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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幸福家园 游客度假天堂

地处北纬十八度
的南海明珠海南岛，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每年吸引着数千
万人次的中外游客
到这个美丽的海岛
观光休闲。

2009 年， 中央
政府赋予了海南建
设国际旅游岛这一
历史使命，要把海南
岛建设成为国际一
流海岛休闲旅游目
的地。

如何出色完成
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一
国家战略？ 海南通过
实践找到的答案是：
科学发展 、 绿色崛
起，最终将国际旅游
岛建设成为中外游
客的度假天堂和海
南人民的幸福家园。

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南海明珠的
美丽就逐渐开始被世人认可，成为全国
七大旅游区之一。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后， 旅游业获得快速发展， 尤其是
2009年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
国家战略后， 海南旅游业更是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担负着中国旅游
业改革创新试验区的重担， 加快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 从观光向度假休闲产
业转变。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认
为，海南已经具备建设海岛休闲度假旅
游目的地的优越资源和较好产业基础，
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海南的环境、资源和
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旅游消费需
求，推动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
上规模、上水平、增效益；同时，以国际
化为导向， 优先发展提升热带度假休
闲旅游业，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海岛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围绕着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海岛旅
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按照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 海南在推进旅
游业的发展中注重把握好三方面原
则：绿色生态原则，即通过科学规划、生
态保护、绿色开发，统筹城乡发展，提高
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
现景区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存，公共设施
和公共服务自由共享；健康休闲原则，
即围绕建设一流的休闲度假胜地目
标，进一步丰富康体、养生、生态、休闲
等现代人关注的健康休闲旅游产品。
同时，加快滨海度假旅游产品升级改造
步伐；规范服务原则，即积极推进旅游
服务标准化工作， 加强从业人员的职
业道德和业务技能培训， 推进旅游风
险保障体系建设等， 不断提高游客满
意度。

海南百姓的幸福家园

旅游业被公认为是低能耗、低污染
绿色产业。 围绕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绿
色崛起，全面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部
署， 作为海南最具优势和特色的旅游
业， 如何更好地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把海南打造成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和
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

海南旅游业要更好地发挥其资源
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
合效益好，以及在保增长、扩内需、调
结构、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既要
把海南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 又要让国际旅游岛建
设更好、更多地惠及全省人民。

“一个当地人民没有幸福感的旅游
目的地，绝不可能成为度假天堂。 ”陆
志远认为，要提升当地人民的幸福感，
必须保护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
人文资源，增加其就业率和收入水平。
要通过科学统筹城乡发展， 科学规划
旅游线路和开发产品，形成产业群，延
长产业链，推动、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同时，通过促进旅游业与其
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促进当地居民调
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产
业发展之路。

与全国不少地方推出“农家乐”旅
游，以此带动农民致富不一样的是，针
对海南的特色、特点和优势，海南开创
性提出“大区小镇新村”的新型旅游发
展模式，即大景区带动风情小镇建设，
进而带动附近特色乡镇的发展。 一方
面， 可以依托大景区较高知名度的吸
客效应，带动风情小镇的发展；同时，
特色风情小镇的发展，又可以与景区互
为呼应，让游客更多地体验和感受海南
本土特色文化， 解决观光型景区在休
闲、度假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在这种发
展模式中，当地老百姓不再仅仅只是提
供农家饭、农家乐，而是作为本土文化
的传承人， 使自己的幸福家园同时成
为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把海南百姓的憩息地打造成为生
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
祥和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实现发
展成果共享。 ”陆志远表示，要通过积
极发展乡村旅游， 加强对农民自办旅
游的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加大对乡
村旅游发展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
带动更多的农村从业人员参与到旅游
活动中来。

和谐的海岛度假胜地

“如果说打造度假天堂，是对中外
游客、 针对海南独特的休闲度假旅游
资源而言；那么建设幸福家园，就是对
海南人民、 针对海南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发展而言。 ”陆志远认为，二者在本
质上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相
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个成
功的度假天堂， 一定也是当地百姓的
幸福家园。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什
进村， 这样一种和谐发展理念正在得
到实践。

两年前还是一个贫穷黎村的什进
村，现在沿途绿树成荫，两排黎族风情
浓郁的别墅掩映其中。 三层别墅，除了
自己住， 还可以拿出两间作为客栈经
营，所得收入全归村民。 村民现在除了
不能在新房的院子里养猪，生活还和原
来一样，基本农田耕地都保留了。 在这
里，村民深度参与旅游开发：当员工、分
楼房、管理客房。

为了让村民能够更适应现代旅游
开发， 省旅游学校专门针对什进村村
民开设了培训班， 让这些村民学习基
本的客房管理、餐饮知识等。

琼海在建设田园城市基础上，今年
正式提出打造全域 5A 景区， 以形成
“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
点、人人是导游”的旅游新格局，贯穿
全境的 300 公里旅游慢步绿道， 既是
百姓出行的交通设施， 更成为游客骑
行田园乡间的美丽景观道路。 在博鳌
天堂小镇，地方政府与旅行社联手，推
出“高铁 + 骑行”旅游新产品，吸引游
客骑行美丽乡间， 感受海南美丽的田
园风光、悠闲纯朴的当地民风民俗，不
但成为一种旅游新业态， 更成为当地
老百姓向游客展现幸福生活、邀请游客
体验自己幸福生活的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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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 （WTTC）
《海南旅游经济发展报告书》：

旅游业对于海南省来说越来
越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 目前，
海南省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可有效支持中
长期增长。 海南省政府清楚地认
识到旅游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贡献潜力。 根据海南国际旅游岛
的发展规划， 海南省的发展速度
将非常快。

旅游预计要成为海南的头号
出口部门，带来最多的外汇收入。
旅游可使海南经济多元化， 激励
创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促进投
资并创造大量的可持续就业岗
位。 此外， 旅游能推动当地社区
的发展，有助于减贫，这一作用受
到广泛认可。

海南省政府清楚认识到旅游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
重要性， 同时也看到了有必要确
保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以造福本
地居民并支持全省的经济成长。
旅游的战略重要性要让各级政
府、 业界以及本地居民都充分认
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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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海口火山口体验农家乐趣。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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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旅游岛：
一方面，按照国际化标准，把海

南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 成为全国人民的四
季花园； 一方面， 不遗余力改善民
生，加强社会管理，让全省人民及时
享受到国际旅游岛发展的实惠。

大区小镇旅游发展新模式：
依托大景区较高知名度的吸客

效应，带动风情小镇的发展；
特色风情小镇的发展与景区互

为呼应， 让游客更多地体验海南本
土文化；

当地老百姓不再仅仅只是提供
农家饭、农家乐，而是作为本土文化
的传承人， 使自己的幸福家园同时
成为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全域 5A 景区：
运用建设 5A 景区的规划理念

及标准来美化优化全域风貌， 将琼
海建设成为风景优美、 城市乡村呈
现景区化的风情、景观和环境，拥有
景区化的绿道、资源和产品，具备景
区化的业态、服务和文化，展现景区
化的品牌、形象和魅力。

具体要求：全域风貌景区化、全
域旅游一体化、工程建设景观化、产
业发展融合化、服务设施标准化。

形象说法：全域是景区、处处是
景观、村村是景点、人人是导游！

国际旅游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