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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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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暑运热度稳步升高

民航局7月 12日公布的暑期初期数
据显示：进入暑运以来，7月 4日至 10日
这一周内，客运航班量环比增长 12.1%，
较 2021年同期基本持平；旅客运输量环
比增长 13.8%。从旅游市场动向来看，
近期的防疫政策释放出流动限制减少的
出游利好信号。

根据携程数据显示，三亚跻身暑期
机票热门前10大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
比增长8%。

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
机场客运量较前几个月大幅度增加，进
出港旅客数量于 6 月 24 日突破 3 万人
次，6月30日突破4万人次。7月以来日
均旅客量在4.5万人次以上，环比有显著
提升。从 6 月统计数据来看，长沙、重
庆、成都、广州、杭州、武汉、深圳、西安、
南京、北京、上海是三亚主要热门客源
地。

热门航线客座率超八成

随着暑期出游旺季的到来，国内各
航空公司也行动起来，加大运力投放力
度，推出丰富促销活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航空
出行有望迎来较大复苏。”吉祥航空三亚
营业部相关负责人张俊杰表示，“在确保
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吉祥航空为各地人
员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今年暑运期
间，吉祥航空已陆续恢复上海虹桥、上海
浦东、无锡、青岛、深圳、成都等地至三亚

的航线，部分热门航线客座率预计超八
成。

“目前客群主要以亲子游和免税购
物游为主，机票均价在1500元/人左右，
目前机票价格涨幅不大。”张俊杰介绍，
接下来吉祥航空将联合酒店、免税店等，
推出畅游海南次飞卡产品，助力三亚暑
期旅游市场升温。

此外，记者从海南航空了解到，为满
足旅客暑期旅游、探亲的出行需求，除加
密暑期运营航线外，海南航空还将推出

“自由飞”“惊喜飞”预约产品。暑期有计
划来海南度假的旅客，可以选购海南航
空联合海南地区高端酒店推出的“旅
行+”机票酒店套餐产品，从深圳、广州、
重庆、西安等国内多个城市前来三亚旅
游度假的“经济舱双人往返机票+2晚酒
店住宿”套餐最低仅售千余元。

酒店游、避暑游受热捧

随着中小学生放假，家长们开始关
注亲子游、研学游、户外游等活动，暑期
酒旅市场迎来了重大利好。据携程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三亚、万宁等热门滨海
城市的酒店订单量基本与 2021 年同期
持平，比2019年同期提高34%。

三亚各酒店纷纷推出“酒店＋”亲子
活动，包括亲子主题房、亲子家庭体验以
及面向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夏令营等丰富
亲子游活动，推动旅游市场加速升温。
记者了解到，在三亚高端酒店聚集地海
棠湾，自6月下旬开始，不少酒店就陆续
传出满房信息，7月 1日至 7月 9日平均

入住率超83%。
“酒店目前在售客房有 700 间，7 月

上旬酒店每日入住率均保持在 90%以
上，其中家庭出游占60%，每日近500个
小朋友参与暑期亲子活动。”三亚天域度
假酒店相关工作人员刘永杰介绍，该酒
店精心策划了“玩美暑期 域你童行”主
题活动，在为期2个月的暑期期间，每日
将推出多项亲子项目，提升亲子家庭的
住宿体验感。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各地开启高温
模式，“避暑游”需求正在快速升温。据
携程报告显示，截至目前，作为夏日清凉
的好去处，水上乐园的门票订单量已经
恢复至2021年水平，近一周预订水上乐
园的门票量环比增长近 80%。三亚·亚
特兰蒂斯水世界、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
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三亚梦幻水上乐
园等热门亲水乐园，近期吸引了众多市
民游客前来戏水纳凉，现场气氛热闹非
凡。

“近期水上乐园的客流量明显增多，
之前的日均客接待游客量在 800 人次，
目前日均接待客流量达到1200人次，周
末高峰期接待游客量则在 1500 人次左
右。”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品牌公关总
监刘丹介绍，为迎接暑期的到来，该酒店
将于 8 月 6 日-7 日推出一场沉浸式“三
亚水世界海岛音乐节”，采用“三湾联动”
的形式，将活动主会场设于三亚湾红树

林度假世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并在海

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及亚龙湾红树林度

假酒店举办分会场联动活动，为市民游

客打造一场超燃的视觉听觉盛宴。

在三亚天域度假酒店,小朋友正在体验趣味玩水活动。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三亚市教
育局获悉，日前，海南省教育厅等10部门印
发《海南省“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
确到 2025 年，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8%，公办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5%。

《实施方案》指出，我省将按照“强化公
益普惠、坚持巩固提升、推进科学保教、提升
治理能力”原则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
优质发展。到 2025 年，海南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水平巩固提高，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9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8%，
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5%。幼儿园保
教质量全面提高，每千人常住人口拥有省级
优质学位4个、市县级以上优质学位20个。
幼儿园教师接受专业教育比例提高到80%，

专科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提高到85%以上，幼
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机制基本形成。

《实施方案》提出，各市县要从科学优化
普惠性资源布局、多措并举增加普惠性资
源、完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切实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加强
幼儿园安全保障和专项治理力度、全面提升
幼儿园保教质量等7个方面着手，全力推动
海南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其中，在科学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方
面，要完善学前教育布局规划，力争打造“5
分钟入园圈”，以城镇住宅小区、城市发展新
区、旧城改造区、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聚集
区、自贸港重点产业园区等学位紧缺地区为
重点，科学布局幼儿园。同时扩大优质资源
覆盖，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园模式改革，通过
优质园区举办分园、承办新园、委托管理等

方式，着力将一大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
力大”的新建园、农村园和薄弱园培育为“新
优质幼儿园”。

在多措并举增加普惠性资源方面，将规
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和管理，严格执行户
数在1500户及以上的居住区规划建设幼儿
园。完善城镇小区配套园区建设管理制度，
确保小区配套幼儿园与住宅主体工程同步
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

在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方面，将强化幼
儿园准入管理，严格执行民办幼儿园审批

“先证后照”制度，进一步强化民办幼儿园设
立的审批管理。并逐步化解和消除学前教育

“大班额”现象，防止出现新的无证园。此
外，还将严格执行民办园年检制度，落实不达
标幼儿园的整改和退出机制。加强财务监

管，严禁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举办者通过任
何方式取得办学收益、分配或转移办学结余。

在全面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方面，将全
面构建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机制。自
2022 年秋季起，海南将全面推进幼儿园与
小学科学衔接，强化幼儿园和小学联合教
研、深度合作，全面构建衔接机制，切实提高
入学准备和入学适应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据悉，我省已连续实施了 3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有效缓解了“入园难、入园贵”问
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程度显著提高。下
一步将努力推动学前教育发展体制机制更
加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更加完
善，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更加均
衡、更高质量的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

我省发布“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2025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88%

市民政局“守护未来 助童成长”
品牌活动走进社区

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
呵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占用消防通道经营
一摊贩被罚50元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见习记者 王福新）“以
后绝不会在消防通道上摆摊了，我接受批评教育和
处罚。”近日，在吉阳区南新农贸市场后门一侧的消
防通道上，一名正在售卖水果的摊贩被执法人员处
罚时说。

当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等部门开展
“创文”联合执法行动，重点整治非法占用消防通道
从事经营活动、乱堆乱放、电动车飞线充电等行
为。当执法人员巡逻至南新农贸市场后门一侧时，
发现一名摊贩正占用消防通道摆摊卖水果，现场拍
照取证后，执法人员依照有关规定，对该摊贩作出
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相关负责人称，今
后将继续加强巡逻，对多次劝导教育无果的占道经
营摊贩和商家采取强制措施，还市民干净整洁的人
居环境。

城市管理曝光台城市管理曝光台

7 月 13 日，三亚湾海边，一男子带着孩子在海
边游玩时，随意踩踏沙滩植物。游客你一脚我一
脚的踩踏，不仅会踩伤、破坏植物，更让三亚城市
颜面蒙尘。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随意践踏 植物“受伤”

文明旅游 红黑榜之黑榜

孩子们在进行防溺水自救、互救情景模拟。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
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别人再劝，不用
生命去逞能，安全第一最重要……”7月 13日上午，
在吉阳区新村社区下新村文化室，市民政局工作人
员正在为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课堂上，工作人员通过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
传唱防溺水安全儿歌、播放警示视频、展示安全条
幅等形式，用发生在大家身边的溺水实例，教育孩
子们不要私自或结伴下水游泳，不擅自到海边、河
边、沟边戏水、游玩。在情境演练、问答互动等环
节，工作人员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知晓擅
自下水的危害性，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让防
溺水安全知识深入每个青少年儿童心中。

活动最后还组织孩子们进行防溺水手抄报绘
制，并承诺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做自己的安全小
卫士。

新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活动非常及
时、有意义，提前给孩子们敲响了警钟。“通过这次
活动，我了解了防溺水知识，暑假期间，我一定不独
自到水边玩耍。我也要告诉我的好朋友们，一定要
注意安全。”孩子小明说。

据悉，此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是三亚市民政局“守
护未来 助童成长”品牌活动内容之一。目前，该局
通过召开防溺水工作会议、开展防溺水宣传讲座、签
订防溺水承诺书、排查登记、入户宣讲等举措，在暑
期掀起了一股防溺水安全教育热潮，防范和遏制学
生溺水事故发生，呵护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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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暑运热度高，航站楼内人来人往。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供图

随着暑期大幕的拉开，多重
出行利好政策之下，国内旅游市
场不断复苏。7 月 13 日，携程发
布的《2022 年暑期旅游市场趋势
报告》显示，机票暑运搜索指数
已追平 2019 年，预计机票购票高
峰将出现在 7 月 15 日至 8 月 4 日
的三周内。与此同时，全国各地
进入三亚的通行渠道更加畅通，
目前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日均进
出港游客超 4.5 万人次，三亚入
选携程暑期机票预订量前 10 大
目的地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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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游客正在参与“泡泡派对”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