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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张中宝）游艇出
海观光、星海湾豪生酒店圣诞派对、自助烧烤、游
艇驾乘体验、游艇狂欢嘉年华……今天，海口新埠
岛国际游艇会启动节假日休闲游活动，这就意味
着今后每个节假日都将在这里上演一个个精彩活
动，以此丰富我省节假日旅游内容，让更多的岛内
外游客体验和了解游艇特色游的品质内涵。

在海口新埠岛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里，记者
看到，圣诞派对酒会准备就绪，透露出了浓浓的
圣诞气氛，平安夜当天不仅能享用美食，也可抽
奖。同样，在新埠岛国际游艇会，一艘艘停靠在
岸的游艇也“整装待发”，迎接圣诞、元旦等节假
日的到来。

据介绍，海口新埠岛国际游艇会节假日休
闲游活动以“休闲体验”为主题，包括游艇体验
观光、游艇出海派对、游艇婚礼旅游、豪生酒店
节假日派对、自助烧烤酒会、沙滩休闲季、游艇
狂欢嘉年华等活动形式，从不同角度展示游艇
文化和游艇旅游的丰富内涵，为我省节假日旅
游增添新的元素。

我省节假日旅游添新元素

海口新埠岛游艇会
启动节假日休闲游

本报三亚12月22日电（记者黄媛艳）“2014
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论坛”日前在浙江舟山举办
颁奖礼，三亚荣膺“最佳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三
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荣获“最佳文化旅游度假目的
地”，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获得“最佳
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

由人民网、国际旅游学会联合主办的“2014
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评价”活动，以帮助游客寻找
最佳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为宗旨，针对旅游城市、景
区、度假区展开广泛征集，截至目前，共有200多
家目的地参与了评价活动。活动以网络展示、媒
体采风、专家评定等方式，最终评出2014年度最
佳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

经过评比，最终三亚市、舟山市、成都市等13
个城市旅游区获得“最佳国际旅游度假目的地”；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苏州市等14个旅游区、城
市荣获“最佳文化旅游度假目的地”；三亚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等13家旅游景区入选“最佳
生态旅游度假目的地”。

三亚荣膺“最佳文化
旅游度假目的地”

本报三亚12月22日电（记者黄媛
艳）打破旅游业界“潜规则”，三亚公开向
商业贿赂行为说“不”。今天举行的三亚
市旅游景区诚信经营约谈会上，鹿城的
19家景区景点、演艺点签订诚信经营承
诺书，公开宣布禁止向出租车、公交车、
无资质车辆支付回扣招揽客人。

长期以来，给出租车、公交车、无

资质车辆（黑车）支付现金、实物或其
他形式的回扣招揽客人是旅游行业的

“潜规则”，也是导致一系列旅游乱象、
顽疾的根源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旺
季旅游市场整治，三亚已依法严管重
罚一些商业贿赂的经营者，有效震慑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为有效推动旅游
企业诚信经营，形成企业自律，三亚旅

游委今天要求市内所有景区景点、演
艺点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彻底杜绝
支付“商业贿赂”的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实行公平交易，自觉接受政府主管
部门、游客、媒体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景区向道路经营人员支付商业贿
赂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公
共交通体系有待完善，以及景区过分依

赖门票经济。在要求经营者公开宣布
禁止支付商业贿赂行为的同时，三亚也
积极完善旅游公共交通体系建设，不断
完善主要景区之间点对点公交线路。
目前，市区设立集散点再换乘定制公交
去往主要景点的规划正在研究中，天涯
海角至大小洞天定制公交线路即将开
通，海棠湾150辆出租车已投放运行，

350辆出租车即将在明年春节前全部投
放市场。

同时，三亚也积极推动传统景区的
转型升级，改变单一的门票经济经营模
式，引导企业有序通过丰富产品、提升
服务、打造品牌等方式，不断提升景区
景点的多元化价值，实现景区的可持续
发展。

三亚向旅游商业贿赂说“不”
禁止景区景点向出租车、公交车、无资质车辆支付回扣招揽客人

本报万城12月22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算
上今年的比赛，万宁市已经连续5年举
办国际海钓精英邀请赛，这一赛事也成
为国内海钓界的知名品牌。万宁海钓与
旅游相结合，发展潜力巨大。

“海钓在西方与高尔夫、马术、网球并
称四大贵族运动，带动产业能力很强。”万
宁市委常委王如龙说，万宁周边海域辽
阔，水质肥沃，盛产带鱼、马鲛鱼、金枪鱼

等，非常适合开展海钓运动，这为当地吸
引海钓爱好者构筑了基础条件。

据当地渔民反馈，在和乐镇港北港
这一比赛举办地，在非比赛期间已经吸
引了数量可观的海钓爱好者前来，这也
使当地海鲜排档大受欢迎。

王如龙坦承，下一步万宁将完善港
北海钓基地的建设，同时在集聚产业方
面，逐步引进海钓商家，推动培训产业与
装备制造业发展。

万宁海钓渐成旅游品牌

锁爱
日前，海口市美

兰区海甸溪边亲水公
园，不少游客游览观
光后挂上同心锁，期
盼他们的爱情永恒不
变，为这里增添了浪
漫爱情元素。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旅游新 资讯

本报三亚12月22日电（记者黄媛
艳）“来，宝贝看镜头，笑一个。”今天，在三
亚海棠湾洲际酒店大型圣诞姜饼屋前，游
客范菁忙着给儿子拍照。圣诞节即将来
临，三亚掀起一股“圣诞经济”热潮。

为迎接圣诞旅游小高潮的到来，

三亚的涉旅酒店各展身手，除了推出
圣诞特色美食，还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和娱乐活动，如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
的小丑、剧场、高跷秀等15项圣诞主题
娱乐活动从早到晚轮番演绎，不断营
造浓郁的圣诞氛围。

今年是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开业
以来迎接的首个旅游旺季。通过推出

“有税商品跨年促销季”、“圣诞狂欢夜”
等系列线上线下活动，海棠湾免税购物
中心不断完善旅游购物体验，借力圣诞
节实现新一轮的营销创新。

三亚旅游掀“圣诞经济”热潮
众多涉旅商家推出优惠套餐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第十五届海南岛欢乐
节将于12月26日启幕，今天记者从相关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了让本届欢乐节
更具特点，组委会将会用十万朵睡莲花
装饰多个活动现场，并给参加开幕式、婚
庆节和中国香街现场的观众赠送睡莲
花，让整个活动弥漫在浓郁的花香中。

据介绍，为了扮靓欢乐节，海南荣丰
花卉产业园有限公司特别免费为本届欢
乐节提供了十万朵睡莲，这些花朵都产
自海口市红旗镇云雁洋睡莲基地。海口

主会场主办方将这些象征着“智慧、纯
洁”的睡莲应用在开幕式、婚庆节和中国
香街的现场。

记者了解到，这些睡莲将会成为本届
欢乐节的亮点。在欢乐节期间，海口市复
兴城将举办佛指舍利展，在展览中不仅会
有象征佛法造诣的佛祖舍利与广大市民
及游客见面，同时还将有一座由两万多朵
盛开的睡莲花搭建而成的巨型花塔与佛
祖舍利展相呼应。这座巨型睡莲花塔高
度超过10米，由两万多朵睡莲鲜花垒叠
而成，花香浓郁。

活动现场，主办方将给游客和市民赠
花。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主办
方鼓励参会者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鲜花
美景，用于宣传海口城市旅游形象。

十万睡莲飘香欢乐节
主办方将赠花市民和游客

喜迎欢乐节
椰城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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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技援五期“中国经济改革实施项目”——

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顺利完成
水产养殖保险将在我省探索试点推行

由省海洋与渔业厅执行的世界银行技援五期
“中国经济改革实施项目”——“海南省水产养殖保
险示范项目”，于12月22日召开项目总结会，这意味
着历时2年半的该项目圆满结束。项目研究以探索
设计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为目的，对水产
养殖保险的承保范围、承保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费
率、保险条款、定损方案、财政补贴方案及巨灾风险
分散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设计。

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海南省水
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探索设计的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
试点方案，我省将探索实施水产养殖保险试点，以点带
面，逐步实现全省水产养殖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推行。

示范推进水产养殖保险

水产养殖保险是由保险机构为水产养殖者在水
产养殖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在我国，水
产养殖保险属于新生事物，试点省份较少。

“从海南的情况看，海南发展水产养殖保险很有
必要，且具有可行性。”省海洋与渔业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水产养殖业在海南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海南水产养殖业面临巨大风险，亟需保险保障。

海南周边环海，经常遭受台风、热带风暴、暴雨、
风暴潮等极端气候的影响，每年自然灾害发生频率
居全国第5位。因此，海南水产养殖业面临的自然
风险威胁很大。2010年，海南遭受了49年不遇的洪
水灾害，全省水产养殖业因灾损失高达16.5亿元。
2011年10月，海南连续遭遇3个热带气旋袭击，深
水网箱养殖遭到毁灭性打击，全省2601口深水网箱
损坏2050口，直接经济损失达7.63亿元。2014年7
月18日，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119.5亿元，其中海洋经济损失共计28亿元。

由于海南水产养殖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商
业性保险机构不愿意为其提供保险产品。因此，目
前海南水产养殖损失主要依靠养殖户自我补偿和财
政救济。“威马逊”台风造成海南海洋经济损失28亿
元，省海洋与渔业厅获得国家财政救灾款2500万
元，占海洋经济损失的比例仅为0.9%。

从海南发展水产养殖保险的可行性上看，海南养
殖户保险意识较强。近年来，巨大的水产养殖损失激
发了养殖户的保险需求和投保热情，但因各保险机构
尚未开办水产养殖保险，广大养殖户处于投保无门的
无奈之中。另外，在海南，政府高度重视水产养殖保

险，发展水产养殖保险的政策环境较好。
为推进海南水产养殖保险工作，2012年，由省

海洋与渔业厅申报的“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
目”获财政部批准，获世界银行贷款支持。在历时两
年半的时间里，省海洋与渔业厅世行项目办统筹管
理所有咨询单位和个人专家，通过文献研究、国内外
调研、初步设计、专家论证研讨会、公众咨询活动、专
家评审和全面修订等研究过程，力求群策群力，保证
了试点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投保“两鱼一虾”

省海洋与渔业厅根据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
项目建议书制定的工作要求，近两年积极开展了《海
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制定、《海南省水产养
殖保险试点方案》组织实施、省内调研、省外调研、国
外培训、“海洋灾害风险管理”专题培训、个人咨询专
家采购等活动，取得了《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

案》、《〈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检验报告》、
《海南省罗非鱼养殖灾害查勘方法与损失评估技术
规范》、《海南省南美白对虾养殖灾害查勘方法与损
失评估技术规范》、《海南省金鲳鱼养殖保险的灾害
查勘方法与损失评估技术规范》、《海南省水产养殖
保险风险区划及费率分区研究总报告》、《海南省水
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成果。

已通过专家评审的《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
目试点方案》，共分六部分内容，即：《海南省政策性水
产养殖保险研究报告》、《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制度范
本》、《水产养殖保险投保管理制度》、《水产养殖灾害
损失评估制度和测量方法》、《水产养殖保险灾害补偿
补贴办法》和《水产养殖保险试点实施方案》。

按照《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海南省水
产养殖保险试点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
愿、协同推进”的原则，按照“多方共赢、循序渐进”和

“低费率、低保障、广覆盖”的工作思路，逐步推进水产
养殖保险，以保证水产养殖保险的可持续发展。保险

采取“保险公司自营”模式，即经办保险机构在政府保
费补贴政策框架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试点选定保险标的为“两鱼一虾”。据介绍，海
南省水产养殖品种较多，但相对来说大宗养殖品种
比较集中。在试点阶段，不宜对所有的养殖品种提
供保险，一是险种设计难度较大，二是保险公司经营
风险过高，三是财政负担过重。罗非鱼、南美白对虾
和金鲳鱼在海南水产养殖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因此作为首批试点的水产养殖保险标的。

确定保险金额为养殖成本的一定比例。省海洋
与渔业厅世行项目办考察调研发现，海南渔民所能
承受的保费有限，财政所能负担的补贴有限，保险公
司所能承受的风险有限，综合考虑三方的承受能力
和利益诉求，借鉴成都和上海等地水产养殖保险仅
保养殖成本的做法，海南水产养殖保险的保险金额
以养殖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计算，而非市场价值。

另外，试点将保险责任限于自然风险、意外事故
和少量疾病，并设计了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开启海南水产养殖保险试点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水产养殖保险经验的基础
上，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试点方案具有多
个创新。业内人士指出，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
项目试点方案设计符合海南省情，有效规避了各类
风险，提出了水产养殖保险的理想经营模式。

省海洋与渔业厅世行项目办在对国内外水产养
殖保险经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海南进行省内调
研后设计试点方案，试点方案核心要素的设计比较
符合海南省实际情况。例如，保险标的遴选为在海
南省水产养殖中所占养殖比重较大、市场价值较低
的“两鱼一虾”；保险责任范围设计为在海南省水产
养殖中发生频率较高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少量
疾病（如罗非鱼的链球菌病、南美白对虾的桃拉综合
症和白斑综合症）；保险金额的设计统筹考虑了养殖
户的保费负担能力、保险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政
府的财政负担能力等。

《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综合考虑政
府、保险公司和养殖户三者的利益关系和风险点，设
计相对保守稳妥，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三者面
临的不同风险。一是控制养殖户的道德风险。通过
设计保守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率、起赔点、绝对免赔
率和不同养殖周期的赔偿比例，使养殖户承担一部
分损失，消除其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动机，从
而有效控制养殖户的道德风险。二是控制保险公司
的经营风险。上述措施在有效控制养殖户道德风险
的同时，实际上也控制了保险公司的赔偿风险；另
外，还通过设计多元化的巨灾风险损失补偿体系转
嫁和减轻保险公司的巨灾风险。三是控制政府的财
政补贴风险。设计保守的保险金额，降低政府的保
费补贴负担；在巨灾风险损失补偿体系中，将政府的
巨灾风险损失补偿负担限定在有限责任范围内，防
止政府陷入财政兜底的无限责任陷阱之中。

在对《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方案》（最终稿）
进行评审时，专家们认为，示范项目研究过程比较严
谨，研究思路比较清晰；试点方案符合海南实际，可
操作性较强，方案设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的各项成果，将
为我省探索出台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政策提供充足的
政策参考和研究基础。明年，我省将积极探索推行
水产养殖保险，助力产业发展和渔民增收。”省海洋
与渔业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小文）

海南省水产养殖保险示范项目总结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