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 海棠湾只是南中国海之滨默默无闻的一
片海湾。 那时，“中国有个海南岛，海南有个蜈支洲岛”
口口相传。 殊不知，这个蜈支洲岛就在海棠湾内。

如今，世界旅游旅行界的“奥运会”———世界旅
游旅行大会（WTTC）选择在这块热土召开。

这种热捧的转折点来自 2007 年 5 月 26 日，海
南省建设厅正式批复同意概念性总体规划， 海棠湾
定位为“国家海岸”。

从这一年开始，“国家海岸” 以一点、 一带、三
区、六片、五楔的规划，力将海棠湾建成世界级的国
际休闲度假区。 2013 年，海棠湾全湾区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24.5 亿元， 连续二年年度总投资超百
亿元大关。 2014 年，海棠湾固定资产投资年度计划
核准投资 117亿元。

强大的资本力量给海棠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
化。 全球最长滨海酒店带、全球最大免税购物中心、
世界一流亚洲顶级的游艇基地、 中国综合配套最齐
全度假区……海棠湾引来无数“猜想”。 一站式度假
生活，世界级悠然体验，就是国家海岸的未来。

国家海岸，
旅游业态除了酒店还有什么？
海棠湾，海岸线长 22公里，是亚龙湾的 3倍之长。
按照规划，未来共有 32 家超五星级国际品牌酒

店入驻海棠湾。 截至目前，在海棠湾 22 公里的海岸
线上，包括万丽、洲际、威斯汀、豪华精选、喜来登、康
莱德、希尔顿逸林、凯宾斯基、海棠湾 9 号温泉度假
酒店等完全开业， 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上一片重要

的滨海酒店板块。 也正因此，WTTC相中了海棠湾。
每一家酒店都以独特的设计、舒适的环境、专属

的私密海滩而为游客所喜爱。 但如果全球最长滨海
酒店带的功能仅限于观海入住，不免有些可惜，少了
些许刺激。

上海复星集团与柯兹纳国际控股有限集团
（Kerzne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合
作， 在海棠湾投资建设一座亚特兰蒂斯酒店及海洋
公园。 去年底，这个投资逾百亿元的项目已开工，预
计 2016年建成。这是世界上继阿联酋迪拜和巴哈马
后第三个、也是中国首座亚特兰蒂斯酒店。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及海洋公园集娱乐、 购物、
特色美食、演艺、国际会展及特色海洋文化、丰富
的海洋乐园体验于一体，占地 806 亩，预计 2016
年开业。

酒店建成后， 豪华客房数量预计达到 1300 间；
消失的密室（水族馆）拥有超过约 3800万公升的水
和超过 60 种的独立展品；设有水上冒险乐园、珊瑚
礁湖、海底隧道、过山车、海豚湾、水族实验室研究和
学习中心、露天剧场、商店及娱乐、会议及宴会设施、
亚特兰蒂斯餐饮等。

设想一下，未来当你来到海棠湾亚特兰蒂斯，将
会有超过 3500名包括海洋生物学家、顶级大厨在内
的专业员工为你服务。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除了亚特兰蒂斯， 海棠湾还配备几个不同类
型的主题公园， 包括国家海岸湿地公园、 梦幻不
夜城、 蜈支洲岛热带海岛乐园等， 形成海南设施
最完备的度假湾区。

6万平方米，
全球最大“免税城”即将开幕
4 月 9 日，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在博

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海南将扩大免税购物规模，三亚
免税店将由市内迁至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 面积由
1万平方米扩大到 6万平方米。

被业界称为“免税城”的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
开业时间基本上确定为今年 8月份。

6 万平方米， 仅仅是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的免
税商品经营部分。事实上，它的商业营业面积总共达
到 12万平方米。 目前，有购物天堂美名的迪拜机场
免税店零售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 海棠湾免税购物
中心相当于其两倍， 投入运营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免税购物中心。

旅游加购物，已成为三亚的一张招牌。去年海口、
三亚免税店共接待游客 110万人次， 销售总额近 33
亿元。离岛免税政策是国际旅游岛政策中含金量最高
的政策之一，自 2011年 4月 20日正式实行。 目前，
国内只有海南享有这一政策，由于免税品比国内相同
商品价格低 20%-30%左右的价格优势，吸引了大量
游客至海南购物旅游。 节假日和旅游旺季时，常出现
万人逛店购物的盛况，增强了海南旅游的吸引力。

从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建设规划来看， 其秉承
“对标国际、世界一流”规划建设思路，以“海棠花”
为主题，建筑风格时尚、梦幻、典雅，将集购物、娱乐、
餐饮及海南文化展示等多种业态于一体， 为消费者
提供更加温馨舒适、人性化的购物环境。

包括迪奥、巴宝莉、宝格丽、卡地亚等数十家国
际一线顶级奢侈品品牌商、 全球知名企业均已签约
进驻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

据介绍，自 2010 年 11 月中国国旅集团与三亚
海棠湾管委会签署“海南国际免税城”项目协议之
后，总投资超过 50亿元的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就成
为海南省的重点项目，受到海南省、市两级政府的高
度关注和支持。

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将成
为中国免税商业史上汇聚国际顶级品牌最多、 档次
最高的大型免税购物主题商场， 将带动和提升中国
免税行业整体的品质、规模以及综合运营能力，成为
三亚又一个地标性建筑， 以及海南国际旅游岛独具
特点和活力的综合旅游目的地。

抢滩“水上黄金”，
建世界一流游艇基地

除了 22公里海岸线，海棠湾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总长 14公里的原生态内河水系，总面积 8 平方公里
的潟湖以及丰富的湿地资源， 这些都是比肩世界著
名滨海旅游度假区的国家稀缺性旅游资源。

如此多样的水系资源， 成为海棠湾进军世界一
流、亚洲顶级游艇基地的先决条件。

2013年三亚出台了《三亚市游艇产业及游艇码头
布局规划》。《规划》指出，为加快发展游艇业，规划三
亚的游艇码头布局结构为“一带五湾，一心三基地”。

五湾中， 海棠湾为东边首位， 向西分别是亚龙
湾、三亚湾、红塘湾和崖洲湾；规划明确，这 5 个湾区

是三亚游艇码头布局的主体， 根据城乡空间总体布
局结构和陆域用地空间情况， 相应设置与陆地功能
相匹配、 配套服务设施和服务对象各有侧重的游艇
码头，形成特色的游艇码头。

三基地， 则为海棠湾铁炉港游艇基地与天涯景
区东侧肖旗港、崖州湾崖州中心港游艇基地。铁炉港
游艇基地位于海棠湾南端的铁炉港， 这里将设置干
泊位、游艇维护中心、船具店和口岸联检等设施，形
成维护、保养、培训等各类设施齐全的服务基地。

游艇业历来被称为“水上黄金”。在传统景区、景点
旅游、品尝海鲜等方式之外，游艇业能培育出新的消费
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除此之外，发展游艇业能带动当地
的住宿、餐饮、游艇码头、游艇会展、水上娱乐、游艇维
修保养等多个配备产业的发展。 三亚发展游艇业虽然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优势， 但游艇从业人才的奇
缺和管理法规不能及时到位却成为游艇业的“软肋”。

海棠湾目标直指世界一流亚洲顶级的游艇基
地，大量的游艇管理、维护、驾驶、服务、销售、策划等
专业人才的参与必不可少。 海棠湾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除了引进人才，另一方面，海棠湾内创业孵
化基地也将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入驻， 促进技术成果
产业化，为游艇业发展储存后备技术力量。

一站式度假生活，世界级悠然体验。 “海棠湾时
代”已经开启，免税购物游、婚庆游、会议奖励游、五
星酒店游、医疗保健游、高尔夫游、游艇游、主题公园
游、文化演艺游……海棠湾，已渐成海南旅游业态最
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海棠湾，将呈现给世人更多的精彩与想象。
(凌志 志龙)

海棠湾“国家海岸”

从默默无闻的海湾到初具规模的顶级度假区，从第一家酒店开张到规模业态群，从大 S 的世纪婚礼到世界旅游旅行
大会，海棠湾引领的“一站式度假生活，世界级悠然体验”引来无数想象

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
一期国际购物中心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 项目

于 2014 年建成后， 将会是全世界以免税为主题的
商业城中规模最大的。 设计概念来自三亚的大自然
景观，把整个购物中心分为海、棠、花、果和大自然
这五大区块。 同时设计师也把这几个自然的元素融
入购物中心的设计中。 让顾客在里面购物时也可以
感受到海洋的生机、花卉的清新和果实的甜美。

蜈支洲岛———
又称“情人岛”，面积 1.48 平方公里，旅游资源

丰富，有沙滩、浴场、娱乐场、妈祖庙，以及 2000 多
种植物。 岛的周围有五分之四的海域生长着多达
260 多种千姿万态、色彩斑斓的珊瑚，形成了奇特的
海底世界。 已建有完备的旅游度假设施，是度假、休
闲、避寒、冬泳、潜水、娱乐的理想去处。

电话：0898-88751256

南田温泉———
号称“神州第一泉”，是海南省有名的温泉，坐

落于海棠湾金三角上。 这里已规划成南田温泉国际
热带风情旅游城，并将建设成东南亚一流的旅游观
光度假胜地。 南田温泉平均水温 57.6 摄氏度，属低
温温热矿水。 南田温泉和湾坡温泉水中含有益人体
健康的硫化氢、氮、偏硅酸、锂、锶、氢、锰、锌、砷、氟
等气体和矿物质元素，来这里休闲娱乐，泡一个天
然温泉，将是您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

神泉国际高尔夫球会———
是一家按 PGA 标准建造的岛内少有的山地型

36 洞休闲度假型锦标赛级球场，与闻名遐迩的南田
温泉“神州第一泉”为邻，是一个集高尔夫、温泉、五
星级酒店、高档别墅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电话：0898-88817666

《海棠秀》———
大型原创音乐制作秀“海棠秀”，由澳大利亚著

名的国际级导演盖尔·爱德华兹指导， 并由国际顶
级创作团队打造，作为一部富含中国元素的世界级
驻场秀， 目前已成为海南旅游度假文化的新地标。
短短 80 分钟， 在由炫妙灯光和高科技舞台技术编
织出来的深海幻境里，一路徜徉完美爱恋。

电话：0898-88638888

海棠湾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作为豪华精选品牌中国区第一家度假酒店，豪

华精选度假酒店拥有 142 间精致典雅的客房，18 栋
静谧奢华的别墅。 全日餐厅为您提供纯正的意大利
美食意式加州菜肴和本地美食。 豪华礼宾等特色服
务引领宾客感受旖旎的热带滨海风光及原汁原味的
黎苗风情，呈现多姿多彩的度假内涵。

电话：0898-3885 9999
网址：luxurycollection.com/royalbegonia

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 500 间宽敞明亮的客房，包括 40 间套

房， 均配备私人阳台；4 个餐厅和 2 个酒吧开启本地
美食、中式佳肴、全球精选、生猛海鲜的饕餮之旅；21
个水疗护理的水疗中心是放松身心， 重焕活力的绝
佳之选；5 个室外游泳池面积共达 2100 平方米；健身
中心，儿童俱乐部，水上活动中心，游戏室，网球场等
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电话：0898-3885 1111
网址：www.sheraton.com/sanyahaitangbay

海棠湾康莱德度假酒店———
101 套装饰奢华时尚的欧式私家别墅及客房，尽

揽南中国海的迷人海景以及热带景致。 4 个餐厅及
酒吧，带您探索完美的世界美食之旅。 丰富多彩的娱
乐生活及康乐设施为您的假期增添无限惊喜， 专有

的豪华宾利车带您领略本地风情，唯您独享。
电话：0898-8820 8888
网址：www.conrad.com.cn/sanya

海棠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拥有 463 间宽敞舒适的客房，充裕的会议场地，

1290 平方米的宴会区域及诸多户外场地加之完善的
设施设备，让您的会议旅程更加轻松自如。 更有丰富
多彩的康乐设施及活动可供选择。

电话：0898-8882 6666
网址：www.doubletree.com.cn/sanya

海棠湾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酒店由主楼群、奢华“国玺”别墅、会议及宴会中

心、水疗康乐中心四大部分组成。 花园内 11 座中华
拱桥尽显颐和园及江南园林之文化意境， 客人在游
园散步时品味江南园林的声韵；1200 米长的海水河
道蜿蜒环绕葱郁茂盛的热带园林及酒店楼群。 河道
沿途风光旖旎，客人可在酒店大堂乘船抵达客房，尽
享河岸风光。

电话：0898-8865 5555
网址：www.kempinski.cn/zh/sanya

海棠湾万丽度假酒店———
万豪集团旗下品味生活品牌中国旗舰度假村，

507 间时尚精品客房，10 栋临海新古典泳池别墅，7

间餐厅与酒吧饱尝创意盛宴， 超万平方米环礁湖星
光泳池畅泳无限，童星乐园亦学亦乐，泉 SPA 及健身
中心助养身之旅，更有 3000 平方米创意空间满足商
旅需求，海珍爱婚礼成全完美人生，细微之处尽显万
丽独特品位，大气之势更现壮美盛世。

电话：0898-3885 8888
网址：cn.renaissancesanya.com

海棠湾洲际度假酒店--
由 300 套全海景尊贵客房主楼和 38 栋纯海景

别墅组成的超五星级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国内独有
的海洋世界、汇集各式风味美食的餐厅、酒吧和咖啡
厅 、 配有先进视听和会议设备的多功能会议室和
1200 平米宴会厅、顶级 SPA 水疗中心以及超大面积
滨海草坪等配套设施， 是旅游度假和举行会议庆典
的首选之地。

电话：0898-8865 8888
网址：www.syxtf.com

海棠湾威斯汀度假酒店———
紧邻海棠湾国际购物中心， 拥有 448 间客房和

别墅， 每间都精心设计并拥有超大观景台及迷人园
林景观或海景， 并配备了令人彻夜酣眠的威斯汀天
梦之床。 设有 10 个独立的会议与多功能空间，完美
契合宾客的所有需求。 天梦水疗给您抚慰心灵、舒缓
身心的护理体验。 酒店还设有儿童专用泳池，让孩子
们无忧玩耍。

电话：0898-8865 9999
网址：www.starwoodhotels.com

海棠湾 9号度假酒店———
拥有 449 间雅致客房及套房，9 个主题餐厅、酒

吧及酒廊，每日演绎缤纷时尚美味，融汇亚洲和西式
饮食精华。 灵活的 1080 平米无柱式大宴会厅，10 个
多功能厅以及商务中心是高端会议、 展会及主题晚
宴的最佳场地。 酒店户外宴会草坪面积共计 7000 平
米，最大草坪面积为 3500 平米，是社交活动、庆典以
及团队拓展的完美场地选择。

电话：（86）898 3888 8855
网站：www.glorahotels.com/hbgsha

海棠湾蜈支洲岛珊瑚酒店———
拥有 256 套超五星豪华客房，空间宽敞，景色优

美。 每个房间均设有观景窗并配备私人露台，将壮阔
的海洋景致尽收眼底。 豪华复式套房坐拥完美海景，
配备 2 间卧室以及私人海景泳池。 酒店拥有七间特
色餐厅及酒廊，时尚入流，中西合璧。

电话：0898-8885 3666

超星级滨海酒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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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湾豪华精选度假酒店见证一生一世。

海棠湾凯宾斯基酒店里的运河。

海棠湾希尔顿逸林酒店的诱人泳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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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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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游购娱

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海洋餐
厅的海水隧道里， 游人们感受着神奇的
“海底世界”。 乐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