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 一体化：海口旅游华丽转身
拥有众多优

质资源的海口，近
年来重新做出定
位，并依此逐步进
行了转型升级，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行走在西海
岸，高端酒店鳞次
栉比； 乡村游、高
尔夫游，新产品层
出不穷；骑楼小吃
街、冯小刚电影公
社，一个个万人景
区接连涌现。 海口
旅游已由单一的
滨海观光旅游向
集观光游览、度假
休闲、户外有氧运
动、商务会展为一
体，乡村生态游和
自驾游为特色补
充的复合型休闲
度假旅游转变，正
在形成观光、度假
和特色旅游互促
共进的产品结构。

新旅游吸引物抓眼球

4月 1 日开业以来，海口东寨港红
树林旅游“火”了。

“清明节和五一节之间是海口传统
的旅游淡季， 但今年海口的旅游市场
却呈现出淡季不淡的现象。 ”海口万众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炬认为，主
要原因就是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的
开园，东寨港红树林游的异军突起。

“这个景区未来的建设目标是 5A
级乡村旅游景区。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未来的东寨港红树
林将与观澜湖、火山口遥相呼应，成为
海口的三大品牌旅游项目之一。 按照
海口为东寨港红树林旅游画出的 “蓝
图”，未来这里将划分为 9 大旅游功能
分区，现在红树林湿地森林小镇、红树
林乡村旅游区、 演丰风情小镇 3 个旅
游项目已经落地。

红树林乡村旅游区仅仅是海口为
旅游提质升级所做的努力之一。 以往，
因为缺乏强大吸引力的景区，游客到海
口只是过站，导致海口接待游客人数不
低，但旅游消费却不高的反差。 “海口
旅游要改变这种局面， 实现跨越式的
大发展， 关键在于抓大型景区建设和
进行城市旅游化改造， 只有这样才能
把游客吸引来、留得住，海口旅游才能
活起来。 ”

据了解，除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
外，观澜湖冯小刚电影公社及兰桂坊将
相继在今年投入运营。 此外，长影“环
球 100” 电影主题公园已于日前动工。
同时，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新区项目
也正在加紧施工中。海口市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口将通过精心打造新的
景区和改造提升旧有的景区，进一步拉
动南北旅游产业格局平衡发展。

新业态构筑吸引力

海口旅游业界人士认为，要将游
客的脚步留住留长，仅仅靠精品旅游
景区还不够。 海口的决策层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因此在制定关于旅游产业
发展的“十二五”目标及内容时，提
出海口将大力发展邮轮旅游、康疗旅
游、会展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时尚购
物旅游、 乡村旅游等线路和产品，通
过开发多元化的新产品和摧生旅游
新业态带动海口经济发展。

正是在这一既定目标的指导下，
经过几年的发展，阳光高尔夫、逍遥自
驾游、游艇旅游、婚庆旅游、乡村旅游
等海口旅游新业态产品受到了游客的
追捧。4月 17日，2014中巡赛———美
巡中国系列赛本年度首场比赛———
观澜湖·海口公开赛在海口开战，这场
持续 4天的比赛又吸引了大批冲着赛
事而来的游客， 再次擦亮了海口的高
尔夫品牌。 到海口打高尔夫，如今已成
为国内外许多高球爱好者的选择，高
尔夫旅游已成为海口旅游产业的“明
星”。 目前，海南营业高尔夫球场中海
口就占据了一半， 以海口市区中心为
点的一小时车程周边，就有观澜湖、西
海岸、美视、东山、台达、美兰、依必朗
等设施完备的高尔夫球场。

此外，为了凸显与三亚旅游的差
异， 近年来海口还大力扶持乡村休闲
游，转化新农村建设成果。 经过不断挖
掘与推广， 目前海口具有接待能力的
特色乡村旅游点共有 36个，初步形成
以美兰滨海休闲游， 琼山红色和绿色
生态游、秀英火山古村落探秘游、龙华
历史文化游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如今每到节假日，海口的各个旅游
名村（点）都人满为患，乡村游、短线
游已成为本地居民的最爱。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董事长李
繁华说，过去海口及琼北旅游产品多
为传统观光型， 而伴随着国内人均
GDP 突破 5000 美元，沿海部分发达
地区突破 1 万美元，国内旅游市场已
经完成了转型升级，消费者对于旅游
产品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品
质、文化体验，对高尔夫旅游、生态旅
游等高端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多，近年
来海口根据市场变化引导产生的这
些旅游业态，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
始选择与喜爱海口旅游产品。

区域旅游一体化扭转格局

曾经，海南的旅游业界长期存在
“南热北冷”现象。 但是，这一格局在
今年得到转变。

海口市旅游委在 2014 年春节假
日旅游工作报告中提出， 从 2012 年
国庆开始，海口旅游开始转型，历经
2013 年春节、 国庆的磨练，2014 年
春节发生飞跃。 事实表明：省会经济
圈建设的理念和决策是正确的，琼北
旅游一体化使得海南旅游从“南热北
冷”跨越到“南热北暖”的新历史发
展阶段。

带来这一结果的原因正是包括
海口在内的琼北 8 市县进行了区域
性合作。“一家好不是真的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认为， 只有琼北旅游圈抱团发
展，走出与琼南旅游特色化、差异化
的道路，海口的旅游也才能“水涨船
高”。

为此，做为省会城市的海口积极
主动地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新政策，刺
激琼北旅游转型升级。 如海口新修
订了有关旅行社的奖励政策， 提高
了奖励标准，扩大了奖励范围，增设
了专题奖，尤其是增加琼北专线游和
会议引进的专题奖，极大地调动了旅
行社的积极性， 有 200 多家旅行社
开始积极设计琼北专项旅游产品，
或者在产品设计中兼容琼北旅游资
源。

区域融合的重要体现在旅游线
路的融合， 把不同市县的景点贯穿
起来， 这是打破市县区隔的典型体
现。 海口在对外营销推介中，主动推
介这些整合了琼北旅游资源的 “到
琼北过大年”春节旅游套餐、“快乐
车轮，徜徉琼北”五·一自驾游、慈孝
之旅等专题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
在海口的带动和影响下， 琼北各市
县相继推出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据统计，目前以海口作为始发地、落
脚点的琼北旅游线路就有 8 大系列
56 条线路。 （许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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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一次万年火山
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位

于石山镇，是中国火山类型最齐全、熔
岩隧道最多最丰富，全国唯一、世界罕
有的城市休眠火山群。景区内 30 多条
熔岩隧道，组成熔岩隧道洞穴群，犹如
地下迷宫，令人心驰神往。

逛一趟百年老街
海口骑楼老街是海口最具人文特

色的景观街道，集中分布于老城区的中
山路、得胜沙路、新华路、解放东路、博
爱路和长堤路。 在首届“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评选推介”中，海口骑楼老街以其
融汇欧亚建筑风格，演绎南洋欧亚混合
城市风貌的唯一性与独特性，而荣获首
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称号。

泡一次温泉水疗
海口的温泉资源相当丰富， 尤其

是热带火山温泉海岸，在国内首屈一
指。 海口的西海岸滨海沿线，温泉酒
店比比皆是， 其中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的火山岩矿温泉区，集世界五大洲不
同风格的温泉于一体。

打一场精品高尔夫
在滨海、湖畔、山地或园林高尔夫

球场中尽情挥杆， 尽享驰骋果岭的运
动激情 ！ 推荐球场 ： 火山地貌高尔
夫———海口观澜湖国际度假区；海岸
高尔夫———海南西海岸高尔夫俱乐
部、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夫球会。

品一次“红火美食”
来海口旅游，品尝一次正宗的海口

大餐是必不可少的行程。 尤其是东寨
港红树林海鲜， 全海南有名， 这里的
螺、贝、虾、跳跳鱼……全是生长在咸
淡水交汇处的红树林间，风味非常独
特。 还有火山口美食，最具代表的是
皮薄肉嫩无膻味的“石山壅羊”、黑豆
腐、燕稞等本地风味食品。

逛一趟海口“夜市”
在海口， 夜市已经成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 海口较大的夜市有白沙门
公园市民驿站风情街、明珠广场夜市、
府城夜市和海甸二东路夜市。 海口夜
市有得吃有得玩， 一定会让你满意而
归的。

淘宝海口
位于海运路的海南鼎臻古玩城是

海口最具本土特色、 综合性最高的古
玩市场。 汇聚以玉器、瓷器、黄花梨、
中国书画为主，包括各种古玩杂件、珠
宝、民间艺术品、民族工艺品、集邮、钱
币等上千个品种，形成以“古典文化+
当代艺术” 融合的文化艺术集聚地。

（许春媚）

更多旅游资讯
请登录海口旅游网

旅游
名村

海口气候宜人，空气中的负氧
离子含量是内陆城市的 15.5 倍，被
誉为“天然氧吧”。 这里的乡村稻田
和椰树相间，空气更加纯净 ，骑行
乡野 ，观鸟 、捕鱼 ，享用农家大锅
菜，这里的龙鳞地瓜、牧榕鸡、胡椒
干煸羊美味无比，这里的富硒水果
黄皮、荔枝让人大饱口福，还可以
住住农家小院，干干农活，偷得一
次浮生半日闲，多么惬意！

目前， 海口已评选出 20 个乡
村旅游名村（点），分别是龙华区遵
谭镇涌潭村，新坡镇斌腾村 ，龙泉
镇大叠村的龙浩生态农业观光园，
龙桥镇的海口羊山休闲公园；琼山
区三门坡镇龙鳞村 ， 大坡镇田心
村，红旗镇本立村，红旗镇岭门村，
三门坡镇大水村， 旧州镇堆插村，
红旗镇泮边村；美兰区演丰镇长宁
头村、禄尾村、山尾头村、明堂村；
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石山镇美社
村、美贯村、海口火山泉休闲农庄、
海口开心农场。 （许春媚）

游客在绿色中游火山口。
张茂 摄

热闹的海口骑楼老街。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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