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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示范街区

●成都宽窄巷子街区

●沈阳·皇城商贸文博旅游功能区

●南京1912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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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庐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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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示范镇

●苏州市同里镇

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示范商圈

●重庆观音桥商圈

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创新机构

●北京东方嘉诚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创新街区

●海口复兴城·中国香街

●合肥万达城·中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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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午，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的首届2015中国（成都）商旅文产业年会
暨全国商旅文产业融合发展经验交流会
上，中国香街获评“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创
新街区”。据了解，这是我省唯一获评此称
号的特色街区。

此次活动由中国商旅文产业联盟主
办，成都宽窄巷子特色街区管委会、成都少
城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我们在全国参评的多条街区中胜出，
这是对中国香街的创意、建设、发展的肯
定，也是对海口创建特色旅游街区工作的
极大肯定。”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商业街建设和
商业、旅游、文化事业的融合发展，鼓励有
序推进商业街建设。2014年8月，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要扩大旅游购物消费，大力发展具有
地方特色的产业街区，鼓励打造跨界融合
的产业联盟。

在此大背景下，为推动海口商业、旅
游、文化的产业融合发展，海口市旅游委将
海口市四条特色街区——复兴城·中国香
街、骑楼老街、冯小刚电影公社民国街、骑
楼小吃街申报至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
会参评商旅文产业分类指导及先进表彰工
作。经过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的严
格筛选和评比，复兴城中国香街在此次年会
获得“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创新街区”称号。

政府主动服务助企业转型

“香街自2014年欢乐节开街以来，现
已成功运作近半年，这是在省、市政府的支
持下，旅游主管部门指导下，由我们企业自
主投资进行市场化运营的结果。”中国香街
运营方负责人在参与评比活动时如是分享
自家的运营经验。

复兴城，海口市世纪大桥下面的一个
商业中心，曾经是海口市一个备受争议的
老项目，数十年来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
几年前，复兴城在运营中遭遇了瓶颈，高端
餐饮纷纷倒闭，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针对海南沉香市场秩序混
乱、行业发展群龙无首的情况，海口市旅游
委从振兴海南沉香市场、打造国内专业沉香
交易平台、弘扬历史悠久的沉香文化出发，
提出了建立“中国香街”特色街区的构想。

让中国香街项目落户复兴城，以此帮助
企业找出路。了解了复兴城的困境后，海口
市旅游委转变工作作风，主动上门服务企
业，向复兴城运营方提出了建设“中国香街”
帮助其转型发展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在海口市旅游委领导的牵线下，从2014年
3月份开始，复兴城组成了精干、高效的筹
备团队，通过走访、考察、拜访沉香界的专
家，足迹遍及海南、广东、云南、福建等地，先
后拜访了几百家沉香及相关业态的企业，打
造一个沉香产业更专业更高端的商业载体

成了业内人士共同的想法，经过几个月的筹
备，中国香街得天时地利人和应时而生。

海口“香名片”飘香琼北

中国香街自2014年年底开街以后就受
到市民和游客的青睐，运作半年后口碑良
好，特色明显，效益显著。中国香街目前汇
聚了来自海南、广东、福建、广西以及东南亚
等地40余家沉香品牌旗舰店，全国75%知
名沉香店汇聚于此。而香街业态已经非常
丰富，规划有香品专卖店10家，沉香收藏6
家，香产品开发3家，香道表演及培训2家，
香文化会馆2家，还有沉香鉴定、沉香茶和
咖啡品鉴、名人书屋、线香体验DIY、香油制
作、沉香雕刻等，以及陶艺坊、沉香加工、沉

香粽子、香疗、沉香SPA会馆等系列形式丰
富的旅游文化业态。

游客在这里不但可以体验到古乐演
奏、汉服展示、琼剧表演等中国传统文化和
海南地域文化，还可以购买到沉香、砗磲、
花梨、水晶等海南旅游特色商品。而以沉
香衍生出来的各类产品如沉香鸡、沉香粽、
沉香酒、沉香茶等特色饮食及旅游商品，更
是不可错过地方特色。

而落户中国香街的海南佛光舍利博物
馆，是全世界唯一固定馆址的专门展示舍
利子的博物馆，常年进行佛陀与诸大弟子
舍利等的展示，更是增添了香街浓厚的文
化氛围与旅游吸引力。该博物馆是一间民
办博物馆，除了珍贵的佛舍利，同时展示的
还有唐卡、佛文化艺术品等200多件展品，

现展出有80多件舍利子文物。
如今的中国香街不仅仅只是一条街，

一个市场交易的平台，更是一个文化旅游
体验的平台，一个展示海南沉香文化的窗
口，一个体验沉香伴随中华文化悠久历史
的舞台。

据了解，在一期成功运营的基础上，目
前香街的二期也正在紧张筹备中，计划
2015年5月下旬开街。中国香街二期是在
一期打造“静”态的基础上突出打造“动”
态，以海南文化为主题，营造“海南院子”文
化商业氛围，强调互动体验，凸显出休闲、
体验的香文化环境。

香街新业态助推海口旅游经济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
徽认为，商业街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弘扬商
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成
为展示经济发展、彰显社会文明的标志区
域，“商街经济”正在成为助推城市商业和
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

如何培育香街的新业态，让其成为海
口旅游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海口市旅游委
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海口市旅游委以香
街为看点策划包装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
产品和沉香主题旅游线路。

今年春季，海口市旅游委在推出的旅游
产品中还将复兴城中国香街与电影公社民国
街、骑楼老街、骑楼小吃街包装推广成以海口
看街为主题的线路，并先后在中原、华东客源
市场举行了几场大型的推介促销活动。

在开发旅游新线路丰富旅游新业态的
同时，海口还围绕沉香独特的文化资源，通
过中国香街带动整个海南沉香文化旅游的
发展，让沉香这种过去只供达官贵族把玩
的珍品，走进老百姓生活，并致力打造成吸
引外地游客来琼的文化旅游名片。

据了解，复兴城下一步还将打造2000
平方米的沉香博物馆，开办沉香世纪论坛
和沉香国际博览会，用三年到五年时间做
成中国最专业的沉香拍卖市场，真正实现
用文化推动旅游。 （眉眉）

海口“互联网+旅游+会展+房产……”大西南促销之行传来好消息——

复兴城中国香街获
“中国商旅文产业发展创新街区”称号

琼剧大舞台吸引众多游客。

■ 本报记者 孙婧

“三加二等于几？”志愿者翟宇培伸
出双手对着6岁的敏敏比划。敏敏双眼
发直，咧嘴笑着，口水从咬合不齐的牙
齿间流出来。她慢慢伸出5根手指，同
时含糊不清地发出了一声“啊”。

翟宇培高兴地抱着这个生来就患
有脑瘫的小女孩直夸。敏敏也努力回

应，抱着眼前这个有温柔声音和甜美笑
容的人，喃喃地说，“当我，姐、姐。”

这让翟宇培有些激动，“我两次来
中心都是照顾的敏敏，她对我好像有一
些印象，我发现只要细心相处，就能体
会到孩子们的灵气，他们心里什么都
懂，真是让人又心疼又喜欢。”翟宇培
是三亚学院大二学生，也是该校青年志
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之一。

5月15日下午，三亚学院大二学生
翟宇培和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17名同
学组成志愿者小队，像往常一样前往三
亚市“光明连接”脑瘫儿童康复中心。

“你们来啦？来两个人给孩子喂饭，
两个人打扫楼梯，5个人整理房间……”
当天下午，正好是整个中心大扫除时间，
管理阿姨梅姐一点都不客气地直接给志
愿者派活。任务才到位，负责照顾小家伙
们的志愿者就已经拿起干布去清理桌上
的呕吐物了，小一点的孩子不会自己进
食，就抱在怀里，一点一点喂。

这群志愿者里头，“资历”最老的要数
财经学院的大二学生余梁。自从大一第
一次到康复中心服务后，余梁就有了牵

挂。他第一次照顾的是一个20来岁的脑
瘫患者阿川。阿川还有腿部残疾，行走困
难，余梁下意识把他当成小孩子，想扶着
他走路，结果遭到了阿川的拒绝。那一次
的经历，让余梁深受触动：“即使他们有别
于普通人，但是依然渴望别人的尊重，与
他们接触不能带着偏见和功利心，不然爱
心可能就变成了伤害。”

自此之后，余梁更加用心对待每一
次和脑瘫儿童的相处，不仅自己跑得勤
快，还组织系内的其他同学一起加入志
愿行动。当别人在寝室打游戏，或是去
校外兼职时，余梁则把自己一半以上的
课余时间都用来陪伴脑瘫儿童。不太
会表达的他腼腆地说，“以自己的力量

能够帮到别人，是挺好的事。”
“不曾接触过脑瘫儿童，我们不会

知道，自己竟会如此牵挂，如此耐心，如
此小心翼翼。”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在
给那些存在交流障碍、行动迟缓的小天
使们喂饭、讲故事、玩游戏的过程中，他
们留下了阳光和快乐，也收获了孩子们
单纯的情谊与依赖。

“下一周，另一队志愿者将继续接力。”
带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接力棒将在三
亚学院各个院系的青年志愿者协会之间流
转。以后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毕业了，但是
三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把这项开展了
近4年的特色志愿项目延续下去，将爱心和
光明传递下去。（本报三亚5月21日电）

三亚学院志愿者连续四年关注脑瘫儿童

把爱带给折翼的小天使
飘扬海岛的青年旗帜

海口市琼山法院
首设“荔枝法庭”

本报海口5月 21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陈松松 王勇）记者从海南高
院获悉，日前，海口市琼山区法院特色
法庭“荔枝法庭”首次现身海口市第五
届荔枝节活动现场，为种植荔枝的农户
提供上门服务，现场及时处理纠纷和矛
盾，深受在场人员的一致好评。

据介绍，三门坡镇是海口市荔枝的重
要产地，该镇的荔枝每年5月上旬开始上
市，至6月初结束，历时1个月。在这一个
月的时间内，全国货商云集于此，荔枝成
交量巨大，但同时因市场行情发生变动或
产品质量、履行期限发生争议等原因产生
的购销经济纠纷也时有发生，在一定程
度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

琼山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
去年开始，琼山法院加强了对法庭的人
员配备和物质保障，法庭现有法官3名、
审判辅助人员2名，还配有“流动法庭”
巡回审判车，这些都为强化巡回审判力
度夯实了基础，使得法庭针对荔枝等农
副产品交易发生的纠纷进行就地立案、
就地审理、当庭裁决、立即执行的快速
处理机制成为新常态。

■ 本报记者 罗霞

日前，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迎来
了一个近4000人的大型会议团，国内
一家知名电子商务公司将周年庆典放
在这里，给酒店等带来了不小财气。

近年来，由国内外大企业、社会组
织等组织的大型会议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海南，我省会议产业不断扩容，并正
从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寻求突破。

国内外大企业纷至而来

“三亚大型会议展览活动场地缺
乏，而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会议会展
中心正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
不足。”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相关负
责人朱迅磊介绍，为了满足三亚大型会
议市场需求，三亚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建
有大型宴会厅、多个会议室等，能容纳
6000人同时会议用餐。

已在海南进行会议服务十余年的

海南智海王潮机构，见证了海南会议产
业近些年的快速成长，“近五年，海南会
议市场发展很快，选择到海南举办年
会、发布会、研讨会等的企业和社会组
织越来越多。”海南智海王潮机构董事
长陈方旭说。

据海口市会展局统计，去年，海口
市共举办会展活动208场，其中上规模
会议156场；举办1000人以上规模的
会议数量达到12场，比2013年增长了
50%。此外，今年一季度海口会议市场
淡季不淡，共举办会议50个，比往年略
有增长。据三亚市会展行业协会统计，
去年，三亚中型会议达 11710 个，比
2013年上涨1.5%；大型会展36个，比

2013年上涨23%。

会议目的地优势凸显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因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不断提升的会议接待能力

等，作为会议目的地，目前海南在全国
排在第一阵营。尤其是在企业年会等
方面，海南发展最早，是备受欢迎的会
奖目的地。

“海南会议产业市场潜力很大，有待
进一步挖掘市场空间。”陈方旭说，与常
规旅游相比，会议带来的收入明显更为
可观。以三亚某个三四天的会议团为
例，不包括机票在内，每个人的平均消费
为5000元，涉及会场、晚宴、接送机等。

三亚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郑良举
结合其他省份的情况建议，从政策、资
金等方面加大对海南会展业的支持，以
增强海南引进、举办会议展览活动，特
别是大型会议展览活动的竞争力，同时
应建立约束机制，制定行业标准等，避
免会议市场出现恶性低价竞争等问题。

提升区域竞争力

从竞争力看，海南不少企业负责人
强调，会议产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区

域竞争。近年来，国内外会展业发展迅
速，各大一线、二线城市的会展硬件设
施逐步完善，软实力也逐年提升。一些
城市后来居上，表现突出，给海南会议
产业带来不小挑战。

在这样迅猛的发展过程中，各地相
继成立会展局或相关办事机构，相关会
展行业协会、会展推广中心、会展行业
联盟等相继成立，以此整合资源的形式
推动会展产业发展，发挥“杠杆效应”，
并从政策上支持会议产业的发展。

相形之下，海南省尚未成立会展局
或相关办事机构，同属会展业的会议、
展览、奖励旅游、节事活动等存在多头
管理，缺乏统一协调和保障。.

“海南应加强对会展业的规划和管
理，成立专门协调机构、建立统一营销
平台等。”一些业内人士建议，可出岛开
展一些会展业促销活动、推出会展业宣
传片等，以增强海南会议展览行业的区
域竞争力。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海口、三亚等地会议市场规模扩大，大型会议不断、全国首选“会奖目的地”优势巩固

海南会展业寻求新突破

新房子 新道路 新面貌
三江农场基础设施日益提升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单憬岗）海口市
三江农场昆山村，村民陆志扬新建成的水泥平顶
房右侧，一株双人环抱粗细的大榕树恣意生长
着，树荫下的新房，敞亮、整洁。自去年3月31日
划归地方管理后，经过一年多建设三江农场基础
设施有了明显提升。

据了解，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国营三江
农场移交海口管理，行政隶属海口市政府，性
质为市属国有企业。一年来，在“融入地方、融
入社会、融入市场”的大环境下，农场保稳定、
聚人心、谋发展，职工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
度的提高。移交后曾经四次来三江农场调研
的海口市长倪强发现，每次来这个农场，都会
有变化：“新房子、新道路、新大坝、新面貌，令
人耳目一新。”

“移交海口之前，三江农场通往海口的道路
破损不堪，场部大门口甚至连盏路灯都没有。”农
场职工陆志扬说，如今这里不但路面平整宽阔，
照明路灯也已经从场部周边延伸到各自然村。
三江农场场部距离三江墟两公里道路过去坑洼
不平，移交后海口市又筹措资金打通了一条从
海文高速通往三江农场的捷径。如今这条新路
直接可上到海文高速。路修好之后，又在全长
几公里的路上安装了崭新的路灯，方便市民夜
间出行。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农场的清洁程度。就
在移交当天，海口市委、市政府给农场带来几
份大礼，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市里还帮助农场
建立环卫队伍，完善环卫设施，送来垃圾车、垃
圾桶等工具。

“我们把几十年来积存的垃圾全部都清运
出村，现在目前是户分类，村收集，场来转运，
现在垃圾围村的现象基本上都没有了。”三江
农场副场长洪理庄说，今年初海口启动六大重
点整治行动以来，清理垃圾8000多吨，整治居
民点水沟达6公里，使农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

5月20日，来调研的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
倪强，与大家现场研究解决三江农场安全饮水、
棚户区改造等方面的问题，送来了市委、市政府
新的大礼包。

去年威马逊台风来袭，吴梅英家房屋倒塌，
多亏政府补贴5.5万元，加上银行低息贷款3万
元，剩下的自己筹款，她家花13.4万元建成了“可
以留给儿子和孙子的好房子”。据了解，三江农
场在去年威马逊台风期间倒损房屋已全部修建
完毕，其中重建房屋100间，维修房屋911间，受
益人口约占全场人口的4成。

“去年台风后市长说要等新房建好后来看
我们，今天果然来了！”吴梅英高兴地说，“市长
没有食言，政府也没有食言，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