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携程数据显示：“摘星”前后，订单增长11.6%，日均价格增长17%——

三亚日均租车订单量排名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李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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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实习
生 招晨 通讯员 张海哲）近日，
三亚交警持续查处三轮车违反
禁令、闯红灯、无证驾驶、非法营
运、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未
按规定道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以点带面开展辖区交通环境
综合整治。

整治期间，三亚交警根据辖
区三轮车实际情况和出行情况，
在辖区重点路段、路口，采取流
动巡逻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实行早中晚高峰期错时+延
时执法模式，加大对三轮车无牌
无证、非法营运、闯红灯、闯禁
区、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集中整治。

同时，三亚交警与相关职能部

门密切配合，对三轮车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当场查扣，并严格处
理，坚决做到“零容忍、严执法、顶
处罚”的高压态势，切实起到处罚
一起、教育一片的整治效果。

据悉，下一步,三亚交警将进
一步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持
续开展好三轮车交通秩序专项
整治行动,严格控制重点区域三
轮车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时，
交警路管员针对三轮车违规载
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现场劝导，让
驾乘人员从思想上受到教育，提
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全力消除
三轮车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事
故隐患。

三亚交警重拳整治三轮车交通违法

“首次在三亚尝试租车，免押金下
单，每天租金300多元，综合比较一家5
口人还是租车自驾游更经济方便。”7月
13日上午，来自重庆的游客韩先生一家
刚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就通过携
程下单与租车公司联系，20多分钟后便
拿到了预订的商务车，开启了自驾游之
旅。

随着暑期的到来，叠加 6月底通信
行程卡取消“星号”标记，三亚旅游市场
回暖增速明显，三亚租车市场也在 7月
迎来“报复性”增长。据携程提供的数据
显示，“摘星”前后，平台上三亚租车订
单 增 长 11.6% ，租 车 日 均 价 格 增 长
17%。目前，三亚日均订单排名全国第
一，平均租期超过4天。在租车订单中，
经济型、商务车的数量最大，跑车、豪华

型、舒适型增速也较为明显。雪佛兰科
沃兹、宝马2系、别克微蓝VELITE6、特
斯拉Model3、大众朗逸位列携程租车榜
单前五。

对三亚租车游“升温”感受最深的，
要数面对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租车公
司。“目前，我们每天的订单量在30单左
右，200多台几乎已经全部租出去了，现
在是一车难求，只接预约单，没法接临时
单。”主打经济车型的三亚捷安利达租赁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莹告诉记者，自
端午节假期以来，该公司租车业务逐渐
恢复正常，但真正开始“火爆”则是在 7
月10日后，目前租车市场已经进入旺季
阶段，租车单价也实现了翻倍上涨。以
热门的经济车型捷达为例，5月初仅需
二三十元，目前已经上涨到近百元，但是

相对于往年春节或者往年暑期来说，今
年暑期的租车性价比很高。

租个跑车旅游也是近年来三亚租车
游的一大亮点。“要敞篷，颜色要炫，车
身要酷。”三亚轩琪汽车租赁公司相关负
责人吕先生说，年轻客户对跑车的要求
有着鲜明的特点。他所在的公司聚焦

“小跑”市场。从2019年开始，公司跑车
订单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目前该公司暑
期的订单量也实现了大幅增长。“但是价
格不高，像野马、宝马4系等这些小跑车
大部分在600元/天左右，性价比极高。”

虽然租车市场已步入旅游旺季，然
而，在疫情反复等因素的作用下，暑期旅
游市场短期内承压，也不免让租车市场
主体感到焦虑。三亚汽车租赁行业协会
秘书长张崇德介绍，三亚实际经营的汽

车租赁公司有近300家，6月下旬行业整
体回暖明显，7月初的时候正赶上暑假
开始，租车游迎来高峰期。

对于接下来的暑期，租车市场仍保
持较为乐观态度。“目前租跑车游的大多
都是从省外直接落地三亚的游客，疫情
对三亚跑车市场影响不大。”吕先生表
示。

“这将是一个有挑战又有机会的暑
期。”在张崇德看来，一方面因国内旅游
消费升级，游客需要不一样的体验，而三
亚路况好，旅游资源相对集中，很多人愿
意尝试跑车、商务车自驾游等玩法，市场
需求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跨境游尚未开
放，许多游客只能在国内寻找更有特色
的玩法。到三亚住星级酒店、开敞篷跑
车、乘游艇出海，仍然是游客的优先选择。

游客驾车在太阳湾路游玩。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三亚
火车站站台雨棚柱及外露钢桁架防腐
大修工程完成验收宣布全面完工，改造
后的三亚站站台钢结构立柱及钢桁架
焕然一新，设备质量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三亚火车站是我国铁路网
络中最南端的高铁客站，其整体如同一
只翱翔的海鸥，其中坡屋顶优美的曲线
更是似海浪涌动，呼应了热带滨海旅游
城市三亚的城市特色和市民的热情奔
放。受海南岛高盐高湿气候影响，2010
年开通的三亚站经 12 年运营后，站台
钢结构立柱及桁架多发锈蚀及污损现
象，对设备运营维护、行车安全风险管
控带来了挑战。海南铁路有限公司立
足设备质量管控以及旅客服务质量提
升，对三亚站站台钢结构开展全面修缮
与亮化。

该项目于2月 28日正式开工，总投
资 346.34 万元。项目全工期共申请 99

个 天 窗 计 划 ，累 计 共 出 动 维 修 人 员
5000余人次，各类工器具114部。工程
主要工艺有立柱除锈、防火涂料铲除以
及锌烯防腐底漆、石墨烯环氧云铁中间
漆、辊涂钢结构防火涂料、石墨烯氟碳
面漆、石墨烯氟碳面辊涂等工作。项目
克服了 3 次汛期极端天气的影响和清
明、五一、端午节假日客运压力骤增的
困难，完成 56 根钢立柱共 2664㎡、112
个外露钢桁架共6352㎡防腐除锈翻新。

“改造过后的三亚站站容站貌焕然
一新，房建设备管控水平大幅提高，旅
客体验得到了极大改善。”海南铁路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陈赵云说，此次施工
项目采用的材料、工艺都经过反复研究
论证，在施工过程中现场人员积极探
索，对登高作业安全防控、大型作业组
织、防腐除锈工艺总结模板，为后续各
高铁站钢结构防腐除锈大修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三亚火车站“海鸥”换新装 站台雨棚柱及外露钢桁架防腐大修工程完工

站台雨棚柱及外露钢桁架防腐大修工程完工。 本报记者 赵庆山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为贯彻落实
三亚“能力提升建设年”工作要求，提升
三亚旅游景区从业人员应急救护能力，
7月 13日上午，三亚旅游景区员工应急
救护培训班开班，南山文化旅游区、大
小洞天旅游区、蜈支洲岛旅游区等7家
景区50余人参加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内容包括实施人工
呼吸、包扎伤口、救护伤员、医护救援知
识、医疗紧急救护知识、职业道德知识
等内容，通过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学
员，可获得由人社部门备案认可的有效
证书。培训分2个班次进行，50个人为
一个班，每班培训 7 天，培训对象为全
市17家景区从业人员。

当前，三亚正加快推进旅游市场全
面复苏，强化特惠产品供给，创新旅游

营销，提升旅游消费吸引力，来三亚旅
游的人越来越多，需加强旅游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提升安全应急救护技能。

学员们表示，通过这次应急救护培
训，学到很多实用的技能，如若发生意外
事故，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为游客提
供及时、有效的急救，为后续抢救争取宝
贵的黄金时间，最大限度保障游客安全。

“本次培训，旨在帮助景区一线工
作人员掌握应急救护知识，提升景区安
全防护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为推动旅
游景区快速复苏，提供安全有效的应急
保障。”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前市旅文局协助市卫健委
在大部分旅游景区至少已安装 1 台除
颤仪，今年还将继续为 14 家 A 级旅游
景区各安装1台，增强应急防护能力。 景区一线人员参加培训。本报记者 李少云 摄

应急救护培训走进三亚17家景区 护航暑期旅游市场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实习
生 招晨 通讯员 陈俊锐）近日，
为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增
强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增强警属
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更
加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吉阳分局鹿回头派
出所组织全所民辅警及 16 个警
属家庭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活动中，警属们参观了鹿回
头派出所办公场所，详细了解了
派出所日常勤务和民辅警生活、
值班情况，民警向警属介绍盾
牌、钢叉、单警装备和其他警用
装备的使用方法，使警属进一步
了解民辅警的日常工作。同时，
组织警属们走进鹿回头派出所
党建共建单位中国科学院深海

研究所。在深海研究所工作人
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工程实验
室、大型超高压模拟实验装置、
深海装备和平台、“奋斗者”号模
型、珊瑚实验室、鲸豚标本馆、观
看“奋斗者”号万米海试等视频，
为民辅警及警属上了一堂生动
的海洋科普课，近距离感受中国
深海科技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

在深海研究所会议室，鹿回
头派出所教导员项旭媛通过PPT
向警属们介绍民辅警工作风采
和日常工作照片，鹿回头派出所
相关负责人对警属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感谢警属长期以来
对派出所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警属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
心、理解和支持民辅警工作。

三亚警方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实习
生 招晨 通讯员 张海哲）7 月 2
日，受今年第 3号台风“暹芭”影
响，三亚持续特 大暴雨，导致
G98 西线高速公路三亚南山段
K277+612 抱营 1 号桥出现严重
毁坏，需要拆除重建。为确保顺
利完成抢修任务和行车安全，7
月 2 日至 8 月 25 日，G98 西线高
速 K287+000 至 K265+000 崖城
互通至海角互通段左幅（乐东往
三亚方向）实施交通管制，具体
管制方案如下：

7 月 2 日 至 8 月 25 日 ，对
G98 西 线 高 速 K287 + 000 至
K265+000 崖城互通至海角互通
段采取封闭左幅（乐 东 往 三 亚
方向）所有车道的管制措施，由
乐东往三亚的车辆从崖城互通
下 G98 高速→G225 国道→海角
互通重新上 G98 高速往三亚方
向。

三亚交警提示：途经管制路
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
示标志或按现场交警路管员的
指挥行驶。

G98西线高速公路
抱营1号桥左幅实施管制

交警：车辆需绕行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 通讯
员 陈石）日前，三亚市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三亚医院心内科
教授蒋凌云、主任潘闽团队为一
名患有冠心病的中老年男性成
功安置 ICD（植入式心脏复律除
颤仪），用新技术护佑生命。

患者盘先生，今年 60 岁，三
亚居民。一年多前，因活动后反
复出现心累气促、胸闷等症状前
往医院就诊，确诊为冠心病，当
时的检查记录提示为左心增大，
左冠状动脉回旋支重度狭窄。
随后，虽经过长期的规范治疗，
但仍没有明显好转。

今年 6 月底，患者经门诊入
院进一步检查治疗，发现在冠心
病基础上合并存在非缺血性心
肌病，有较大心源性猝死的风
险。经全科讨论，以及华西常驻
专家、心内科副主任陈石教授邀
请华西医院心内科主任陈晓平、
教授刘兴斌、教授蒋凌云共同参
与远程会诊后，研讨认为患者符
合安置 ICD的手术指征。

“当心脏跳动正常时，该器械

处于持续检测状态，但是一旦发
生恶性心律失常时，比如室速、
室颤等情况，器械会马上通过导
线感知到，立即放电治疗，救助
患者的生命。”据蒋凌云介绍，
ICD主要用于治疗恶性室性心律
失常，是治疗持续性心律失常的
重要仪器。虽然仪器与传统的
体外除颤器功能相似，但是体积
却小了很多，并且可以植入体
内，通过仪器的电极，感知心脏
跳动，从而预防心源性猝死的发
生。

此外，ICD除了具有体积小、
心率转复安全可靠的特点以外，
植入过程还采用了微创的方式，
仅需局部麻醉，让患者在术后较
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恢复正常生
活。同时能让患者在安置 ICD
后仍然能接受核磁共振检查。

据悉，本次 ICD 埋植术的实
施，是琼南地区该类型器械的首
次植入，标志着三亚市人民医院
心内科在华西医院业务团队的
领办下，心律失常及心衰器械植
入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川琼医护联合为三亚男子心脏
穿上“救命铠甲”
系琼南首例ICD埋植术

本报讯（记者 黄珍 通讯员
方侠 董鑫 梁磊 徐萌）近日，南
部战区海军某综合保障基地官
兵带着生活用品到琼中中平镇
黎明村，开展走访慰问和送药巡
诊活动。

当日，该基地官兵就驱车两
个多小时赶往黎明村村委会，了
解该村建设情况并询问村民们
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困难和
需求。军医还给村民送去感冒
灵颗粒、复方甘草含片等常用药
品，并组织现场巡诊。此外，他

们还邀请海南热带农业科学研
究院专家，指导当地农户进行农
事生产。

“有了亲人解放军的倾心相
助和各级领导的指导帮带，我们
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了。”临别时，
村民们依依不舍握住官兵的手。

该基地帮扶联系人刘强介
绍，自从与该村结成帮建对子以
来，他们鼓励村民借助电商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引进“种桑养蚕”、

“光伏发电建设”等 6个项目，村
民们家庭年收入不断提高。

送药巡诊暖民心
帮扶回访显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