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在文昌市葫芦村能体验到

“住农家屋、吃农家饭、享农家乐”的

乡村游特色

美丽乡村唱响
都市“田园牧歌”

今年海南旅游出
现哪些新常态？如果
仔细盘点，火热的省内
游应该会入选。无论
是“五一”小长假琼海、
保亭等市县省内游客
的爆满，还是各大景区
海南人结伴出游，都在
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的
信息：“海南人游海南”
的市场正呈现井喷趋
势，“省内游”市场正释
放巨大的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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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倩 通讯员 黄兹志

白鹭湖畔，百亩荷塘、千亩果林，
农业科普示范区、农业生产体验区见
证着新农村发展；绿树成荫，古树林
立，大自然生态和谐共存的景象在此
一一呈现……在全省大力打造乡村游
的热潮中，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的旅
游开发特色十足。

近年来，文昌市以打造“美丽乡
村”为突破口，大力提升葫芦村的基础
建设。在“政府主导，企业促进，农民
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下，葫芦村探
索高标准建设、高档次管理，企业主导
与农民深度参与的整套发展模式，促
成了高水平的乡村游大景区，堪称乡
村游的“葫芦村模式”。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采菊东篱何需秋，对饮荷塘白鹭
洲，扁舟一叶博鱼笑，归去半醉倒骑牛。

前不久，2014海南十大最美乡

村榜单发布，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名
列其上。而这首诗，就是对葫芦村的
颁奖辞。

葫芦村因形似葫芦而得名，是一
个不甘藏在深闺、盼望着游客前来旅
游度假的村庄。在葫芦村党支部书
记邢增一的记忆里，该村自2006年
建成文明生态村起，便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前，村前村后杂草丛
生，蚊虫乱飞，下雨天红土路泥泞不
堪；如今，入村有水泥大道、入户有水
泥小道，还有文化室、老年人活动中
心等文体活动设施。把村里的环境
改造好的同时，葫芦村积极争取政府
和有关部门及企业的支持，依托龙泉
乡园和白鹭湖生态片区等，合作开发
乡村旅游项目。

2013年，我省首个国际旅游岛
乡村度假示范村就在葫芦村正式启
动建设。省旅游委有关人士表示，葫
芦村美丽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
蕴，完全可以发展跨越“农家乐”等初
级形式的乡村旅游。

高端民宿酒店化

“节假日来葫芦村，没想到农家
旅馆这么受欢迎，太难订了！”海口游
客吴女士这个周末到葫芦村度假，对
这里特色鲜明的农家民宿情有独钟。

吴小姐的感受得益于文昌市委
市政府打造葫芦村旅游项目时强调
的“四高”原则：“高品质定位、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档次管理”。为
此，当地政府引进海南省著名企业龙
泉集团公司，按照“农户+合作社+公
司”的模式打造旅游产品。

葫芦村第八村民小组里，下南洋
的番客们留下的闲置房屋，在龙泉公
司的扶持改造下，已变成迎接各地游
客的乡村旅馆。传统的民居朴素洁
净，窗沿、门头画有松鹤喜鹊、荔枝牡
丹等吉祥图案，干净的瓷质地砖、洁
白的墙面、崭新的被褥、整洁的卫生
间……经过修缮翻新后的房间和现
代化的酒店房间没有区别。

龙泉集团总裁邢益师介绍，这些
闲置房屋改建的旅馆，严格遵守了龙
泉公司制定的客房运营管理的“五统
一”原则：由企业统一配备家具电器、
统一办理订房退房、统一宣传促销、统
一进行客房服务，解决了农家旅馆存
在的卫生不达标、服务不专业问题。

在葫芦村度假区里，餐饮、客房、
咖啡厅一应俱全，全部按专业水准打
造。葫芦村委会副主任邢益为告诉
记者，目前度假区一房难求，必须提
前预订。在此基础上，葫芦村还配备
了旅游服务中心，发展起了多项旅游
项目，旅游配套丰富齐全。

产业整合串起周边景点

村村相连，景景相接，葫芦村及
其周边村庄离海口与文昌市文城都
不到30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附
近有龙泉香园度假区、白鹭湖生态保
护区等景区，还有联合国野生水稻保
护区、荔枝种植园等农业观光资源。

作为美丽乡村和城乡一体化的示范
点，葫芦村不断迎来八方游客。

目前，文昌市不仅把航天育种
基地、现代农业园、水芹和荔枝基地
打造成观光项目，还发掘了荷花观
赏区、文昌鸡博览园等热门项目。
文昌旅游委整合这些丰富资源，打
造成10大特色观光景点，并通过旅
游线路将之串连起来。

邢益为告诉记者，游客在葫芦村
能真正体验到“住农家屋、吃农家饭、
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乡村度假游。

“我还担心村里的客房住不下呢！第
八村民小组的模式将被推广到全村。”
邢益为说。

“下一步，我们将把其他村民小
组纳入葫芦村的整体旅游发展规划
中。”文昌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当前，葫芦村的旅游开发模式助
推农村朝着城乡统筹、社会主义新
农村示范区及乡村旅游的目标前
进，达到了农民致富与乡村旅游发
展的双赢。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
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
动》）。一时间，“一带一路”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
注的热点。作为旅游大省，“一带一路”所提供的
重大发展机遇，让海南旅游业界兴奋不已。而作
为海南旅游的两大主体——景区和旅行社，在“一
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也积极抓住机遇，联手整
合资源，提升海南旅游服务和旅游形象。

“景区和旅行社是旅游行业的两大主体，是上
下游产业链的关系。”省旅游景区协会秘书长苏群
表示，在海南旅游中，景区和旅行社是两个非常重
要的部分。但是，一直以来，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
些矛盾和磕碰。目前，海南旅游正处在一个重要
的发展阶段。建设国际旅游岛，对接“一带一路”
战略，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特区，需要双方加强互动
合作，共同把握未来机遇，应对未来挑战，实现互
利共赢。

鉴于此，近日省旅游景区协会和省旅行社协
会共同签署了一份《推进海南省建设世界一流旅
游特区共同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双方将在各
方面进行全面的沟通和协作。

根据《宣言》，两家协会将本着真诚合作精神，
搭建沟通平台，加强交流，研究和探讨各种新形
势、新现象和新问题，为使海南成为镶嵌在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共同努力；
增进互信，努力化解误解和矛盾，提高合作水平。
在旅游接待中，充分为对方着想，绝不把问题和困
难推给对方。

苏群介绍，下一步，两大协会将在旅游安全方
面展开合作，重视旅游安全，始终把游客的生命安
全放在第一位，包括完善各种旅游安全设施，加强
管理，不断提高管理人员、导游和司机的安全意
识，对各种风险要进行预告、提醒和警示；加强对
游客的安全宣传教育，提醒旅客注重自身安全，绝
不要为了追求刺激而忽视安全。

同时，两大协会还将尽可能为游客提供温馨
周到的人性化服务，不断提高旅游产品的质量。

“我们将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化需
求。让他们的海南之旅，成为欢乐之旅，幸福之
旅，难忘之旅。”苏群说。

为了持续优化旅游市场经营环境，两大协会
将联手制定合理的旅游消费价格，不欺客，不宰
客；完善自我监督机制，规范经营行为，杜绝不正
当竞争。

在维护海南旅游形象方面，两大协会还将联
手呵护海南生态环境。在旅游接待过程中，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提醒游客不攀折花
木，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培养良好的文明旅
游习惯。做文明旅游传播者。

“签订《宣言》当天，我们邀请旅游商品协会、
休闲农业协会等其他旅游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到
场。我们希望建起一个更大的互动平台，让其他
的协会参与其中，找到相互对接的契机，进行资源
的整合，共同提升海南的旅游服务水平和形象，在
旅游发展中进一步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苏群说。

近日，省旅游景区协会和省旅行
社协会签署《共同宣言》

两大旅游主体紧抓
“一带一路”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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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游市场火热

“五一假期，我们一家在琼海游
玩时，很多省内游客自驾游琼海，明
显感觉小城十分拥挤，在农家乐用
餐都要排队。”市民陈甘表示，随着
琼海乡村游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到
琼海赏花、吃海南地道美食、潭门听
海等项目，颇受省内居民青睐。加
上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北仍村接待
了“第一夫人团”，一定程度上也带
动了琼海旅游的名气和吸引力。

“‘五一’共有5395辆自驾车涌
入南山景区，主要以琼、粤、桂等车
牌为主。短线休闲游中，岛内游成
为最大亮点，7960名省内居民前往
南山旅游。”南山景区总裁助理耿帅
说，“五一”小长假，南山景区推出了

“五一假期欢乐行 南山祈福游”为
主题的优惠游园活动，重点挖掘省
内游市场，除了2014年度省市以上
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可免费入园
外，还有“2+1+”亲子游、本省游客
等多项优惠措施。

“酒店1800间客房5月1日的
入住率就达到 92%，散客占比达
78%。水乐园、陶艺吧等配套设施
备受游客青睐。”三亚湾红树林度假
酒店总经理刘宏娟透露，水乐园接
待的客人中，许多是三亚市民和其
他市县的岛内居民。此外，五一假
期中，酒店还针对省内游客推出了

“酒店+水乐园+餐饮+意面工坊制
作体验的套餐，有效刺激岛内游市
场和本地居民消费。

企业抢滩省内游市场

“随着岛内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游
意愿不断增长。而随着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
日渐萎缩，许多旅行社都转向深挖特色旅游
产品，省内游的系列旅游产品不断更新，进一
步刺激岛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时，整个旅
游业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目前都在力推
乡村游、省内游等产品业态发展，一定程度上
也有效刺激了省内游市场的发展。”海南三平
国旅三亚分公司副总经理陈发卿表示。

“去年三亚宋城旅游区首次举办‘海南居
民优惠购票’，近5万本省居民享受了首次优
惠，该活动今年4月再次举办，反响不错。”三
亚千古情景区有关负责人透露，针对毕业季，
该景区目前再次推出学生优惠活动，将景区
门票、演出票和冰雪世界相结合，推出学生优
惠套餐，撬动淡季省内高校市场。

“淡季省内游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结合
陵水清水湾的特色资源，我们推出了’周末清
水湾’的度假套餐，住宿加下午茶的产品组合
很受欢迎，推出当天下午就迎接了200多名
客人。”陈发卿透露，为深挖省内游市场，该公
司推出“同行峰会”的产品，以优惠价格和特
色产品套餐推出针对旅游同行的体验产品，
既帮助同行间了解业界动态，也有利于省内
游产品的口碑推广。

“在旅游淡季，可以尝试开展“海南人带
你游海南”活动。老海南人、新海南人都有岛
外的朋友，建议呼朋唤友来一场全民岛外营
销。”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建议，只要有海南
人带着外地朋友在岛内旅游，对海南人可凭
身份证免门票，被带游者住酒店、游景区也有
优惠，可进一步增强海南人融入本地旅游的
自豪感。

深玩海南成新商机

去年，省旅游协会将一批爱海南、爱
深玩的大学生、骑行者、自驾者、家庭出
游者、旅行社产品设计者组织起来，组成
了“深玩海南俱乐部”。

最近，“深玩海南俱乐部”微信平台
十分火热，媒体、涉旅企业负责人齐聚该
平台，为海南乡村游、特色游建言献策。

“我们以’深玩海南俱乐部’把有识
者凝聚在一起，鼓励、支持他们深玩海
南，并搭建公众微信平台与大众分享深
玩攻略和体验。一些旅行社产品总监已
加入其中。此举正在引导旅行社告别过
去因长期产品单一、不对胃口而导致零
负团费的顽症。”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
生认为，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是旅游业
转型升级的基石，鼓励、支持多样化的小
众深玩产品能引领、推动大众化产品转
型升级。各有各的玩法将极大推动海南
旅游的发展。

“借助’深玩海南俱乐部’平台，淡季
期间可多开展一些乡村旅游季、景区酒
店优惠等针对本岛市场的系列活动，掀
起海南人游海南的高潮。”省旅游委副主
任朱洪武认为，“海南人游海南”将有效
激发本岛旅游消费市场，满足海南百姓
的旅游需求，服务民生。通过省内游，才
能让海南百姓真正了解海南旅游产业发
展，了解优质的旅游产品、商品，让每个
海南百姓都真正成为海南旅游的宣传
员，打造海南口碑市场。

王健生透露，下一步，协会将争取每
周策划“深玩海南”周末行，走镇串村，进
一步掀起海南人游海南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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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三亚湾海边夕阳中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巨大的“双子星”号载着一千多名游客从三亚
凤凰岛国际游轮港拔锚起航，驶往东南亚各国。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游客在松涛水库与儋州调声演员互动。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热点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