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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5青年生物多样性科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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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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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m3） AQI 级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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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 4

37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4

41

鹿回头

38

----亚龙湾

317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9 日 16:00 至 10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5 42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 -- --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4

4

42

30

一级,优

一级,优

关注三亚关注三亚““暑期游暑期游””

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7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
塔雷拉分别向“意大利之源——古罗
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意大利是东
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这次“古罗马
文明展”将以多姿多彩的珍贵文物展
示意大利文化的深厚底蕴。希望“中
国意大利文化和旅游年”以此为契
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

连相通，为中意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
活力。

习近平强调，相互尊重、和衷共
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
道路。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
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
明优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塔雷拉在贺信中表示，文化合

作是意中友谊重要组成部分。在新
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意大利在中国举
办“古罗马文明展”和系列意中文旅
年活动，充分证明两国关系根基深
厚。当前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唯
有团结合作才能寻求公平持久的解
决方案。相信意中将不断深化双边
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
展”当日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分别向“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开幕式致贺信

烟火气：夜市新标杆

传统的夜市，小型商户过多、
基础配套设施不足、功能分区不
科学、特色不鲜明，场内占道、出
摊经营问题突出，食品、消防安全
隐患多，因噪音、油烟扰民造成的
投诉时有发生。亿恒夜市，打破
了原有的局限，更好满足了消费
者的需求，助推三亚“不夜城”的
繁荣。

每当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
亿恒夜市便迎来众多消费者，逛
街、购物、品尝美食……一派繁华
热闹景象。

7 月 9 日 20 时，亿恒夜市，霓
虹璀璨，人来人往，空气里弥漫着
美食的香味。

夜市入口处，市民游客戴着
口罩，提前打开手机，出示绿色
健康码，扫描夜市地点码；身着
保安服装的执勤人员，忙着给市
民游客测温。

行走在夜市里，清补凉、海南
粉、抱罗粉、后安粉、陵水酸粉、糟
粕醋、热带水果……各种特色美
食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口舌生
津。

在亿恒夜市，夜晚“逛吃”的
人群一拨接着一拨。一张人流热
力图显示这里已然成为三亚的

“热宠”：目前，日均客流量 5000
余人次，车流量每日 1500 辆次，
旺季达 3000 辆次，营业时间延长
至凌晨3点。

随着亿恒夜市的火热，市场
管理面临着新考题。如何练好市
场管理的“绣花功”，亿恒夜市在

“放”与“管”之间找到了平衡。
“以前我一直流动经营，每天

起早贪黑一个月最多只能赚3000
元，现在收入翻了一番，最重要的
是能够合法经营了，感到很安
心。”摊主叶女士说，亿恒夜市的
流动摊位主要用于解决困难群众
就业创业问题，让困难群众切实
感受到三亚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
帮助。

“我们在加强食品安全、质量
监管等工作上下功夫，确保商家
进得来、运营得好，让广大市民游
客买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
心。”亿恒购物中心副总经理郑炜

航说，夜市统一设置排水排污系
统，统一装配消防配套设施，统一
安装油烟净化设备，统一配备专
业餐具清洗设备；建立食材、菜
品、商品、价格、卫生的日常检查
监督机制，每日抽查商家食材新
鲜度，定期要求清理排烟机、下水
道卫生；每周安排专业消杀公司
除“四害”，所有餐厨垃圾交由取
得服务许可证的餐厨垃圾收运服
务公司收运。

“我们将把夜市打造得更加
丰富多彩，满足游客多元消费需

求。”郑炜航说，亿恒夜市努力优
化经营环境，为经营主体“掌灯引
路”，打造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消费
环境。

时尚范：潮玩聚集地

如何挖掘新兴消费形式，提
升消费品质，让夜经济既火爆又
健康，是亿恒夜市一直思考的问
题。

除了地方美食、衣帽服饰等
传统夜市商品，一排排创意十足

的“年轻摊位”尤为引人注目，不
仅吸引抖音千万粉丝大 V“大掌
柜夫妇”前来打卡，还引发各大媒
体争相报道。

“火龙果很好吃，赶紧下单
吧”“我们家的衣服都是潮牌最
新款”……行走在亿恒夜市，直
播卖服装、食物的声音不绝于
耳。随着夜经济的持续兴旺，
亿恒夜市的摊主们开始直播带
货。

“以前觉得做直播有一定的
技术要求，门槛较高。现在通过
抖音平台，摊主打开手机就能推
介自己的产品，实现营销推广和
直播卖货。”郑炜航说，抖音直播
增强了摊主的信心，让摊主们实
现“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满
足市民游客对夜间消费的升级需
求。

在抖音平台上，曾在亿恒夜
市摆摊的一位卖鸡爪的小伙成了
网红，让不少摊主对抖音产生了
浓厚兴趣。亿恒夜市迎合大众需
求组建抖音普教班组，编辑制作
抖音拍摄及直播操作流程，制定
详尽的培训教程，通过现场手把
手实操指导，帮助摊主们掌握“线
上+线下”销售模式，打造更多

“网红摊主”。
亿恒夜市管理团队更是适时

设立了夜间经济服务中心，将便
民利民服务前移至消费一线，努
力扮演好“夜间管家”角色，着眼
于市民、游客多样化需要，做好贴
心服务，如提供便利的停车、信息
咨询服务，在消费区域周边适当
增加临时停车点，引导车辆有序
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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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点亮夜经济 升腾“烟火气”
本报记者 杨洋

天涯·亿恒主题夜市（以下简称亿恒夜市）有 60 多家美食店铺、300 多家集市摊位、数百种各地风味小吃、近 30 种热带特色水
果，日均客流量 5000 余人次，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 3 点……好吃，好玩，有烟火气，也有文艺范儿。亿恒夜市不仅带来更多彩的
夜间生活体验，形成令人惊艳的夜间经济新发力点，也使三亚的内在活力和蓬勃生气在这日益复苏繁荣的“夜经济”中释放。

7 月 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以普通游客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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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恒夜市正在结合自身特色资源，培育夜间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活动，提升城市活力，为三亚市民游客提供“最三
亚”的夜间“烟火气”。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7月 9日
上午，南海佛学院2022年本科生毕
业典礼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苗延红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
席刘登山出席。

会议指出，五年来，南海佛学院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我国宗教中
国化方向，以传承佛学文化、培养爱
国爱教的新时代佛教人才为己任，
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较
有影响力的复合型佛学院，在推动
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促进国与国
民心相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会议要求，南海佛学院要继续
认真落实好党的宗教方针政策，走
好中国特色宗教院校办学道路，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切实提高办学水平，不断深化国际
交流，打造对外交流品牌，促进国
家间民心相通，传递中国好声音，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更为有利的
国际环境。南海佛学院毕业生要始
终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对伟大祖
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
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
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南海佛学院自 2017 年办学以
来，已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共241人，
其中首届毕业生92人，本届毕业生
149 人。苗延红、刘登山等领导为
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

康拜英、林胜、刘耿、王利生、潘
国华等参加活动。

南海佛学院举行2022年毕业典礼
苗延红致辞 刘登山出席

本报讯（记 者 林 林）7 月 1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希前往三
亚火车站、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等地
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时
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紧盯重点
关键和风险隐患，坚决筑牢外防输
入严密防线。

在三亚火车站、三亚凤凰国际
机场，陈希先后来到出站口、核酸
采样点等地，重点查看场站测温扫

码、筛查检测等防控流程，详细了
解客运和航班流量等情况，认真询
问每道环节、每个细节，提出可能
存在的风险隐患。并看望慰问高
温天气中坚守疫情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嘱咐大家要做好个人防
护，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陈希强调，当前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我市疫情输入风险加

大，全市上下要保持清醒认识，及
时完善防控措施，做好应对准备，
严 把 重 点 关 口 ，守 好 第 一 道 防
线。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检查
通道、强化人员疏导和医护人员
力量配备，备足备齐各类防疫应
急物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形成
高效有序的防控体系。要做好防
疫值守人员餐食、物资、轮休等工
作安排，给予医护人员更多关心

关爱，用心用情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

随后，陈希来到方舱医院，实
地查看病房、“三区两通道”等功能
布局设置，仔细询问进驻医疗力量
配备、设施配套及后勤保障准备等
情况。他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服
务保障，不断加强软硬件建设，完
善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配套，合
理布局功能分区，严格执行医疗救

治和院感防控操作规程，做好消
杀、通风、污废处理等工作，切实提
升疫情防控和应急救治能力。要
强化责任担当，认真研判方舱医院
投入使用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保障
隐患等相关问题，提前制定应急预
案，及时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
患。

潘国华、严连勇、季端荣参加
调研。

陈希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紧盯风险隐患精准防控 全面筑牢外防输入严密防线

最高立减1000元

三亚第二季消费券
今起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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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消博会
已制证近5万张

本月中旬基本完成发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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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区推进智能充电桩
进校园

已完成20所学校的充电桩安装工作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记者从三亚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目前正开展国道
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程一期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
着该项目启动建设进入倒计时。

据悉，国道 G225 塔岭至海角段改扩建工
程一期项目起点位于环岛高速南山互通连接
线与国道 G225 交叉口处，南山“四个一”交通
配套工程项目终点处，天涯海角风景区规划区
西侧界为项目终点。

该项目全长约 10.22 公里，采用沥青混凝
土路面，按设计速度 60km/h 的双向四车道一
级公路标准进行改扩建，一般路段路基宽 40
米，原天涯镇镇区路段路基宽 30米；全线共设
置中桥梁 90m/2 座，涵洞 10道；配套建设管线
工程。项目投资约 7.2 亿元，资金来源全部为
政府投资。

该项目以塔岭村为起点，沿国道G225往三
亚方向，途经红塘村、布甫村、黑土村、天涯海
角景区等区域，涉及沿线的居民、企业、当地村
委会等，以上可能受该项目建设实施影响区域
内的居民和单位可及时反馈意见。

国道G225
塔岭至海角段将改扩建

在天涯·亿恒主题夜市，商家推出特色美食招揽顾客。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