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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调查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驾车行驶在西线高速上，沿线能看
到儋州、昌江、乐东等市县构成了海南
西线苍莽的旅游风景线。

西部的旅游资源来自于大自然鬼
斧神工的创造和祖先馈赠的文化。西
部的风光别致且另类，除了与本岛其他
沿海地区拥有一样的阳光、沙滩和海水
外，现在还保存着许多原始森林和热带
雨林。

从海口沿西线高速出发，130公里
后进入到儋州。儋州海南西部唯一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着悠久灿烂的
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的生态资源，旖

旎迷人的自然风光，别具一格的风味美
食，还有“诗乡歌海”、“全国诗词之乡”
等美称。

位于儋州的中和古镇是海南比较
古老的一个小镇，宋代大文豪苏东坡
谪居于此三年。这里古迹不少，镇东
有东坡书院、桄榔庵、东坡井等，弯弯
曲曲的村街，全用青石板铺成，古庙古
寺石碑随处可见。椰林之下的东陂书
院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时候
是儋州府所在地。作为一次体验西部
人文风情的自驾游，这个地方，当然不
可错过。

在海南流传着一句话：“会玩的人，
都去昌江了”。因为昌江有山有水，近

乎包含了海南岛的各种特色景观。沿
着西线一路向南，就会进入到昌江黎族
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位于昌化江下
游，依山面海。昌江西部的棋子湾是
海南唯一保留着原始、天然景观的旅
游度假区。昌江县东南部的霸王岭自
然区，群峰叠翠、古木参天，自然生态
系统保存完整，是中国唯一保护长臂
猿及其生态环境的国家自然保护区。

昌江素有“中国木棉之乡”“中国芒
果之乡”的美称。只要赶对了季节，就
可以领略昌江木棉花的绚丽或者体会
采摘芒果的乐趣。

沿着西线高速接着往南，在尖峰

互通立交出拐入尖峰镇，就离位于乐
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的尖峰岭热带雨林
不远了。

尖峰岭热带雨林面积达1600公顷，
是中国整片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
繁衍着海南75%的植物和85%的野生
动物种类，古木参天，藤蔓缭绕，溪水潺
潺，云雾缭绕，融大山，大海，大森林于
一体，空气清新。

游客可以开车直奔尖峰岭主峰。
沿着当年的猎人之路，勇攀尖峰之巅；
经过九转连环、千难万险终于攀上尖峰
岭主峰：群揽层峦叠嶂，目睹大海、林
海、山海、云海的四海奇观，远眺那云飘
雾绕的仙山。

自驾海南西部，一路风景

绿色生态的中西部旅游

如果说海南的东部沿海是蓝色的，
那么中西部会是郁郁葱葱的森林汇聚的
绿色。

海南省中西部地区以其优美、雄奇
的原生态自然景观及丰富多样的热带珍
稀动植物资源成为海南生态旅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

海南岛中部山区集中了尖峰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尖峰岭国家森林
公园、蓝洋国家森林公园、吊罗山国家森
林公园、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黎母山国
家森林公园和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等6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近年，海南省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示
范区，提倡积极发展具有生态优势的产
业，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
务业。

位于海南中部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依托建设海南中部绿色崛起试验示范
区总体发展战略。位于海南中西部的霸
王岭保护区、棋子湾旅游度假区、木棉红
景区和海矿露天采矿区都在进行生态修
复，规划绿色生态的发展建设。

对于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赐贵在中西部调研工作时
强调，中西部有丰富优质的森林旅游资
源，越是当前发展任务重的时候，越是
不能急于求成，要保护好这些资源，高
起点、高水平规划建设，绝不能粗制滥
造。各保护区要牢固树立依法治林的
意识，依法保护好海南生态核心区，加
大宣传普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的
犯罪行为，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把
保护区建设成为生态科普和生态教育
的基地。

全球酒店餐饮最贵城市
香港排第三

据国际在线报道，全球酒店预订专家Ho-
tels。com好订网日前发布了最新总汇三明治指
数（Club Sandwich Index，CSI），揭晓了2015
年度全球各目的地酒店的餐饮价格。

一杯咖啡、一瓶啤酒、一个三明治的价格在全
球各地不尽相同，但这些常见食品的价格往往能
看出不同城市的物价和旅行花销。以下是酒店的
餐饮价格排名前十的城市：瑞士日内瓦、法国巴
黎、中国香港、挪威奥斯陆、英国伦敦、韩国首尔、
瑞典斯德哥尔摩、日本东京、新加坡市和美国纽
约。

此外，中国北京排名第11位。 (李辑）

中国三城市入围
全球十大快速成长
旅游目的地

据旅游舆情消息称，最新发布的
万事达卡世界旅行目的地指数显示，
2009年至2015年，中国成都、西安和
台北三大城市接待的国际游客人次
大幅增长，并在全球增速排行榜上排
名第2、第6和第7。该指数还预测，
在中国出境游客推动世界各地旅游
市场强劲增长的同时，今年国内的前
十大旅游目的地还将接待超过2，100
万人次的入境游客。

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前十
大旅游目的地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
次总体增幅达到30%，其中成都、西
安、台北和厦门几大城市表现超常：
受益于近年来所吸引的大量投资，成
都七年来接待的入境游客人次增长
了两倍多，预计今年的入境游客人次
将从2009年的48万人次猛增至149
万，成为全球第二大迅速增长的旅游
目的地，仅次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
坡。此外，2009年以来，前往西安、台
北和厦门的入境游客人次翻了一倍
多，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16%、
15%和13%。

报告显示，香港、台北和上海入
选全球二十大入境游客人次最多的
旅行目的地，分别位列第10、第16和
第 17，入境过夜游客人次预计在
2015 年底前达到 870 万、660 万和
590万。万事达卡世界旅行目的地指
数揭示了全球132个最重要的城市间
的紧密联系。今年的调查覆盖了中
国13个主要旅游城市，是该指数覆盖
城市最多的国家。

景区“限流”
要有预警机制

□ 汪昌莲

国家旅游局日前公布了《景区最
大承载量核定导则》旅游行业标准，指
导全国旅游景区开展最大承载量核定
工作。经景区主管部门核定，全国所
有5A级旅游景区现已完成最大承载
量测算核定工作，并向社会公布。

公布全国5A级旅游景区游客人
数最大承载量，实际上是落实旅游法
的一项细化措施。旅游法规定，景区
应当公布最大承载量、景区接待旅游
者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要求旅游者
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景区要提
前公告并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
施。可见，所有景区均应依法公布最
大承载量，5A 级景区仅是先行了一
步。

众所周知，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客
流量，令一些热门景区在文物保护、古
建维护、游客安全等方面承受巨大压
力。因此，给景区设置最大承载量，并
采取限流措施，既是保障景区安全的
必然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不二
选择。不可否认，景区限流，会有部分
游客因被拒绝进入而乘兴而来、扫兴
而归，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与景区安全和文化遗产保护相
比，这暂时的不公平又算得了什么？
其实，景区“超载”，其后果就像汽车超
载一样严重。如此看来，景区限流是
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一道安全底线。

故宫是我国第一个公布最大承载
量、并采取限流措施的景区。自今年
6月13日起，故宫启动单日接待游客
不超过 8 万人次的限流方案，同时全
面推行实名制售票，现场散客需持身
份证才能购票，旅行社团队则要全部
网络预订门票。7月11日14时30分，
故宫首次启动了止票限流措施，在余
票数量为零后现场关闭售票窗口。故
宫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现场看，限流的
各项措施效果良好。

可见，景区限流应有预警机制。
有关部门应尽早制订景区限流预警制
度，根据各景区的特点和承载能力，在
高峰时段密切关注接待人数，及时通
过各种途径发布预警并停止接待，确
保“限流”落到实处。同时，还可以发
挥价格调节作用，通过淡季降价等方
式分流游客。 （中国旅游报）

《琼海旅游》首发
玩转琼海有妙招

据海南第一旅游网消息，近日，琼海举行了
《琼海旅游》杂志首发式暨创新营销研讨会。据了
解，《琼海旅游》杂志由琼海市旅游协会创刊编印，
旨在引导、拉动和促进旅客消费，不仅弥补了琼海
旅游市场营销的空缺，更是旅游企业品牌打造、营
销突破的优质平台。

《琼海旅游》杂志可读性强，集合了吃喝住行，
内容丰富，集工具性和公益性为一体，在国民旅游
方式全面转变的今天，在琼海旅游谋求升级发展
的同时，将更好地介绍琼海、服务产业，为游客指
引美好、留下回忆、播种希望。

据介绍，《琼海旅游》以“旅游文化、品牌打造、
优惠促销信息”为内容特色，印数将突破两万册，
基本覆盖全市万余间酒店客房、千余家餐饮企业
和所有的景区、景点，以及游客密集的车站、码头，
解读琼海、打造名优，全方位服务游客和旅游企
业。

上半年韩访华游客
延续增长势头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近年来，中韩两国人员交
往不断扩大，相互访问人数持续增长。今年是中
韩互办旅游年的第一年，上半年韩国访华游客人
数再创新高。据最新统计，今年1月至5月，韩国
访华游客人数达182万人次，同比增长14.4%；中
国访韩游客人数达269万人次，同比增长28%。
中韩两国已互为最大旅游客源国和最大旅游目的
地。

10月起大陆游客
赴台须买医疗险

据新华网消息，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观光局日
前作出规定，从今年10月起，来台大陆游客团须
检附旅游伤害与突发疾病医疗善后保险的投保证
明，才会核发入台证；个人游旅客下一步也会比照
此法办理。

观光局表示，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创造了
收益，也衍生医疗欠费等问题。不少大陆游客突
发疾病在台就医，旅行社代垫医药费，却因旅客没
投保医疗保险，最后欠费讨不到，仅2014年欠费
就达393万元（新台币，下同）。

观光局说，目前旅行社协助每位来台旅客投
保200万元的旅行社责任保险，但只有发生意外
事故才会理赔，大陆游客若生病在台住院、自己跌
倒受伤不理赔。有旅行社帮忙代垫，但事后追讨
无门，医院基于人道又不能不救，结果医院被欠
款。

观光局这次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
光活动许可办法”及相关规定，要求大陆游客来台
须提供医疗保险相关证明文件，且最迟在出境前
就要买好保险，保险额度为50万元。另针对每年
100多万且不断成长的个人游旅客，下一步也会
比照此法办理。

西环铁即将打破交通瓶颈，绿色生态独特民俗与蓝色海景互补

中西部旅游期待“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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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南中西部如同一匹“黑马”，在海
南环岛铁路联通促进中西部交通的便利下，以
其特有的自然风貌、民族特色、旅游文化，使得
我省旅游在“东热西冷”的现象得到了改观，海
南中西部旅游也慢慢以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西环铁助力中西部旅游

2015年6月30日，海南西环铁路全
线铺轨正式完成，标志着海南环岛高铁
正式连通，与东环铁路完成闭环，海南进
入完整意义上的环岛高铁、三小时生活
圈时代。

据悉，新建的海南西环铁路北起海
口市，南至三亚市，沿海岛西部沿海，经
过澄迈、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6
个市县，正线全长345公里，设16个车
站。工程于2014年12月18日开始铺
轨，预计今年年底达到开通条件。

2010年我省东线铁路开通，吸引了
许多省内外游客选择乘坐高铁，沿海南
东线观光旅游。海南中西部地区在未开
通西环铁路时，游客只能选择公交或自
驾，由国道、省道甚至是泥泞弯曲的乡间
小道、山道通行，路途难走，花费的时间
也较长。相比之下，游客更愿意选择东
线高铁作为出行方式，主要游览我省东
部地区。

西环高铁的开通，将成为西部地区
旅游经济和绿色经济运输通道，它不仅
缩短了游客在路途上花费的时间，而且，
西环高铁的沿线设计也尽量做到了一站
一景，结合当地特色、景观特色打造站
点。

坐上快速如飞的动车，尽赏窗外旖
旎的海岛风光，感受独特的西部风情，体
验一次畅快的生态、环保、和谐之旅。西
环高铁的建成，将吸引游客往西线走，打
破西部旅游沉寂的局面。

海南省交通物流协会副会长陈勇军
介绍说，新建海南西环铁路是海南省“十
二五”时期头号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
成后，将与海南东环铁路连接，形成环岛
快速铁路通道，并连接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对于推进海南
省国际旅游岛建设，促进海南西部沿海
地区旅游发展，改善海南交通运输格局
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东部以海洋旅游为主，
中西部以热带雨林和黎苗风情的
旅游为主，景观风格、民族风情的
差异性都很明显。”谈及我省中西
部与东部旅游资源的差异，海南旅
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杨总这
样说。

说到海南，人们脑海里浮现的
都会是大海、沙滩、椰林。以海洋
旅游为主的海南东部地区，也成为
了国内旅游的热门地区。我省从
早期开始发展旅游业到建设国际
旅游岛，东部滨海旅游路线一直充
当着吸引游客的主力军。许多旅
行社推出“环岛”旅游路线，也主要
集中在东部地区，主打景点也主要
以海水、沙滩为主。省内的游客以
及海南的“回头客”，都对常见的碧
海沙滩再熟悉不过了。

而在旅游从纯粹的观光向体
验、向深入了解文化发展的今天，
中西部的文化旅游，渐渐成了想要
深入了解海南的游客的选择。

海南中西部的旅游路线，以原
生态、原住民、原文化三原为主的
中部旅游，如五指山、七仙岭、黎苗
文化等，与围绕西部海岸线串起的
儋州千年古盐田、乐东尖峰岭、昌
江棋子湾等，形成了与东部成熟滨

海旅游线不一样的旅游风情。
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原住民，如

今主要集中在海南省中部五指山
地区。别具黎族特色的黎锦服装、
竹筒饭、山兰酒、竹竿舞等等，都是
海南中部文化旅游的特色资源。
游客们观看并参与到民族风情的
旅游项目中，体验不一样的文化旅
游。

据了解，省文体厅针对中西部
旅游着重开展了生态文化、黎苗文
化、红色文化、山地体育、乡村文化
等和旅游的融合工作，力求形成丰
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业态，建设一批
文化旅游特色景点景区。

近年来，“大环岛”的概念在旅
游业界兴起并逐渐流行起来，越来
越多的旅行社推出“大环岛”深度
游海南的主题产品。与以往的传
统旅游团队行程不同，“大环岛游”
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北至南”，“东
线去西线回”，环绕海南岛一周，儋
州、乐东等西部城市，也真正地加
入到了全岛旅游的整体布局之中。

在海南东部谋求高端旅游产
业的同时，中西部一直强调“绿色
生态游”。相比海南东南部的以海
洋文化为主的旅游路线，中西部风
景风格更显独特。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陈诗雨

风格各异的中西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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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色古香的儋州东坡书院。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