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推荐的自助旅游线路

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 责编/雷思琦 美编/颜鹏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24生活通新闻热线

海口：1888 999 5550 三亚：1888 999 5551 琼海：1888 999 5552 文昌：1888 999 5553
儋州：1888 999 5557 东方：1888 992 1115 屯昌：1888 992 1116 万宁：1888 999 1110

记者站
报料热线

水电S

晴 风力<3级
26-31℃

海口地区天气情况
▽

今
日

晴转多云风力<3级
26-31℃明

日

赛事S

海口火山口大道连接火山口地质公园和石山互联农

业小镇，被誉为“最美大道”。但由于该路段仅为双向

两车道，交通压力持续递增。为有效减缓该路段交通压

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海口公安交警决

定对途经火山口大道（椰海大道至环市街路段）的中型

（含）以上货车实行限时通行管理（禁行时段为6:00至21:

00），相关限制通行标志、标牌已设置完毕。并已启动

货车限行抓拍电子警察。

18日，海口交警曝光了一批违反限行规定车辆，

对于在禁行时段内闯禁行区域的车辆，海口公安交警依

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记3分。

琼A53501 琼A70626 琼A53998 琼C27861

琼A81852 琼A55822 琼A73288 琼A50138

琼C5A539 琼A60677 （记者张野）

爱唱你就来
文昌将举办青年歌手大奖赛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昌举办

“我爱你，中国”——文昌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青年歌手大奖赛。凡具有文昌市户籍或在

文昌工作一年以上的非文昌户籍且年龄在16-45周

岁的社会各界人士，具有一定演唱、表演才能均可

报名参赛。

大赛将分为通俗组、美声和民族组共两个组

别，参赛选手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组别报名参赛。10

月13日，大赛在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演播厅举行

初赛；决赛将于10月15日晚上20时在文昌市民健

身活动中心百姓大舞台举行。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30日。想参赛的人可

直接到文昌市音乐家协会办公室（文昌市爱琴海琴

行）报名。 （记者吴岳文）

琼海今日部分路段停电

琼海供电局因供电线路维护及工程施工需

要，琼海今日以下路段停电：

9月20日08:00-18:00，停电线路：110kV

益良站10kV东太线15队支线D5730。停电范

围：16队、19队、17队、20队、朝阳场、10队、11

队、12队、三洲村委会、15队、9队、农建队、6队、

下来队、万产队。 （记者陈康）

万宁今日部分路段停电

万宁供电局因供电线路维护及工程施工需

要，万宁今日以下路段停电：

9月20日9:00-17:00，停电线路：10kV山

根南线。停电范围：溪古村、泗水村、后沟村、六

连场部、烈士园、多扶村。 （记者陈康）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
今日起对外开放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和海南省档案局

(海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

风》档案展将于20日起在海南省档案馆开展。

此展览以不同历史时期的34位优秀共产

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感人的家风故事为主

线，通过240余件档案资料，既真实反映共产党

人的家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突出体

现共产党人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廉洁自律等

方面的先进性，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

与道德风貌。

该展览将于20日起对外开放，周末和法定

节假日除外，位于海南省海府路59号省档案馆

一楼。 （记者田春宇通讯员罗海山）

@游客们 快收藏这七条“硬核”自助旅游线路

国庆假期“打卡”这些景点畅玩海口

线路1：
上午：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下午：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晚上：火车

头万人海鲜广场

住：观澜湖酒店、万丽酒店、电影公社民

宿集群

吃：电影公社海南小吃、观澜湖酒店中

餐、万人海鲜广场

线路2：
上午：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下午：观澜

湖新城（巴萨世界足球体验馆、NBA 互动体

验馆、泰迪熊博物馆）——傍晚：果果都市农

庄（垂钓、乡村美食）

住：观澜湖酒店、万丽酒店、电影公社民

宿集群

吃：观澜湖酒店中餐、观澜湖新城美食、

万人海鲜广场

线路 3：
上午：骑楼老街（品味市井生活,寻海口

地道美食）——下午：市民游客中心（探寻海

口新变化）——晚上：万绿园（夜游海口赏灯

光秀）

餐饮：骑楼老街老爸茶、全丰泰

住宿：还客1921、见外等（民宿）、滨海大

道酒店集群

线路 4：
上午：火山口地质公园——下午：假日海

滩温泉乐园或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

（下海踏浪、温泉戏水）——晚上：海垦花园夜

市（感受海口不夜城生活）

住：人民骑兵营、美社有个房、石斛山庄

吃：特色火山美食小吃

线路 5：
上午：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看国宝熊

猫、野生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下午：

冯塘绿园（品尝橄榄汁、采摘赏花）——晚上：

金盘夜市（寻找海南本土美味）

住：冯塘绿园、市内酒店

吃：火烈鸟餐厅、冯塘农家菜

线路 6：
上午：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赏花、体验

热带滑雪、采摘瓜果）——下午：海口天鹅湖

动物基地（与小动物们亲密接触）——晚上：

香世界庄园（品尝香草美食）

住：市内酒店

吃：鲜花餐厅、香草美食

线路 7：
上午：红树林旅游区（骑行、观红树林日

出、游船游览）——下午：连理枝(鲜美海鲜、

手工制作鸡屎藤年糕)——傍晚：星辉村(赶海

摸螺、体验渔家生活)

住：连理枝民宿

吃：海鲜美食 （记者田春宇）

国 庆 节 前

后，海口将推出

2019促进旅文融

合 系 列 文 化 活

动，通过歌舞节

目、高仿真鲜花

地毯艺术演艺、

先 锋 艺 术 展 演

等，连续 8 天为

游客市民展现国

际旅游岛省会城

市的新魅力。

海口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负责人表示，

实施“班轮化”

后，自驾上岛客

流预计将有较大

幅度增长。海口

专门为国庆期间

到访的游客量身

定制了“硬核”

自助旅游线路，

包括海岛秋天奇

幻童话之旅、热

带雨林看山观海

之旅、邂逅秋天

生 态 湿 地 之 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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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少年女足锦标赛中国队不敌朝鲜

琼中女足2名队员继续首发
9月 19日，在2019年亚洲U16女足锦标赛

（亚洲少年女足锦标赛）B组第二场比赛中，中国

U16女足以0：4惨败于朝鲜U16女足。代表中国

首发出战的两名琼中女足队员王慧敏和王靖怡，

表现中规中矩。

此役过后，朝鲜队2战全胜积6分，中国队1

胜1负积3分，韩国和越南1战积0分。9月22日

17点，中国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越南队。

与第一场2:0战胜韩国队的比赛一样，来自琼

中女足的王慧敏和王靖怡依然作为主力首发上阵。

由于实力悬殊，整场比赛中国队受到全面压制，受

到全队整体实力限制，王慧敏和王靖怡的表现，明

显没第一场那么出色，她们与其它队友一样，一直

处于被动防守的尴尬局面。 （记者陈大平）

因违反限行规定 这些车辆驾驶人将被罚100元记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