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月岭
邀月岭森林旅游文化园区，枫

木镇木色湖北部，景区面积约 2100
公顷。邀月岭脚下有木色湖、雷公滩
两座水库，山顶有约 20 公顷的原始
高山草甸，海拔 788.3 米，为琼北地
区最高峰。 邀月岭是一处尚未开发
建设，原汁原味原生态，原形原貌原
生境，山水共融，热带动植物丰富的
自然生态处女地。

邀月岭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 占据海南国际旅游岛高速公路
“田”字格交叉中心，与海南岛 70%
以上市县的距离不到 1 小时车程；
将来，该景区 50 分钟可到达周边三
个国际、国内航空港，必将深受岛内
外游客的青睐。

邀月岭是一个水陆空立体景
区， 未来打造国家 AAAAA 景区，
海南国际旅游岛琼北旅游目的地。
这里有高山露营基地、 高山滑草场
地， 祈福婚典圣地、 徒步登山比赛
地，动力伞训基地，山地自行车及自
驾车营地，养心养生休闲度假福地。

“驴友”在邀月岭的高山草甸上
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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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心灵放牧的地方
屯昌县位于海南

岛中部偏北，地处五指
山北麓， 南渡江南岸。
北距省会海口市中心
85 公里，东与定安、琼
海接壤， 南与琼中交
界， 西北与澄迈毗邻，
是琼北台地进入五指
山区的咽喉。是海南纵
贯南北、横越东西的交
通枢纽。

屯昌，海南岛中部
璀璨的“明珠”，一个旅
游、休闲、养生的天堂，
一个可以让心灵放牧
的地方。 这里碧空如
洗、风和日丽；这里青
山环绕、 绿水萦回；这
里交通便利、 四通八
达； 这里民风淳朴、热
情好客……

未来海南旅游第三极

木色湖波光潋滟， 湖畔芳草葱
翠，远处群山环绕。 镶嵌在海南五指
山北麓的这一泓碧水， 犹如母亲甘
甜的乳汁， 岁岁年年深情滋养着屯
昌大地。

屯昌的旅游资源丰富， 极具开
发前景。 现重点建设木色湖风景名
胜区、加乐潭旅游度假区、汇丰休闲
农业示范园三个景区。 木色湖风景
名胜区景色优美、动植物资源丰富，
区内有 800 多种珍稀树种。 屯昌将
木色湖风景名胜区规划定位为适宜
发展旅游度假区酒店、高尔夫运动、
度假公寓、水上娱乐设施、山地自行
车运动、 休闲露营等产业项目的景
区； 加乐潭旅游度假区位于屯昌北
部，景区主要以“田园野趣、山地健
身、度假天堂”为主题，其中以“山
水休闲、漂流历险”等为特色的家庭
农庄度假区、 水上运动和山地健身
休闲区，建设前期工作已经启动。

此外， 屯昌其他旅游资源还有
龙州河生态休闲观光区、 羊角岭水
晶矿遗址旅游区、 卧龙山旅游度假
区、石峡海瑞祖居、南吕岭山地探险
旅游区、洪斗坡白鹭鸟乐园、雨水岭
避暑山庄、 南坤民族风情旅游区等
旅游风景区。

今年， 屯昌将重点实施和打造
琼北第一峰邀月岭景区， 这是一个
水陆空立体景区， 未来打造国家
AAAAA景区， 海南国际旅游岛琼
北旅游目的地。 这里有全省唯一的
高山露营基地、高山滑草场地，祈福
婚典圣地、徒步登山比赛地，动力伞
训基地，山地自行车及自驾车营地，
养心养生休闲度假福地。

屯昌县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一旦邀月岭
景区建成， 琼北地区旅游聚焦点将
是屯昌。

旅游专家认为， 屯昌只要在打
造旅游目的地建设过程中， 把旅游
小镇、 旅游景区和旅游网络体系作
为建设重点，不断完善食、住、行、
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不断完善旅
游配套设施等， 将来的屯昌将成为
海南旅游第三极。

“田”心公园放牧心灵

当前屯昌县正面临着新的发展
机遇。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以
及海南中部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
中部地区正在迎来新的开发建设热
潮。 海口至屯昌高速公路 2012 年
年底通车后， 屯昌至海口行车时间
缩减到 40分钟，其便捷和安全程度
大为改善； 万宁市牛漏镇经琼中县
乌石镇至儋州市那大镇高速公路项
目前期工作也已启动， 届时屯昌将
处于海南“田”字型高速交通路网
的中心位置。

屯昌县位于海南中部偏北，是
海南岛纵贯南北、 横越东西的交通
枢纽， 行车 2 个半小时可到达海南
任何一个市县，处于海南“田”字型
高速交通路网的中心位置。 立足丰
富生态绿色和田园风光资源， 屯昌
提出了“屯昌，一个让心灵放牧的
地方”的理念，坚持打造“三城二区
一中心”的发展格局，全面融入省
会经济圈。

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 屯昌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更具活力。 近
年来，屯昌县委、县政府按照“生态
立县、开放强县、产业富县、科教兴
县”的发展思路，坚持打造“三城二
区一中心”的发展格局（即打造宜
商宜居省会卫星城、文化艺术新城、
生态科技产业新城， 构建生态休闲
旅游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培育中部
商贸物流中心）， 全面融入省会经
济圈。

如今，屯昌提出了“屯昌，一个
让心灵放牧的地方”的理念，立足
丰富生态绿色和田园风光资源，推
动中部美丽乡村建设， 做好以木色
湖风景名胜区、加乐潭旅游度假区、
雨水岭文化教育产业园为龙头的休
闲、旅游、度假大文章。

如今，只要走进屯昌的乡村，可
见到文化室、广播室、排球场、健身
场，环布其中。 孩童在操场上嬉戏，
老人在树荫下闲谈，其乐融融。村前
旷地，阡陌交错，果蔬飘香，红绿相
映，牧童欢笑，农人忙碌，鸟雀穿梭，
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
象。

多年来，绿城休闲农庄、汇丰休
闲农业示范园等旅游休闲场所开业
运营； 海口至屯昌旅游专线正式开
通，屯昌侯臣咖啡文化园、游客到访
服务中心、 木色湖休闲露营基地等
旅游服务设施建成使用， 旅游环境
得到初步改善，并荣获了“中国健
康养生休闲旅游名县”和“中国魅
力乡村休闲旅游名县”称号。

琼北旅游的憩息地

在屯城附近有一家名叫汇丰
休闲农业示范园的农家乐。 园区
占地面积约为 1000 亩， 是一个
以农业生态开发为核心， 有机瓜
菜种植，有机农产品观光采摘，水
产养殖，结合垂钓、餐饮、休闲度
假、 会议接待等诸多功能为一体
的休闲农业示范园区。 园区分为
有机瓜菜示范种植采摘区、 热带
风光观光区、 养殖垂钓农家乐餐
饮服务区、旅游休闲度假区。另外
还环绕园区设计了两条骑游线
路。

1、 有机瓜果示范种植采摘
区：

位于东部，紧邻海榆中线，主
要包括有机瓜菜种苗繁育、 示范
种植，游客观光采摘。

2、热带风光观光区：
位于西北部， 占地面积 21

亩。主要借助吉安河的景观，种植
热带地区的花卉、 树木及热带水
果，建设一条热带风情街，供游客
在观光的同时品尝热带水果和饮
品，尽享热带风情。

3、农家乐餐饮服务区：
在垂钓园周围建设具有当

地特点的农家乐餐厅。 供游客品
尝远近闻名的屯昌黑猪肉、屯昌
阉鸡、香草鹅及园区自产的有机
蔬菜和海南药膳菜肴等特色餐
饮。 农家乐建筑面积 1600 平方
米，可同时容纳 800 人就餐。

4、旅游休闲度假区：
位于东北部， 东部紧邻吉安

河。主要接待旅游度假、会议接待
及娱乐休闲服务。

(宝光 王先)

权威
报告

世 界 旅 行 旅 游 理 事 会
（WTTC）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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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
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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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屯昌县委宣传部提供)

汇丰休闲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