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新 资讯

为“抢滩”夏季旅游市场

涉旅机构打出特惠牌
本报三亚 6 月 8 日电 （记者黄媛艳）一年一度

的高考将于 9 日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暑期出游
旺季。 记者今天从我省多家旅行社、酒店、景区获
悉，为“抢滩”夏季旅游市场，涉旅机构纷纷以特
惠为先，深耕岛内市场，设计出多样的旅游产品。

“高考之后，放松身心是很多家长和学生的选
择，今年我们通过设计山线、海线的产品，突出休
闲概念，整体价位在 399元至 999元之间，主打品
质特惠牌。”海南康泰国旅中国公民旅游中心总经
理何鹏透露， 该公司将为高考生减压视为产品设
计初衷，推出了陵水南湾猴岛与清水湾抓螃蟹、看
猴子、赏美食等线路。

落日时分乐逍遥
6月 4日，两位市民在夕阳中骑行。 高温时节，琼海市的人们三三两两在田野

公园边骑行观光边健身娱乐，享受夏日傍晚时分的凉爽和惬意。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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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下，中部热带雨林气候阴凉，游客进山养生成新时尚

我省中部游成高温下的“诱惑”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黄青文

通讯员 王国军 曹传佳

坐落在五指山主峰脚下的亚泰雨
林度假酒店昨天爆满， 热闹得如同春
节。 “五指山避暑旅游旺季提前到来。
现在海口、三亚天气都比较热，来五指
山避暑的客人很多。 近期每逢周末房
间都是爆满，需提前预定。 ”五指山亚
泰雨林度假酒店营销总监周丽告诉记
者，立夏以后，入住游客比去年同期多
了两倍。

昨天， 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景区和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共有四五千游客
进山避暑。 山东游客王安庆携一家 3口

在热带雨林吸氧避暑，他告诉记者：“海
南的空气好啊！ 绿树这么多，在山东那
边就没有。走进热带雨林里面都是树荫，
晒不到太阳，挺舒服的。 ”

五指山市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刘锐
告诉记者：“海南中部山区森林覆盖
率都达 80%以上， 生态环境优良，夏
季气候阴凉， 是全国游客首选的避暑
天堂。 高温天气让五指山旅游提前进
入旺季。 ”

进山避暑养生成新时尚

最近全国多地提前进入酷暑高温季
节，部分省市气温直线攀升，持续在 36
摄氏度以上，海南的海口、三亚等地也炎
热难耐。 但海南中部森林覆盖率高的山
区市县，山风习习，凉爽宜人，晚上睡觉
都不用开空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

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 中心区年平均气
温 19.7℃，最高月平均 23.9℃。 五指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负氧离子含量高
达 30000 个 /㎝ 3 以上， 年平均气温
22.4℃。 全国各地游客纷纷前来五指山
和保亭七仙岭避暑养生。

来自海口的陈廷福和 28 个同学
周末在呀诺达景区举行毕业 5 年聚
会。 他说：“天气太热了， 我们这次特
意选择来呀诺达避暑。 呀诺达的雨林
露营也挺好玩， 这次 5 年聚会特地来
山里体验感受热带雨林的凉爽， 体验
自然的魅力。 ”

生态环境好的酒店客多

“我在家一直咳嗽，来这儿第二天
就好了。 ”来自上海的客人邹先生长住
亚泰雨林度假酒店，他去年来过五指山，

这次是特地带夫人一起来五指山避暑
的。 他特别喜欢酒店的生态环境。 酒店
的住房依山势而建，在建设之前，用卫星
定位确定每棵树的位置， 设计时就避免
破坏生态环境，别墅之间铺木栈道，游客
仿佛住在森林中。

来自上海的王先生带母亲在明道
七仙岭温泉酒店连续住了 4 天,他说：
“在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 只要不在
太阳底下直接曝晒，也不觉得有多热。
酒店植被覆盖非常好， 走到哪都有大
树可乘凉！ ” 明道七仙岭温泉酒店用
地原为保亭水果农场， 故园密布高大
的荔枝、龙眼、槟榔、椰子等果树。 酒店
园区有 92 棵老荔枝树，320 岁高龄的
古龙眼树，3 棵 200 岁至 300 岁的古
荔枝树。 营销经理陈玉珠说，虽然现在
是淡季， 但酒店周末开房率仍然保持
60%左右。

戏水项目受欢迎

来自沈阳的游客赵博专门和朋友一
起,到呀诺达景区体验戏水项目。她兴奋
地对记者说：“呀诺达戏水很好玩很刺
激，这么热的天，下一趟水真的很爽快，
来对地方了！ ”

呀诺达景区的雨林沟谷常年流淌清
凉的泉水， 热带雨林涵养的清水冷如冰
水， 景区开发了很多戏水项目和拓展项
目，在夏季尤其受到全国游客的喜爱。

高温天气让五指山水满乡大峡谷漂
流成为受游客欢迎的热门体验项目。“今
天如愿以偿了，一口气漂了两次。惊险的地
方船里都是水，好像泡在浴缸里一样，水流
平缓的地带，我们脱下了头盔打水仗，衣服
全湿透了，爽极了。 ”来自广东的游客陈先
生说。 （本报五指山 6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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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电影公社受游客追捧

开业首日接待量超万人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杨雄信） 今天是海口观澜湖·华
谊·冯小刚电影公社正式开业迎客的第
一天。 景区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下午 6
时，入园游客达 10663人次。继海口红树
林生态游烧起一把“火”之后，琼北旅游
再现“红”景点，冯小刚电影公社跻身
“万人景区”行列。

上午 8 时 30 分， 电影公社开园时
间一到，等候多时的游客一拥而入。 透
着沧桑的青石板路、年久碳化的木电线
杆、斑驳的门牌、曲径通幽的院落，引得
游客纷纷拿起相机。 穿着民国服饰的小
贩和店主，更是游客们“主抓”的合影
对象。 钟楼广场成为今天最热门的拍照
地点， 因为昨天这里举行了开业仪式，
青底繁体字的开业横幅还挂在钟楼上，
游客们争相在冯小刚、成龙、葛优、刘德
华、张国立等助阵巨星合影的地点“过

一把瘾”。
冯小刚电影公社是由观澜湖集团携

手华谊兄弟公司、 著名导演冯小刚巨资
打造的集影视拍摄基地、电影主题旅游
目的地和商业业态于一体的旅游景点，
内有 1942 民国街、 社会主义老北京街
和南洋街三条主街， 还有集合冯氏贺岁
电影经典场景的电影园林景观区， 影人
星光大道等。 此外，在集纳电影场景的
各个区里，还将聚集 500 多个不同品牌
和特色的美食、娱乐、购物等业态，“你
有可能在蒋家公馆里吃饭，在王开照相
馆享受拍微电影服务，在荣光电影院里
看电影。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

电影公社将以 “电影＋旅游目的
地＋商业业态”的模式进行经营，每一
幢民国建筑都将分别有相应的特色商家
入驻，“商家经营的主题大多会与老建

筑原有主题相关。 ”
目前，1942 街已全面投入运营，冯

小刚为电影公社度身剪辑的 40 分钟的
“贺岁集锦”视频，每天都在荣光影院中
循环放映。电影公社另外两条主街，南洋
风情街和社会主义大街， 也在紧锣密鼓
施工， 预计今年 9 月主体建筑完工，年
底将实现整个电影公社的全景开放。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电
影公社的开业， 将大大提升海口对国内
外游客的吸引力， 优化海南全岛旅游资
源分布，改变“南重北轻”的格局，凸显
省会城市海口在国际旅游岛战略中的核
心引领作用。除了电影公社外，今年观澜
湖度假区还有兰桂坊项目也即将开业，
这些高水平的且具有可参与性的旅游文
化产品的不断加入， 将会持续为观澜湖
乃至海口集聚人气和商机， 成为带动琼
北旅游产业发展的龙头。

琼海与三大高校旅游学院
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博鳌 6 月 8 日电 （记者杨春虹） 今天上
午，在琼海乡村旅游创新发展研讨会上，海南大学
旅游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琼州学
院旅游管理学院等岛内三大高校旅游学院与琼海
市旅游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以琼海市作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创新发展示范区的研究基地，共同
推进琼海市乡村旅游创新发展。

签约仪式上，海大旅游学院院长王琳表示，将
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与琼海市
旅游委开展全方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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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闲置土地 拓展发展空间
———《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解读

2013 年 9 月 6 日，六届省政府第 1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闲置土
地认定和处置规定》（修订）（以下简称
《规定》），从 2013年 11月 1日起施行。
在当前全省大力开展土地利用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清理的背景下，出台该《规定》，
对处置盘活闲置土地、 挖掘土地潜力、促
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一、《规定》修订的
背景和目的

我省 《闲置建设用地处置规定》
2001 年颁布实施，至今已有 12 年，经济
社会发展形势和闲置土地处置工作实际
要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原规定已经不适应
发展要求。 此次《规定》修订主要有以下
背景和目的：

（一）土地闲置浪费形势严峻，修订
《规定》是破解土地供需矛盾，推动土地
节约集约利用的当务之急。 由于 90年代
房地产热、土地过量供应等历史原因和近
年来土地市场升温导致部分企业存在囤
地、圈地苗头，相当部分土地未按规定开
发建设，我省土地闲置形势严峻。 据初步
调查， 全省供而未用的土地 13.05 万亩，
闲置 10年以上的土地有 7.07 万亩，闲置
5 年以上不满 10 年的土地有 4.37 万亩，
土地资源浪费问题突出。 在当前国际旅
游岛建设用地需求增大、土地供需矛盾突
出的情况下，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和盘活力
度，对破解土地供需矛盾，保障国际旅游
岛项目落地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修订《规定》是加强闲置土地
专项清理处置工作，系统解决闲置土地法
律关系和问题的重要措施。 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省委书
记罗保铭在省委六届四次全会上强调，对
供而未用、长期闲置的土地，要依法坚决
清理处置，下决心把闲置土地盘活起来。
今年 4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批而
未用” 土地专项清理处置工作方案的通
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闲置土地专项清
理处置工作。 为有效推动闲置土地专项
清理处置工作，理顺闲置土地处置中的法

律关系和疑难问题，有必要通过修订《规
定》，为闲置土地处置提供强有力的法律
依据。

（三）修订《规定》是细化和落实国
家有关规定，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可操作
性强的闲置土地处置法制体系的必然要
求。 近年来，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出台了
《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关
于严格建设用地管理促进批而未用土地
利用的通知》、《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
一系列闲置土地处置和土地宏观调控政
策措施，对闲置土地调查认定、处置和利
用等内容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因此，
需要结合海南实际进行修订，进一步细化
和落实国家规定， 构建起具有海南特色、
符合海南实际的闲置土地处置法制体系。

二、《规定》修订
主要遵循的原则

《规定》修订过程中主要遵循和突出
了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依法从严和权益保
障原则， 始终坚持依法从严处置闲置土
地，同时体现对土地权利人权益保障。 二
是坚持以用为先和惩防并重原则。大力促
进已有闲置土地的盘活利用，加强预防和
防控措施，最大限度避免产生新的闲置土
地。三是坚持规范、可操作原则，进一步明
确和完善闲置土地类型和处置程序，规范
闲置土地处置。

三、《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六章四十五条，分为总
则、闲置土地的认定、闲置土地的处置、
监督检查、 法律责任和附则， 对原 《规
定》 的实体内容和程序性内容进行了全
面的补充、修订和完善，突出体现了“责
任分明、依法依规、分类处置、集约节约”
的特色和原则， 在与上位法衔接的基础
上，使之更加符合我省实际、更具有科学
性和操作性。

四、闲置土地的定义和内涵

闲置土地，顾名思义即为荒芜、空闲、

空置、浪费的土地，没有统一的标准将难
以对闲置土地进行有效的处置。 为切实
规范闲置土地处置和利用，《规定》 从立
法层面，对闲置土地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
明确的界定，具体是指三种情形：一是超
过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二
是超过动工开发日期满两年未完成项目
投资总额 25%的；三是已动工开发，但开
发建设面积不足总面积１／３或者已投
资额不足总投资额 ２５％的， 且中止开
发建设满一年的情形。 上述规定明确了
闲置土地的基本定义，为闲置土地处置工
作建立标准、奠定基础。

五、闲置土地认定
和处置主体

闲置土地处置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
的系统性、综合性工作，明确职责、落实责
任是开展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为此，《规
定》规定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工作。
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工作的
组织实施。市、县、自治县发展改革、规划、
建设、工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
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工作。闲置土地所在
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闲
置土地认定和处置工作，落实和强化闲置
土地处置工作的政府及部门责任。

六、闲置土地的原因、
类型和处置方式

闲置土地类型多样、成因复杂，有因
城市规划调整、征地补偿不到位、基础设
施配套不到位等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的， 也有企业自身不动工
开发等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 为区分不
同情形的闲置土地，《规定》明确规定和
划分了闲置土地的原因和类型， 主要分
为政府原因、 不可抗力以及非政府原因
和不可抗力三种造成闲置土地的原因。
其中， 进一步细化了政府原因造成闲置
土地的情形，具体包括：一是因未按照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

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期限、条件将土地
交付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致使项
目不具备动工开发条件的； 二是因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能按照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或者划
拨决定书规定的用途、 规划和建设条件
开发的； 三是因国家和地方出台相关政
策， 需要对约定或者规定的规划和建设
条件进行修改或者政策内容影响土地开
发，导致无法动工开发的；四是因行政机
关未依法实施涉及土地开发建设相关行
政许可，导致无法动工开发的；五是因行
政行为引起处置土地上相关群众信访事
项等，导致无法动工开发的；六是因军事
管制、文物保护、市政建设等原因导致无
法动工开发的； 七是国家和省政府规定
的其他情形。 闲置土地原因和类型的规
定为闲置土地的调查、 认定和分类处置
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前提。

针对不同原因导致的闲置土地 ，
《规定》 分门别类的规定了闲置土地的
处置方式。 对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
成土地闲置的， 经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
后可以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以下处置方
式：一是延长动工开发期限。对已具备动
工开发条件且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已落
实项目资金的闲置土地， 可以延长动工
开发期限。二是置换土地。因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 城乡规划依法修改造成土地闲
置的，可以为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
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且已缴清土地
价款、 落实项目资金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置换其他价值相当，用途、年限相
同的国有建设用地。 三是调整土地用途
和规划条件。因政府、政府部门调整土地
用途、规划条件造成土地闲置的，可以按
照调整后的土地用途、 规划条件重新办
理相关用地手续。四是临时安排使用。因
政府原因造成项目尚不具备动工开发条
件导致土地闲置的， 在不具备动工开发
条件期间， 可以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人临时使用其闲置土地。 五是协议有
偿收回。因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的，可
以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对非政府和不可抗力原因造成土地闲置

的， 根据不同情形采取征收土地闲置费
和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方式进行处
置。 这些规定结合闲置土地的不同前提
和情形， 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现有闲置
土地处置方式， 增强了闲置土地处置的
科学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七、闲置土地的处置程序

透明公正、 规范完备闲置土地处置
程序是依法依规处置闲置土地、 妥善解
决土地纠纷的关键， 在现有闲置土地处
置程序和国土资源部规定的基础上，《规
定》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闲置土地的程
序，突出程序的合法、合理和可操作性，
保障土地使用权人合法权益。 具体包括：
一是调查。 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发现涉嫌构成闲置土地的， 依法开
展调查核实，发放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二是认定。 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对闲置土地进行调查核实， 构成闲
置土地的，报同级人民政府认定。 三是协
商和听证。 对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
成土地闲置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进行协商。 对非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
造成土地闲置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土地使用权人申请
听证的权利、依法组织听证。 四是处置。
对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成土地闲置
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协商后拟订闲置
土地处置方案，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实施。 对非因政府原因和不可抗力造成
土地闲置的，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拟订闲置土地处置方案，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向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下达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或
者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五
是送达。 市、县、自治县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
达或者转交送达等方式， 将闲置土地认
定和处置的有关文书送达给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无法按
照上述规定送达的,应当依法公告送达。
六是登记。 对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置换土地和协议有偿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 依法办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上述程序规定使闲
置土地调查、 认定和处置全过程形成有
机整体， 确保闲置土地依法有序处置和
有效盘活利用。

八、闲置土地认定过程中
的难点问题

长期以来， 由于对动工开发状态、动
工开发时间等闲置土地认定的标准没有
具体规定，闲置土地处置过程中经常碰到
动工开发是以打桩还是以围墙作为认定
标准，动工开发日期是以合同约定还是以
交付土地作为认定标准等规定不明确、存
在争议的问题，不利于闲置土地的认定和
处置工作。因此，《规定》对闲置土地认定
和处置过程中存在的动工开发认定标准、
动工开发日期、 动工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投资额、闲置土地面积等难点问题和主要
概念予以明确，使闲置土地的认定标准更
加清晰，操作性更强。

九、闲置土地的预防
和监管措施

针对闲置土地处而不绝的现状，仅靠
末端处置已经难以解决闲置土地问题，必
须从前端进行有效预防。为此，《规定》主
要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规定了预防闲置
土地以及加强监管的措施。 一方面，明确
政府供应的土地必须符合土地权属清晰、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块位置、使用性质、
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等条件。 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及时办理土地开发建设相关行政许可。
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
依法追究责任。 另一方面，要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在项目开发建设期
间，及时报告项目开发进度等情况。 市、
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可以和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约定土地开发利用履约保证
金，督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及时进行
开发建设， 从源头解决土地闲置问题，预
防和避免土地闲置。

陵水在南京举办城市营销推介

“珍珠海岸”亮相金陵
本报南京 6 月 8 日电 （记者程范淦 通讯员

黄艳艳）“今年暑假，一定要带儿子去陵水旅游！”
今天，南京市民刘沁雯女士在参观了展台后说道，
蔚蓝的海水、洁净的沙滩，椰风海韵，太迷人了。
6月 6 日至 8 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在江苏南京市
举办城市营销推介，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参与。

“除了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视频等外，现场
还精心准备多项精彩的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
充分参与。”陵水旅游委副主任谭丰介绍说，既
有“高尔夫”和“摩托艇”两种动静相宜的体
感游戏，也有免费明信片邮寄、水果品尝、黎族
服饰试穿等不同的体验活动；同时，还上演精
彩的黎苗风情表演和互动游戏，让南京市民全
方位感受并体验到了陵水这座城市带来的热
岛风情。

专题 政策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