岛免税新政落
地两周年，统计显示，两年来三亚
离岛免税销售金额 666 亿元，购物
旅客人数超730万人次。

景区新业态“共舞”
客流量攀升明显

除了免税购物之外，海南对进
出岛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毕业游、研学游、避暑游等多重因
素的叠加，近期三亚各景区迎来大
量游客。旅游产品、旅游新业态迭
出，不断推动暑期旅游热度持续攀
升。

7月 1日，三亚鹿回头风景区正
式开启“免费入园”的新篇章，实现
还景于民、还绿于民，当天一早大
批赶来“尝鲜”的游客涌入景区。

鹿回头风景区相关负责人张自
敏介绍：“前几个月受疫情影响，景

区日均接待游客量只有600人次左
右，但是免费开放当天接待游客量
就突破了2000人次，客流量攀升明
显。”

三亚旅文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郑聪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目前该集团旗下几个景区的游客接
待量同比已恢复到7成左右。

热闹的景区还有不少。记者了
解到，在为期20多天的第二届三亚
南山非遗节期间，三亚南山文化旅
游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
动，让“非遗”新业态“催热”三亚景区
游。据介绍，活动期间，南山景区接
待游客超10万人次。

此外，以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
公园、三亚千古情景区为首的演艺
秀场，也在近期陆续复演，备受游
客追捧。

据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相
关负责人李嘉娴介绍，6 月 30 日
晚，三亚大型椰海实景演出·红色
娘子军第五季复演上座率爆满。

“2350 个座位按照坐一隔一的要
求，现场上千个座位全满。”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疫情防控
形势逐步向好，国内旅游需求有望
在今年暑期得到修复，而三亚作为
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得益于此前推
出的多项优惠促销活动，各景区有
望在暑期延续热势。

机票酒店“量价齐升”
网红酒店“一房难求”

近段时间，上海至三亚的航线
成为热门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
搜。

目前，多家航空公司执飞的上
海至三亚航线的经济舱票价均无折
扣，且出票迅速。近段时间多家航
空公司更是动作频频，更换载客量
更大的机型，以此不断加大运力满
足三亚的市场需求。

据媒体报道，6 月 26 日，东航、
上航、吉祥和南航上海至三亚航线

共执飞了5个航班，上航采用A330
大机型，吉祥的 HO1177 采用的是
波音 787-9 大机型，其余三个航班
为中机型。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
6 月 1 日到 27 日，上海飞三亚的航
空公司从 2家增加到 11家，宽体机
在6月24日之前没有一架，在24日

当天变为一半为宽体机执飞，客座
率在24日当天也超过了91%。

航空方面数据也给出了印证，6
月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进港旅客39.4
万人次，环比增幅134.48%，累计完
成客运航班起降6728架次，旅客吞
吐量 79.1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同样
超5月。

除了机票，三亚的酒店预订也
迎来旺季，价格持续上涨。在海棠
湾，有不少高级酒店已经挂上了

“今日满房”的提示。以三亚·亚特
兰蒂斯为例，6月 29 日便已挂出满
房消息。到了 7 月之后，基础房型
不含早每晚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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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
抱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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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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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小学

8

5

53

42

一级,优

一级,优

新华社香港7月3日电（记者 韦
骅）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

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的中英文版，3日在香港发

行。

记者当日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

商务印书馆看到，《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陈列于书店橱窗内；在一

楼的“店长推荐”一栏，该书也被摆放

在了中间的醒目位置。

走上书店二楼的人文馆，《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书籍被整齐地码

放于书架之上，除了新出版的第四

卷，此前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卷同样在列。此外，还有《之江新语》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等书籍供读

者选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

卷出版以来，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

激发人民奋斗实践、展示中国良好形

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日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致辞、

指示、贺信等 109 篇，分为 21 个专

题。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辑时作了

必要注释。该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

记2020年 1月以来的图片45幅。

据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李效华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中英文版分为平装版和精装

版，选择位于铜锣湾、中环和油麻地

的三家书店首发，随后会在香港的各

大书店推广、销售。即将举行的香港

书展也会对该书进行重点推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香港发行

2022中国种子大会
暨南繁硅谷论坛
7月底在三亚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7 月 3日，记者了解
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22 年 3
月 19日至22日举办的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调整至2022年 7月 27日至 31日在
三亚举办。

此次论坛主题为“中国种业振兴·南繁硅谷
崛起”，论坛期间将举办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论坛、种业技术创新论坛、企业家论坛、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水稻产业链发展论
坛、种业园区和基地发展论坛、海南自由贸易
港种业发展（国际合作）论坛、南繁发展论坛、
全国畜禽种业创新发展论坛等多场分论坛。论
坛云集国内外专家学者，聚焦核心关切，共商

“南繁硅谷”面临的挑战和未来。期间，国内外
种业界和与种业相关的人士将参观崖州湾分子
检测实验室，还将同时举办参观活动和室内成
果、技术、产品展览展示。

据了解，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必须下决心
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和一定要建成“南繁硅谷”
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
案》《国家南繁硅谷建设规划》和新修改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围绕“中国种业振兴·
南繁硅谷崛起”主题，设置高端论坛，搭建合作
平台，开启交流窗口，展示最新成果，汇聚各方
优势，为中国种业振兴和“南繁硅谷”崛起贡献
力量。

7月3日上午，三亚大东海珠江花园酒店工地，工人正在安装被大风吹倒的围挡。
随着“暹芭”对三亚的影响结束，三亚迎来晴好天气，各行各业正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此外，琼州海峡客滚船、海南环岛高铁也于7月3日恢复开行。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相关报道详见2版

自今年 7 月 1 日免费开放以来，三亚鹿回头风景区成为广大市民游客的“新宠”。
7 月 3 日，鹿回头“鹿游”星空生活节启动，趣浪市集、荧光登山、星空影院等丰富活动，

为这个老牌景区注入了新活力。图为在趣浪市集上，时尚摊主用汽车后备箱打造精美展
位。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雨过天晴 生产恢复 免费开放 焕发活力

三亚多部门开展“创文”联合整治

电动车门前乱停放
店主“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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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农业科研机构
入驻崖州湾南繁科技城

助力“南繁硅谷”建设

2版

本报讯（记者 王昊）7 月 3 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以普通
游客身份，深入我市部分景区、免
税店、夜市等地，体验式调研暑期
旅游市场及夜间经济，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
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
求，积极抢抓暑期旅游旺季，促消
费、强信心、稳增长，加快推进旅游

市场复苏。
周红波一行先后来到三亚千古

情景区、三亚海旅免税城、鹿回头
风景区、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等
地，详细了解景区旅游市场经营、
旅游市场环境保护措施、离岛免税
购物便利化和丰富性工作以及夜间
经济等情况，并对相关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周红波指出，今年暑期是加快

推进三亚旅游消费市场复苏的关键
时期，要进一步优化旅游产品和服
务，加大推广力度，积极拓展市场，
持续吸引游客、凝聚人气。突出本
地特色，挖掘本土文化，加强创意
设计，推出三亚特色文创旅游产
品；做大做强景区旅游经济，积极
探索多元化经营模式，促进景区新
业态不断涌现；充分发挥离岛免税
购物政策优势，加大品牌引进力

度，丰富商品种类，拓展销售渠道，
强化促销力度，不断放大政策带动
效应；规划建设好文旅产业项目，
着力做大文旅产业“蛋糕”，以高质
量的文旅产业推动旅游高质量发
展；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安全至上，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紧抓
安全生产、紧盯旅游市场管理不放
松，努力提供更加优质服务，提高
广大市民游客的满意度、美誉度。

当晚，周红波来到亿恒主题夜
市，听取了夜市市场经营情况汇
报，与商户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经
营情况，并带头自费体验夜间消
费，为三亚夜间经济鼓劲打气、提
振消费信心。他强调，要积极发展
具有烟火气息的夜间经济，培育新
消费增长点，助力旅游消费市场加
快复苏。

周春华、严连勇参加调研。

周红波调研暑期旅游市场及夜间经济时强调

促消费强信心稳增长
推进旅游消费市场加快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