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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精彩

新闻热线

旅游

海口龙华推四条秋季旅游线路

海口地区天气情况

海口赏月、三亚看海、
保亭赏民俗……

井生活，寻海口地道美食）——市民游客中心（下午：探
寻海口新变化）——万绿园（晚上：
夜游海口赏灯光秀）。
2. 浓情金秋亲子风尚游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上午：穿越民国，下南
洋）——海口狂野水世界（下午：亲子玩水体验）——海
垦花园夜市或金盘夜市（晚上：
体验不夜城的美食）。
3. 生态休闲购物体验游
果果都市农庄（上午：垂钓、采摘、乡村美食）——观
澜湖新城（下午：全新一站式购物体验、巴萨世界足球体
验馆、NBA 互动体验馆、泰迪熊博物馆）——万人海鲜广
场（晚上：
品尝鲜美海鲜）。
4. 美丽乡村田园研学游
新坡田洋农业综合体（上午：古韵悠悠访文山、采摘
园体验）——新坡羊山家园仁里（下午：红色记忆、美丽
古 村 落 ，赏 石 斛 、观 赏 羊 山 湿 地 夕 阳 景 观 、泡 八 仙 冷
泉）。
（记者 田春宇）

中秋小长假 你可以这样悠闲度假

作为今年暑期最热闹的国内海岛休闲度假目的地，
海南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又要迎来一波度假新高峰。
中秋小长假第一天正巧就是中秋佳节，最好的选择
其实是将第一天的行程安排在海口。这里有充满南洋
风情的百年骑楼老街，还有冯小刚电影公社的民国街、
南洋街，让您体验穿越时空的感觉。海口还聚集了全省
各地的各种美食、小吃，想吃海鲜可以去万人海鲜广场，
想尝海南小吃，
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到骑楼小吃街。
中秋之夜，白沙门、海口湾、西海岸带状公园都是赏
月的上佳之地，在这里不但可以欣赏到“海上生明月”的

w文化

美景，更可以了解到海南独特的中秋拜月习俗。
第二天，坐上全球第一条环岛高铁，就可以从海口
直奔三亚。亲子游家庭可以选择像亚特兰蒂斯这样的
综合性酒店，不出酒店就可以一站式享受休闲度假的乐
趣；而追求时尚新奇的年轻人可以到那些网红目的地
“打卡”。今年的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三亚大
东海、三亚湾、亚龙湾、海棠湾等地都是赏月的好地方。
第三天的行程，可以到保亭，体验当地黎族苗族风
情，可到槟榔谷景区，船型屋、黎锦、谷仓等众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
（记者 田春宇）

k 考试

我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开展
10 日，
“我与共和国共奋进•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海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暨迎
接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第六届省展）”在海口举
行开幕式。
据了解，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初评阶段，
我省共有 33 件作品入选，终评 20 件作品入
选。同时策划海南省第六届优秀美术作品展，
经过海南省美协评审团严格认真的评选，共评
出入选作品 188 件，其中金奖作品 12 件，银奖
作品 29 件，铜奖 31 件。
本次展览分别设置海南省博物馆和海南
省图书馆两个展区，展览时间从 2019 年 9 月
10 日—16 日。 （记者 林文泉 实习生 李波）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9 月 21-22 日举行
10 日，省考试局发布关于 2019 年 9 月海南省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公告。我省 2019 年 9 月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NCRE）将于 9 月 21 日-22 日举行。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部为机考，
考试分批进行，
第一批考试于 9 月 21 日上午 9：
00 开始,每位考生参加
考试的具体时间以考生本人《准考证》上的时间为准。
9 月 11 日省考试局开启考生《准考证》打印系
统。请考生在参加考试之前务必登录海南省考试局
网站“计算机等级考试门户”
（http://ncre.hnks.gov.
cn/ncre_ems/studentlogin.aspx）自行打印本人的
《准考证》。
（记者 黄婷）

广告

银联云闪付用户正式突破 2 亿！
中国银联 9 月 5 日正式宣布云闪付 APP 用户数突
破 2 亿。从 1 亿到 2 亿，云闪付 APP 用了不到 10 个
月。作为中国银联与各商业银行共商共建的银行业统
一 APP，云闪付汇聚了银联及各大银行的支付工具、
支付场景及特色服务。
截至目前，云闪付 APP 已支持在线申请包括工
行、农行、中行、交行、中信、招商、浦发、民生、

记者站

报料热线

海口：1888 999 5550
儋州：1888 999 5557

华夏、平安等 25 家银行的 180 余种信用卡；支持国
内所有银行卡的绑定，230 多家银行的持卡人可通过
云闪付 APP 使用银联二维码支付；全国 21 家主要商
业银行在内的 500 余家银行持卡人均可在云闪付 APP
查询借记卡余额。此外，在云闪付 APP 内，卡对卡
转账、逾 140 家银行信用卡账单查询、还款等均零手
续费。

三亚：
1888 999 5551 琼海：
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东方：
1888 992 1115 屯昌：
1888 992 1116 万宁：1888 999 1110

▽

26-33℃

雷阵雨 风力 3-4 级

明日

10 日，海口市龙华区旅文局联合商务局在果果都市
农庄发布四条秋季旅游精品线路，同时，联合辖区内主
要景区景点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全民参与的旅游文化
惠民活动，当天该区同步正式启动抖音大赛，向社会征
集短视频活动。
今年中秋、国庆
“两节”
期间，
龙华区旅文局发布了遇
见秋天文艺自由行、浓情金秋亲子风尚游、生态休闲购物
体验游、美丽乡村秋韵游四条旅游精品线路，
将旅游线路
从城市延伸至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两节”主推
新生季、念亲恩等系列活动，将“引爆”游客龙华假期旅
游。骑楼老街将开展“揽月市集”
“星空音乐会”等活动，
让你的老街中秋主题游丰富多彩。
“金秋龙华自由行，国庆欢乐随心游”
四条线路：
1. 遇见秋天文艺自由行
骑楼老街（上午：风从南洋来，骑楼韵依旧，品味市

今日

自由行迎中秋国庆旅游高峰

26-32℃

雷阵雨

风力 1-2 级

省内各地天气情况

▽
今日
明日
三亚 雷阵雨 25~33℃ 雷阵雨 25~32℃
陵水 雷阵雨 24~33℃ 雷阵雨 24~32℃
万宁 雷阵雨 24~34℃ 雷阵雨 24~32℃
琼海 雷阵雨 24~34℃ 雷阵雨 24~31℃
屯昌 雷阵雨 24~34℃ 雷阵雨 25~32℃
琼中 雷阵雨 23~33℃ 雷阵雨 23~31℃
五指山 雷阵雨 22~32℃ 雷阵雨 23~32℃
儋州 雷阵雨 25~34℃ 雷阵雨 25~32℃
临高 雷阵雨 25~34℃ 雷阵雨 25~32℃
昌江 雷阵雨 23~34℃ 雷阵雨 24~33℃
（数据源：中国天气网 9 月 10 日 23 时）

海南高温暂“离场”

今起切换至“雷雨大风”模式
目前京津冀成功退出“高温群”，剩余成员
还有湖北、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地。海南
的高温虽然一直“在线”，但也将迎来些许降
温，10 日，琼海市、儋州市、屯昌县、海口市等
多个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预警。
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海南
今、明两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
可伴有短时大雨到暴雨和 7-9 级雷雨大风。
（记者 孙春丽）

今年中秋月系年中“最小满月”

娇小玲珑惹人爱
新华社天津9月10日电（记者周润健）一年
中秋至，
又见圆月时。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
“十
五的月亮十六圆”
。天文专家介绍，
受月球与地
球之间的距离影响，
14日的最圆月（也称
“满月”
）
是今年内的
“最小满月”
，
娇小玲珑惹人爱。
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二者之间
的距离并不恒定。据计算，月球与地球之间的
平均距离约 38.4 万公里，最近约 35.6 万公里，
最远约 40.6 万公里。由于月地距离不一样，地
球上人们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
“大
月亮”
和
“小月亮”
两者视直径相差八分之一。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史志成介绍，根据天文精确测算，今年的中秋
月最圆时刻出现在 14 日 12 时 33 分。由于月
亮绕地球的轨道是椭圆的，因此每绕一周都各
有一次远地点和近地点。本月月亮过远地点
的时间为 13 日 21 时 32 分，此时月地之间的距
离约 40.6 万公里，是全年当中月球距离地球最
远的一刻，此时月亮的视直径最小。因此，今
年的中秋月比其他年份的中秋月看上去明显
“瘦身”
一些。
史志成表示，虽然今年的中秋月偏“小”一
些，但不会影响到人们的赏月之情，相反由于
娇小玲珑，看上去反而更加迷人，惹人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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