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行游、登山游、露营游等多元化旅游元素引得游客流连忘返

琼中乡村游打活“体验牌”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特约记者 黎大辉 通讯员 朱德权

今年琼中升级改造奔格内乡村旅游
基础设施，以黎苗传统婚俗庆典、黎母诞
辰庆典等传统民俗活动为亮点，推出骑行
游、登山游、露营游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大
批省内外自驾游客和背包客到琼中体验
黎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享受奔格内乡村
旅游之美。尤其是中线高速通到琼中后，
离海口一小时的距离使其融入琼北旅游
圈，吸引大量海口的自驾游客，景区景点
双休日持续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除了高速开
通交通便利因素之外，琼中旅游业态多元
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在琼中正
努力将文化、体育以及休闲农业、国际赛
事等元素融进旅游产业，让来琼中旅游的
游客有更好、更深层次的休闲体验。”分管
旅游的副县长冷毅告诉记者。

白鹭湖畔放飞心情

今天上午10时，记者来到白鹭湖景
区，酒店总经理张双告诉记者，180多间
客房已经全部住满，并且从今天起至下月
16日客房均已全部预订出去，游客前来
入住都要提前预约。

沿中线高速来到琼中境内第一站
——金手指白鹭湖度假区，拥有天然的白
鹭栖息地，这里的客房含有标准客房和森

林氧吧屋。
白鹭湖建有润谷艺术博物馆，瑰丽的

艺术画廊、夏威夷风情商业街，一站式满
足潮流所需，双向800米开放式布局，东
西完美对称，书吧、茶水吧、超市、原味餐
厅、自助餐厅……游客在此可以悦享一场
精美绝伦的邂逅。

沿着3公里环湖景观大道，近万平方
米休闲运动区绽放精彩：缤纷水世界、湖
岸观鹭平台、沙滩排球广场以及游船码
头，让您醉入桨声灯影，静听白鹭争鸣。

来自海口的游客黄丽与老公来白鹭
湖已经入住两天了。“现在中线交通便利
了，就想来感受一下中部风光。环境静谧
又清新，住在这里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
白天我们到湾岭的鸭坡、金妙朗等村子里
走一走，早晚在白鹭湖住，吃点原生态的
东西，感觉日子胜过神仙，我们还想再住
一天。”黄丽开心地感叹道。

烟雨微醺的日子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独一无二的白鹭湖公园拥有闲情垂钓中心、
湖心如意拱桥、森林温泉养生泡池等，呼吸
到最纯净的空气，游客们久久不愿归去。

云湖休闲养心好去处

营城云湖农家乐位于长征镇什云村
旁边，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来自省

内外的众多游客在此度过周末，休闲养
心，据云湖农家乐总经理蔡江介绍，自中
线高速开通后，云湖的人气越来越爆棚，
目前云湖农家乐的110间客房全部爆满，
游客、会议、聚会等预订已经延续至9月
份。

拥有水上高尔夫、游艇、垂钓、儿童弓
弩娱乐场、自行车乡村游、乒乓球练习场，

“奔格内”乡村游的什云村、新丰村、什日
宛等配套设施，云湖农家乐让游客都流连
忘返。

来自广东汕头的游客张女士将同学
聚会安排在此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六七
十名同学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他们
还打算再住两个晚上。

“我在海南出生，但是上学之后一直
没有回来过，这次同学聚会安排到这里，
给我一个惊喜，没想到琼中的乡村环境这
么优美，感觉住了两个晚上像洗肺了一
样。”张女士微笑着说，同学们一起打球健
身，并租了十多部车自驾游准备走遍琼中
的“奔格内”。

高山什寒原始风光美

这个周末，来自海口的游客徐丹与老
公一起感受了黎村苗寨之美。海南的很
多旅游景点都去过了，她想来感受一下琼

中的森林氧吧，便和几个朋友自驾游来到
琼中什寒村，入住了当地民宿。“提前预订
的房间，还是很紧张，7个人睡5张床。”她
笑道。

“早起，我们在什寒村里走一走，感觉
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农家乐老板娘也
很热情，三餐饭都是在这里吃的，原生态
又美味。”徐丹说。

据什寒村苗村村民小组组长李明松
介绍，什寒的客房和民宿总共有43间，周
末都是爆满，住房需要提前半个月预订，
中线高速开通以后，客房更加紧张，大量
游客来临，带动村里的旅游经济发展。

什寒村是琼中独有风韵的黎村苗寨，
每个周末什寒村民会自发或者应游客之
约举行一些舞会，什寒的乡村大舞台从来
不曾寂寞，游客们通过乡村大舞台领略到
黎苗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琼中旅游委主任邓开杨表示，琼中正
着力提高接待能力，正在打造的什寒集装
箱酒店预计8月底投入使用。

“百花岭景区以及什寒的集装箱酒店
完工后，届时琼中的接待能力将增加不
少，缓解一房难求的压力。在绿橙旅游旺
季来临之前，琼中也将努力从景观打造、
路线规划、农村特色，接待能力方面进行
完善，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冷毅说。

（本报抱由8月2日讯）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钟祥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以其独有的乡
村自然风光，给来自省内外的众多游客
无限遐想。近期，琼中旅游委发布9条奔
格内乡村旅游路线供骑行以及自驾游游
客领略沿途风土人情以及美景美食。

线路一：
以田园风光、黎苗风情、缅怀先烈为

主题。从琼中营根镇出发，途经红毛镇
白沙起义纪念园—共建村—五指山观景
亭—什寒村，以白沙起义纪念园、王玉锦
纪念馆、五指山观山亭、生态绿道、铁皮
石斛园、千年古树、绿三角吧、花梨寨、射
弩场、田园、奔格内广场等为重要展览
点，途中可以品味到黎家竹筒饭、苗家三
色饭、香煎什寒天猪肉等美食。

线路二：
以红色黎家为主题的番文线。从琼

中营根镇出发，途经红毛镇白沙起义纪
念园—什运乡番道村—冲公保村—便文
村—什太阶村—道妙村—什统村等，可
以参观白沙起义纪念园、番道黎锦之乡、
冲公保梯田风光、便文村中共琼崖军代
会遗址、便文露营基地、鹦哥岭自然风
光，感受琼中大山深处的红色革命遗迹，
品尝地道山野原味。

线路三：
以朝参村为起点的山地自行车骑行

线路。骑行者可从营根出发，往朝参方
向骑行，沿着新建的国家步道，途经朝参
—朝根—白石岭湖等地，一路不乏崎岖
的骑行路线，也能在开阔的视野里亲身
体验琼中优质的生态自然环境。

线路四：
以红色旅游、黎苗风情与生态体验

为主题的另一条路线。可以从番道村为
起点，经什运乡—红毛镇—加钗水库，最

终回到营根镇。据琼中旅游委负责人介
绍，奔格内·红毛线是奔格内的一级线
路。由朝参线、什寒线、奔番文线串联，是
奔格内体系中最先成熟的一级综合线路。

线路五：
以绿橙、荔枝为主的休闲农业旅游，

金妙朗线，从木色湖出发，途经白鹭湖，
鸭坡村、金妙朗村到湾岭，可以品尝美味
的电饭煲山鸡。这条以金妙朗村为核心
的奔格内线路，容纳了木色湖、白鹭湖等
原生态美景，使游客可以有更优质的生
态环境体验。

线路六：
以百花岭为中心的环绕特色村落旅

游线路。该线路涵盖新寨、烟园、万众、
什扔、大朗、那柏、百花岭等村落景点，是
走村串寨最多的线路，也是能集中体现
琼中村落的线路。游客可以在此线路领
略到生态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线路七：
以五指山为目的地的仕阶旅游线

路。从营根往长征镇方向行走，途经潮
村—作雅村—上安—南万—仕阶，该条
线路与南万温泉相联系，热带雨林、村落
民俗一览无遗，还能在黎歌之乡——作
雅村现场感受黎族人民的热情。

线路八：
以岭头茶场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线路。

从营根出发往岭头茶场行走，可以到红岭
水库、南茂村等景点，该线路是目前海南乡
村旅游第一条以茶文化为主题乡村旅游线
路，也是奔格内体系中的重要线路之一。

线路九：
以乘坡河为核心旅游资源的乡村旅游

线路。沿途有新民村、称水沟、新兴村、万道
等特色乡村景点，该线路以观赏乘坡河景观
为中心，兼容热带雨林景观与乡村旅游体验。

9条旅游线路玩转奔格内

记者今天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采访发现，琼中乡村游日趋火爆，双休日一房难求。云湖农家乐的110间客房
爆满；白鹭湖景区酒店180多间客房一房难求，到下个月16日以后才有空房；什寒村的客房也已预订到半个月后。

白鹭湖。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百花岭瀑布。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琼中梯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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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春媚）8月1日，
经过4个月的改造装修，位于海口市
国贸大道时代广场的海口甲壳虫
NEWS KTV完成升级开业。据介
绍，这处改造完成的娱乐休闲场所主
打复古主题，融汇了老上海、欧美风、
地中海等经典怀旧风格，海口市民和
游客闲暇之余又增加了一个新去处。

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建设，涌入海
口享受椰城夜生活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和游客，打造
出自己的品牌亮点，经过一番考察后，
甲壳虫引入来自国内最顶尖的苏杭设
计团队，设计了20多种复古风格的包
厢共54个，“我们要让优雅别致的复
古元素在椰城海口绽放新的光彩。”

海口一文化休闲场所升级

走“复古风”
引“怀旧潮”

本报定城8月2日电（记者赵优）
为充分发挥定安旅游资源优势，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日前，定安出台《定安县促
进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并由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0万元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专项用于旅游文化产业扶持、规划、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支出。

《意见》鼓励定安景区、酒店升级改
造，对新挂牌的5A、4A、3A景区以及对
新挂牌的5星、4星、3星级标准酒店，一
次性给予产业扶持资金100万元、80万
元、50万元。同时，对开发定安县内旅
游市场的旅行社进行资金扶持，如对年
招徕到定安的游客人数达1.5万人次以
上（含1.5万人次）的旅行社按照增量进
行产业扶持，以该旅行社上一年度招徕
的实际人数为基数，每增加5000人次，
给予扶持资金5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为更大力度支持乡
村旅游发展，定安县财政还将每年安排
200万元的财政预算，专门用于扶持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意见》规定，企业、个
人或合作社投资新建或者将自有、租赁
房屋改造成乡村旅馆，床位达30张以
上，拥有独立卫生间，地板简单装修，配
备热水器、空调、电视，并获得工商、卫生
等相关执照，经审批可按1.5万元/间给
予一次性扶持资金。同时，对正常营业
一年，且入住率保持50%以上的，再给
予扶持资金5万元。投资农家乐餐饮项
目餐位数达50个以上，则可按营业建筑
（建设标准不得低于铁皮屋）面积90元/
平方米给与一次性扶持资金。

定安每年1000万元
支持旅游文化产业

本报金江8月 2日电 （记者孙慧
通讯员潘彤彤）记者从澄迈县获悉，近日
澄迈县政府与安华通用航空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该公司将在澄迈
桥头镇投资建设包括航空风情小镇、航
空旅游水上飞机、航空培训学校等一批
通用航空项目。

根据协议内容，安华通用航空管理
有限公司将在澄迈桥头镇内投资建设航
空旅游风情小镇、通用航空国际展览会
澄迈展览中心、航空培训学校、应急救
援、海上救援基地等4个航空通用项目，
力求将桥头镇打造为国内首个航空通用
风情小镇。

澄迈桥头打造
航空旅游风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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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黎丽萍）记者从海口市旅
游委获悉，通过施行联合执法、市区
两级联动、执法联检等5项措施，海口
的旅游市场环境得以改善，上半年的
投诉结案率为100%，游客满意度达
98%。

在今年7月份中国旅游研究院刚
发布的《2015年第二季度全国游客满
意度调查报告》中，海口在全国60个
样本城市游客满意度调查中排名26
位，同比去年游客满意度大幅提升。
取得这样的成绩，海口市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认为，这与海口今年在旅游市
场管理方面推行的五项措施紧密相
关。

今年上半年，海口加大旅游方面
的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查处涉嫌“黑
车”、“黑社”、“黑导”、“黑店”、“黑船”
及非法散发旅游传单人员违法违规
问题。同时，海口加强了市区两级的
联动，在节假日期间以市级的旅游主
管部门和区级的旅游主管部门联合
共同巡查旅游市场，共同调解旅游纠
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
海口加强了与琼北各市县的执法联
检力度，以琼北办牵头与琼北8市县
进行一体化共同管理，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实行旅游执法联动机制，采取
划片检查、分工负责、合理配置、属地
管理的执法原则开展旅游市场综合
整治，较好地解决了区域性执法不畅
的问题。

据海口市旅游委旅游质量监督
管理所提供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
海口市共受理有效旅游投诉224起，
同比上升39.13%。224起旅游投诉
已全部处理完毕，结案率100%，满意
率达98%。

海口出招改善
旅游市场环境
上半年投诉结案率100%
满意度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