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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数据显示，我省酒店国庆期间预订价格同比下降 20%，热门景区前五名单出炉

酒店景区“齐放价”催热国庆“海南游”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2 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见习
记 者 刘 晓 惠）儋 州 海 花 岛 旅 游 度 假 区
“住酒店送乐园”、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
“599 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亚亚特
兰蒂斯酒店直播间限时“好价放
送”……连日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加上国庆黄金周临近，海南各酒
店、景区陆续恢复营业，推出多项优惠
产品，助推全省旅游业升温复苏。
“昨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了
海口、三亚、琼海、保亭等地的 7 款酒
店优惠套餐，已经有顾客预订了国庆期
间的客房。”“度假之家”酒店预订平台

运营经理李青根告诉记者，受疫情影
响，今年海南各地酒店的国庆预订高峰
延后，热度也有所减退。许多酒店、景
区推出优惠产品吸引游客，其中，三
亚、琼海、保亭等市县旅游产品的优惠
力度较大。
在短视频、直播间等平台，海南各
大酒店推出国庆期间优惠价，一批最低
不到市场价 5 折的高星酒店预售套餐颇
受欢迎。此外，许多有效期至今年 12 月
底的酒店预售房券，也为市民游客的消
费决策留出了充足的时间。
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省
酒店国庆假期的预订量环比上周有小幅

增长，相比上年同期存在较大回升空
间。在酒店价格方面，我省酒店国庆期
间预订价格同比下降 20%。
此外，今年国庆假期我省热门景区
前五名分别是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三亚躁浪尾波冲浪俱乐部、万宁石
梅湾天鲸直升机飞行营地、三亚海棠湾
塔赫跳伞基地、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
质公园。从景点特征来看，“亲近自然”
“深度体验”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的热门偏
好。
携程研究院副主任张致宁介绍，
携程研究院预测，本周开始海南旅游
市场将分 3 个阶段实现阶梯式复苏

文昌国际航天城火箭装配厂房项目

儋州中和镇桄榔庵遗址

全面进入钢结构主体施工阶段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2 日讯（记者 吴岳文 文/图）文昌市
防疫生产两手抓，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
下，保障不停工不停产。9 月 22 日，记者
在文昌国际航天城火箭装配厂房项目看
到，该项目正开足马力进行主体钢结构安
装作业，标志着项目建设已全面进入钢结
构主体施工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主体
结构施工作业。
施工人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佩
戴口罩、安全帽，在各自岗位上有序作
业。现场机械轰鸣，一根根高跨钢柱缓缓
吊入混凝土基础柱口中 。
“ 项目一期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建设，预计 3 年内可全
部完成。”文昌国际航天城火箭装配厂房
项目经理朱智力告诉记者，该项目一期建
设内容为火箭装备厂房，计划总投资 5.4
亿元，建筑主体由火箭装配厂房和动力中
心两部分组成，火箭装配厂房又分为总装
区、垂直测试区、东侧辅房、南侧辅房。
朱智力介绍，现在正在吊装的钢结构
柱子，单根高度达到了 50 米左右，这在国
内建筑中非常少见。钢结构柱子安装成
功是厂房钢结构施工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为厂房钢结构主体施工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的是主厂房钢
结构主体的拼装与吊装以及附楼的混凝
土主体结构施工，预计今年年底能完成主
体的结构施工作业。为全力冲刺年底完
成项目主体的结构施工任务目标，项目建

文昌国际航天城火箭装配厂房项目施工现场。
设方在严把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倒排工期
赶进度，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切实保
证工程整体有序、协调推进。
朱智力告诉记者：
“ 文昌国际航天城
火箭装配厂房项目的基础施工已全部完
成，目前现场正在同步进行主厂房钢结构
安装施工以及附楼混凝土结构主体施工，
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整个厂房的结构主体
施工。项目建成后，可初步为每年更多的
新一代中型火箭的总装总测提供配套场
地以及环境，可满足多发中型火箭同时开
展总装总测任务。
”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建成后有助于
培育火箭研发制造产业链，将围绕研
发、试验、总装总测等环节布局发展商
业火箭研发总装总测产业，充分发挥场
地资源和发射周期服务优势，形成“快
销、快打”的商业火箭运营服务模式，
迎接商业微小卫星发射市场，为商业航
天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海南省已将航天科技产业列为海南
“陆海空”
三大未来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正以超常规方式，加快推动文昌国际航天
城建设。

三亚实施良种补贴 助力冬季瓜菜生产

农户只需 2 毛钱就可以购买种苗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9 月 22 日讯（记者 利声富）“每株 0.75
元的茄子苗，政府补贴后，我们农户只
需付 0.2 元就行。”22 日，三亚市崖州区
北岭村、赤草村、长山村等村庄的农户
边搬种苗边乐呵呵地算账，仅购买优质
茄子、辣椒、青瓜种苗一项，就省了几
千元，种得越多省越多。今年，三亚继

—— 第 一 阶 段 为 国 庆 前 一 周 ， 本 地 旅
游环比小幅回暖；第二阶段为国庆假
期，跨省游环比小幅升温；第三阶段
为 10 月中下旬之后，海南旅游市场或
将迎来复苏小高峰。
海南旅游逐渐复苏，哪些城市的游
客最想来海南度假？携程数据显示，国
庆期间，海南旅游十大客源地分别是上
海、广东、北京、江苏、湖南、浙江、
四川、黑龙江、湖北、陕西。值得注意
的是，今年 6 月以来，上海长期稳坐海
南热门客源地的头把交椅，而四川游客
在国庆假期预订海南旅游产品的增速则
领跑全国。

续提供优质种苗的同时，继续实施良种
补贴，农户可以 0.2 元/株的优惠价格购
买种苗。截至目前，共发放优质茄子、
辣椒苗 14 万余株。
良好补贴，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也
激发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据了解，三亚今
年继续实施冬季瓜菜良种补贴。补贴后，
农户可以以 0.2 元/株的优惠价格购买种

苗，
价格高出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今年，三亚冬季瓜菜种植面积稳定在
17 万亩（含复种），预计总产量 47 万吨，
出岛量约 43 万吨，瓜菜良种覆盖率 95%
以上。
“三亚已全力做好种苗备耕准备，力
争 11 月初第一茬冬季瓜菜上市出岛，春
节前后，第二茬冬季瓜菜上市出岛。”
三亚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考古发掘项目
正式开展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
都市报 9 月 22 日讯（记者 梁振文）
当前，儋州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儋州市旅文局在做好疫情防控
同时，积极推进考古、文物保护修
缮等项目复工。9 月 21 日，中和镇
桄榔庵遗址考古勘探及配合性考
古发掘项目，随着 10 余名考古队
队员进入现场布设探方，标志着发
掘工作正式开展。
桄榔庵位于儋州市中和镇南
郊，1098 年，当地村民合力帮助苏
东坡在桄榔林中修筑茅堂 3 间，苏
东坡十分乐观地将其命名为桄榔
庵。在此居住三年的时间里，苏东
坡吟诗会友，躬耕自取，留下了丰
厚的文化遗产。
据了解，9 月 15 日至 18 日已
对现桄榔庵遗址保护范围进行全
域考古勘探，
发现有 3 处遗迹现象，
初步判定是明清时期的房基，并采
集到瓷片、陶片等物品。
当天正式开工首先是布设探
方，然后依据地层堆积逐层向下发
掘，以明确地下文物和遗迹埋藏情
况，预计用时半个月。

洋浦初级中学项目复工

建成后可提供
2400 个学位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9 月 22 日讯（记者 赵航）近日，
记者从项目业主方洋浦控股处获
悉，在确保防疫与生产安全的前提
下，洋浦初级中学项目已有序复工，
奋力冲刺年度投资目标。该项目建
成后将提供 2400 个学位，为群众提
供优质的教育服务。
据施工方中海工程建设总局有
限公司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约 4.8
万平方米的清表工程，和 5 万立方米
的土石方开挖及转运工程。目前项
目处于体育馆基础施工及地下室土
石方开挖阶段，预计今年 10 月进行
教学楼基础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