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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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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体育旅游装备业强力扩张
本报记者 !"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首落海南!

即为我省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涉及高尔
夫"房车"游艇等体育旅游高端装备产品的
$%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今年的体博会更
是吸引了相关企业的高度关注!包括德国"

意大利" 美国品牌的 &家房车企业和 '家
游艇企业到会参展! 并表现出对在海南落
地开展实体产业的强烈意愿$ 海南体育旅
游装备业即将步入强力扩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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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体博会后落地海南的高尔夫球车
项目! 填补了海南非公路用低速车生产制
造空白$ 其业主单位海南玛斯特电动车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几天前才正式注册成
立! 但公司位于海口综合保税区的厂房已
初具雏形!作业线正在安装!按计划!下月
公司将有首批样车下线$ %公司注册容易!

厂房建设才是真正的投入! 我们先把复杂
的事情做好了$ &项目投资方"上海众联能
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欧阳柳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玛斯特计划明年投产 !%%%辆高尔夫球
车!%市场消化完全没问题!& 欧阳柳信心十
足地说'%高尔夫球车全是订单生产!我们瞄
准的是高端球场$&据介绍!玛斯特是美国著
名高尔夫高端品牌 ()*+,- ./0/,的中国项目
名称$%海南就是 ()*+,- ./0/,球车的亚洲制
造中心!上海是技术"设计中心!美国则是品
牌中心$应该说!海南是 ()*+,- ./0/,全球战
略的重要一环$ &欧阳柳说$

欧阳柳表示!玛斯特对海南市场输送
的不仅是球车! 还有 ()*+,- ./0/, 成熟的
球场解决方案!这种%车1服务&的新模
式! 有助于海南高球产业加快与国际的
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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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堪称海南游艇产业发力 %元年&!

(海南省游艇管理试行办法) 于 $$月正式
出台!首届国际游艇展随即于 $!月在海口

举行!而同期召开的 !"$"中国体育旅游博
览会! 让海南游艇产业在更为广阔的平台
上%起航&$ 今年!多个游艇制作项目已在海
南各处开花$ 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
%20+, 3- 403-0-&的豪华游艇!游弋在世界
各地蔚蓝水面上$

有着 '% 多年历史的国际知名游艇制
造商新西兰詹尼游艇! 其设在临高金牌港
的生产基地已正式投产! 年内可完成 5艘

各种类型游艇的建造$公司负责人介绍!海
南詹尼游艇公司定型量产的产品主要为
6'英尺*&!英尺的中型游艇!售价从 6&%

万元到 #5%%万元不等! 目前已经有 #%多
位内地客户预订$ 公司厂区总占地 7'亩!

厂房一期建设 #8$9万平方米!公司步入正
轨后!预计年产各类游艇 6% 艘!年产值达
到 $亿元*$8&亿元!6年后产值可以稳定
在 !亿元以上$

今年 :月! 由海航集团旗下的海航国
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与台湾
杰腾游艇公司合作投资建设的海航游艇制
造项目在洋浦动工!项目用地 $9%亩!预计
总投资 5亿元! 一期计划年内第一艘游艇
下线$ 项目建成后年产中小型动力游艇+海
钓游艇等各类船艇 &%% 艘! 年产值 $& 亿
元!主要销往北美和欧洲地区$

据省工业与信息化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 目前海南已开工的游艇制造项目还有
金鹿集团与澳大利亚澳普兰合作的金澳游
艇有限公司游艇生产项目!在海口开工!投
资 $8!亿元! 生产 6%英尺*&%英尺游艇,

浙江金海湾游艇有限公司在琼海投资 $%

亿元项目等$ 下一步!海南省将建设游艇制
造产业园!以集约化的形式!打造集游艇制
造"销售"维护保养"运输"金融租赁"会展
等为一体的游艇产业链$

业内人士分析! 在海南生产的国际知
名品牌游艇!采取流水线1手工打造的方式
进行! 其售价相对于进口游艇便宜大约
!&;!价格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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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博会执委会主任范晓军表示! 借助
体博会的高端平台! 高质量的体育旅游装
备制造项目纷纷落地海南! 下一步海南要
从%海&%陆&%空&三方面丰富产业架构!推
动海南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 这其中!

%海& 特指国际动力艇和水上运动项目!

%陆&是国际房车及露营地项目!而%空&即
是国际航空运动项目$

据了解!房车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尚还
不足 $% 年!但发展迅速!如今国内已有
房车生产企业近 !% 家!而海南市场上的
房车量在百辆以上! 每台价值从几十万
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上月!海南房车露营
协会在海口成立! 是目前我国首个省级
房车露营协会$ 协会负责人介绍!协会将
构建科学的房车露营行业发展运作机
制!搭建信息交流"业务合作平台!下步
工作重点将对房车生产加工企业" 营地
经营企业进行调研!引导企业做好规划"

建设"经营!同时与游艇协会"高尔夫协
会成立战略联盟$

另据介绍!海南将建首批 $%个房车小
镇及五星级营地! 目前该项工作已进入选
址阶段!预计在海口"三亚"五指山"昌江"

保亭"文昌等地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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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大丰杯& 海南省首届农民运
动会今天决出田径特定项目搬运重物过障碍
赛冠军! 来自定安县的胡诗泳和澄迈县的王
秋虹分别夺得男子和女子冠军$

田径特定项目比赛是根据农民运动的特
点设置的比赛项目!可谓好玩又好看$今天进
行的是搬运重物过障碍的比赛! 在男子决赛
中!定安县的胡诗泳夺得冠军!三亚市的苏帅
瑜和陈明杰分获第二和第三名, 在女子决赛
中!澄迈县的王秋虹夺冠!白沙队的羊玉景获
第二名!海口队蔡小 名列第三$搬运重物过
障碍赛冠军得主获奖 7%%元$ 明天将进行 '%

米麻袋搬运粮食"担运粮食"$%%米推轮胎跑
三个项目的决赛$

排球"乒乓球"象棋"扑克牌升级等大项
比赛也在海南省高级体校同时展开$ 排球比
赛小组循环赛最后一场比赛由陵水对阵屯
昌$ 陵水队在 %<!落后的局面下上演大逆转!

以 6<!击败对手!搭上 9强的末班车$ 明天上
午!八强队伍临高"定安"文昌"陵水"澄迈"乐
东"万宁"海口队将进行交叉赛!决出前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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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琼参加 !%$$ 中国体育旅游发展论
坛上的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 局长助理
晓敏发表了题为 (把握我国体育旅游发展
繁荣的光明前景)的主旨演讲$

晓敏指出! 体育旅游的兴起和发展反
映了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 体现了人们对
于文明健康和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追求$ 当
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 必然追求休
闲"娱乐等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主动参与运
动休闲正是人们释放压力"表现自我"追求
个体自身和谐发展的客观要求$

为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健康"快乐"

环保"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开始为广大人民群
众所接受"所追求!于是体育旅游应运而生$

目前全球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高达 :%%%

多亿美元! 并且保持着 !%;以上的年增长
速度$ 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加
快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推动下!

我国体育旅游呈现出快速"持续"协调发展

的势头! 每年增长速度达到 6%;!:%;!出
现了体育与旅游" 体育旅游产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的现象$

据相关调查数字显示! 目前国内旅游
者中以健身"康复"休闲旅游为目的的旅游
人数已占总人数的 5&"$

晓敏说!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休闲度假"

体育旅游消费需求全面扩张时期$ 体育与
旅游日趋紧密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徒步"骑
马"野营"登山"狩猎"滑雪"自行车"自驾车
等旅游项目"探险旅游以及漂流"攀岩等旅
游活动吸引着许多体育旅游爱好者! 此外
体育赛事是激发旅游爱好者旅游的动力!

体育界的盛事也是旅游者的盛会$

晓敏坦言! 与我国体育旅游蓬勃发展
的喜人形势相比! 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体
育旅游产品有效供给不足! 尤其是体育旅
游产品的开发缺乏创新! 现有体育旅游产
品几乎都是一些体育活动的原形! 很难让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有深入的体验! 尤其
缺乏能够吸引游客重复多次消费的体育旅
游精品项目$

晓敏建议!各地政府部门要因地制宜!

对当地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实行有效的制度
安排和规划引导! 要在市场需求为导向下
进行体育旅游的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结
合资源特色! 确定与其相匹配的目标客源
市场!提高体育旅游产品的品位和竞争力$

结合海南实际! 晓敏建议要把在我省
举行的各项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开
发!把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旅游产品经营!把
体育赛事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策划和运作!

通过举办体育赛事使举办地获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最终!体育
赛事将会和举办地融为一体! 成为举办地
一张亮丽的名片$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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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乘着 !%$$年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在我省掀起的全民健身热潮!!%$$

年省自行车锦标赛今天成功落下帷幕$ 海
口队勇夺 :枚金牌! 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
家$

!%$$年省自行车锦标赛分公路赛和山

地赛两大类别$ 昨天在海口西海岸举行的
公路自行车赛中!海口队符龙不负众望!连
夺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和男子公路大组赛
!枚金牌$ 而来自琼中的何冲!巾帼不让须
眉! 勇夺女子公路个人计时赛和女子公路
大组赛 !枚金牌$

海口博学村以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

行车绿道远近闻名! 本届赛事山地自行车
赛就在此举行$ 结果来自琼中的何冲再续
神勇! 一把将女子个人越野赛金牌轻取囊
中$ 海口队今天仍然表现强劲!不但杜观夺
得了男子个人越野赛的金牌! 而且也一举
拿下份量最重的山地团体接力赛金牌$

赛后!海口队领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能有如此上佳表现! 一是得到海口市
文体局领导重视!二是运动员刻苦训练!早
在 6个月前就积极备战$

本次赛事由省文体厅主办! 省自行车运
动协会协办!并得到海口市文体局大力支持$

¶·8¸YZ¹º»¼½¾YZ¿À]&'

NOPQRSTUCDEF

����

!!

!

!"

"�

!

#$-.

"

作为本届体博会一项重要活动***首届
国际旅游岛原生态探险旅游研讨会今天
下午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参
与体博会的众学者" 商家围绕海南原生
态探险旅游资源广泛建言! 就如何探险
与旅游相结合! 打造高品质的旅游业态
深入交流意见$

与会专家一致看好海南的探险旅游资
源!认同探险和旅游相结合!符合旅游产业
发展的方向! 体育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产业
的新业态!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 发展原生态探险旅
游的市场效益相当可观$

本届研讨会的主办方***省探险协会
会长马明和说! 海南岛拥有得天独厚的生

态资源!开发原生态旅游的前提是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 逐步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
发展之路!依托原生态的景观与文化!最终
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海南旅游研究所所长杨哲昆同样认
为!!$世纪旅游市场主体是生态!如果能将
探险切入到原生态的发展中! 通过科学开
发热带雨林及海岛探险资源! 发展海南户
外探险游必将丰富国际旅游岛的内涵!不
日将会成为海南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据了解! 被业界一致认可的海南探险
线路有海南岛东部西部雨林与海岸原生态
探险之旅" 海南温泉雨林拓展探险体验之
旅"穿越海南岛雨林峡谷之旅!海南岛鲁宾
逊荒岛生存大挑战! 环海南岛原生态航海
探险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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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快点吃!我先进去参观啦$ &今天下
午! 记者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美食嘉
年华区看到这样一家子' 兴奋的男主人等
不及家人品尝小吃! 自己一个人先跑进了
会场$

这两天正逢周末!!%$$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暨第九届中国-海口.国际旅游商品
交易会迎来了参观高潮! 记者在会场现场
看到!因为距离市区路程较远!大部分参观
者是以家庭自驾形式前往! 体博会上处处
闪动着合家欢的场面$

欢呼声最大的当属特色旅游赛事活
动展区!几个大大小小的蹦床让孩子们找
到了在游乐场的感觉!%爸爸妈妈!看我跳
得多高啊/ &%加油/加油/ &每个蹦床上都
挤进了五六个孩子! 大家你上我下地跳
着!有些小一点的孩子被震得在床面上左
摇右晃!却还一脸享受地笑容!憨态可掬
的样子引得旁人忍俊不禁$ 此外!展厅一
角一溜排开的墨绿色露营帐篷也让孩子
们倍感好奇$

同在这个展区的房车及露营地项目
展区+国际航空运动项目展区和水上运动
项目展区则让成年人感觉新鲜$ 房车外观
简单朴实!内部却大有乾坤'红木材质装

裱的内壁+橱柜!同时容纳卧室+餐厅+洗
手间却不显局促!通透的大玻璃窗使车厢
内部光线充足!又能让沿途的风景尽收眼
底$ 活跃的年轻人在房车内外+游艇上下
呼朋引伴!憧憬着自己外出度假时的美好
画面$

设置在序厅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展馆!

以蓝色玻璃做底!体现海南的蓝天碧海!绿
色织物和小沙堆模拟出高尔夫球道!(印象
海南岛)中的绿椰人穿梭其间,在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展区!黑龙江+天津+湖北等
$5个省市自治区展团制作了体现当地风情
的实景展板! 山西展团里高挂的大红灯笼
惹人喜欢! 江苏展团则架设了一道立体的
古城墙模板! 内容丰富的场景让很多市民
驻足与家人合影留念$

第一次到海南参展的某赛艇项目负
责人严蓉晖对记者说!该品牌游艇刚进入
中国市场半年多!在北京+天津+广州参加
过一些推介活动!但都是比较专业和小众
的会展!今年到海南参加中国体育旅游博
览会!感觉展会涵盖了多个层次!吸引的
观众也很多样!%游艇是一种非常适合家
庭的体育旅游项目!今天会场上这种合家
欢氛围!能让游艇项目更容易被普通市民
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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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钓协会今天举行冬季海钓-船钓.交
流活动$ 此次活动也是海南省海钓协会获批
成为休闲渔船改造试点单位! 并完成了首批
休闲渔船的改造后! 启动休闲渔船试运营的
首航活动$

海南省海钓协会成立后! 在休闲渔业推
广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据了解!

!%$%年 7月!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海南省
海钓协会进行休闲渔船改造试点工作$ 海南省
协会委托海之约海钓旅游有限公司!对两条渔
船进行休闲渔船改造$ 渔船于今年 9月完成改
造$ 有关部门对船的相关技术指标及安全设备
进行了检验!认为这两条休闲渔船各项要求均
达标!可以进入试运营$

!%多名海钓爱好者今天获邀登上休闲
渔船! 他们在海口港附近海域尽情体验了海
钓的乐趣$活动中还举行了船钓比赛!个人总
重奖+ 个人单尾奖和综合鱼单尾奖得主获得
了丰厚的奖品$此次活动由海南省海钓协会+

海南钓鱼网主办$

defghije

ÓÔÕÖ×ØÙÚ

ÛSTU"�ÜÝ

!!

!

!"

"Þ "#$

67! 中国女排 $6日轻松横扫老对手韩国
队!积分稳居三甲之列!并确保能够以积分榜
前三的位置杀入最后一轮在东京的比赛$ 三
局的比分为 !&'$!+!&'9和 !&'$'$

世界杯比赛采取循环赛制! 总积分前三
的球队将直接获得伦敦奥运会门票$ 此战之
前!中国队积 $'分!列第三位,而韩国仅积 :

分!已经没有直接进军伦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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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省体
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游泳救生员.培训班今
日在海口结束!来自全省各地的 !:名学员参
加了本次培训$

据了解! 这些学员将参加国家体育总局
的考核! 合格者将成为我省首批获得国家认
证的游泳救生员$ 本次培训由海南省体育行
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负责! 邀请我国资深游泳
救生专家+ 广东海洋大学鹿徽副教授对学员
进行指导$ 鹿徽说'%游泳救生员资格证书今
后都由各省的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负责
考核和颁发! 以前由国家游泳协会颁发的救
生员证同时废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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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 中国海南省和韩国济州道青少年足球
交流活动近日在三亚结束$ 我省三亚一中队
和嘉积中学队在与对手的较量中! 取得了一
胜一负的成绩$

这是我省中学生足球队在和韩国济州道
青少年队交手 5年后!首次收获胜绩$本次活
动自 !%%&年开始!双方交手近 !%场$本次活
动由海南省教育厅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