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以来游艇出入境情况统计表

年份 游艇（艘次） 同比

2009年 14

2010年 120 757.1%

2011年 83 -30.8%

2012年 113 36.1%

2013年 93 -17.7%

2014年 97 4.3%

海南省2009年-2014年
邮轮出入境情况统计表

年份 邮轮（艘次） 同比 旅客（人次） 同比

2009年 34 33188

2010年 38 11.8% 39491 19%

2011年 84 121% 64650 63.7%

2012年 165 96.4% 100942 56.1%

2013年 274 66.1% 145524 44.2%

2014年 229 -16.4% 192309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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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

邮轮旅游是用邮轮将一个或多个旅游目的地联
系起来的旅游行程。这种旅行方式始于18世纪末，
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

邮轮经济

邮轮经济是指以邮轮旅游为核心产品带动相关
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总体经济效应。它的基本发展
模式为兴建港口及相关设施，以招揽邮轮停靠。

邮轮母港

邮轮母港是指用于多艘大型邮轮停靠及其进出
的码头港口和配套设施，能够为邮轮经济发展提供
全程、综合的服务，对所在区域的经济具有较强的推
动力。

游艇经济

游艇经济，属于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形式，它是
游艇研究开发、设计制造、销售、消费、维护保养、修
理、管理等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

游艇产业

游艇产业是融合生产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互动
发展的一个产业群。

加强国际合作 破解发展难题

国内外邮轮游艇界精英海南论剑 多项政策助力
我省邮轮游艇产业发展

国家相关部门专门为海南出台了政策措施，助
力我省邮轮游艇产业发展。

在邮轮方面，一是2011年12月16日，国家旅
游局下发了《国家旅游局关于批准开通三亚至越南
海上邮轮边境游线路的复函》，同意开通三亚至越南
的岘港、广宁（下龙）海上邮轮边境7日游线路。海
口至越南海防、下龙湾海上邮轮边境5日游线路。
二是国家同意海南实施西沙旅游开放开发的政策。
2013年4月28日，西沙邮轮旅游成功通航，航线为
海口—北礁—西沙永乐群岛，2014年9月开始改为
从三亚出发。主要参观永乐群岛的全富岛、鸭公岛
和银屿。截止2015年5月共运行59航次，接待游
客9575人次，目前西沙邮轮旅游实现了常态化运
营。三是2013年10月30日，公安部、国家旅游局
《关于同意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开展边境旅游异
地办证工作的通知》，同意海口市、三亚市开展边境
旅游异地办证工作，三亚市和海口市分别于2013年
12月和2014年1月正式开通了边境旅游异地办证
邮轮游线路。

在游艇方面，海关总署2011年3月专门为海南
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省进出境游
艇及其所载物品监管暂行办法》。主要有6个特点：
一是专门为海南省制定；二是增加了游艇出入境地
点；三是游艇担保灵活多样；四是进出境手续更加简
便；五是境外游艇在海南停留时间更能满足度假需
要；六是海关监管更加规范。国家质检总局2013
年6月出台了《海南出入境游艇检疫管理办法》；海
南海事局2010年12月出台了《海南省游艇安全管
理暂行办法》，为推动海南游艇业健康快速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交通运输部2014年7月批准我省
东营、博鳌、石梅湾神州半岛、海棠湾、南山、龙沐
湾、棋子湾、临高角等8个海上游览景区临时对境
外游艇开放。

2015年，省政府出台了《海南邮轮产业先行先
试试点方案》；省发改委出台《海南省游艇产业发展
规划》；由省交通运输厅编制的《海南省游艇码头布
局规划》通过专家评审，正在征求交通运输部意见。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得益于口
岸各查验机关、省市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
持，省口岸管理部门在加大邮轮游艇产业宣传推广力
度的同时，还鼓励和支持邮轮游艇企业根据市场和行
业发展需要吸引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国内的游艇
展会、游艇论坛、游艇帆船赛事等活动在海南举办，为
企业开拓市场创造条件。连续成功举办了2011、
2013年海南国际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峰会，组织邮轮游
艇企业参加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暨国际邮轮博览
会展览；组织口岸查验机关高效保障了沃尔沃帆船赛
三亚站赛事、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海天盛筵”、三
亚—香港帆船拉力赛、海口游艇论坛、世界游艇盛典、
司南杯帆船赛等一系列大型国际游艇活动。

“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发展邮轮游
艇产业优势和有利条件更为明显，不仅
有资源、区位和环境优势，还有强大的政
策优势，未来完全有条件建设成为邮轮
游艇大省。”日前，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
公室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资源优势方面，海南管辖着我国三
分之二的“蓝色国土”，港湾、沙滩、岛礁、

海钓、海浪、海洋生态等要素相当齐备，
适合发展邮轮游艇产业和开展游艇运
动，为邮轮游艇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区位和交通条件是邮轮游艇经济发展
的基础。海南既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
大洋洲、非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
通要道，又是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东盟经
济圈、太平洋经济圈的交汇点，是中国以海
连接东盟国家最多和对外开放的前沿要
塞。全岛有54个港口，其中海口、清澜、三
亚、东方、洋浦5个为对外开放的水运口
岸。国际航线可到达俄罗斯、日本、韩国、

东南亚各国、非洲、欧洲的国家和地区，邮
轮游艇旅游资源丰富、市场广阔。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海岛，气候
温和湿润，一年四季长夏无冬，是开展邮
轮游艇活动的天堂。这个优势是其他地
区无与伦比的，为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配套服务条件。

政策优势方面，《国务院关于推进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明
确将发展邮轮游艇产业列入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重要内容。

《海南省游艇管理试行办法》《海南
省游艇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省进出境游艇及其
所载物品监管暂行办法》和《海南出入
境游艇检疫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政
策的出台，让境内外游艇在海南检验登
记将更加宽松、认证更加灵活、出入境
手续更加简便、通关更加快捷、游览观
光的空间更大。另外，国家赋予我省的
离境退税、离岛免税、26国免签证、落
地签证、边境旅游异地办证等一系列政
策已落地。

这些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
势为海南邮轮游艇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加速破浪前行

2009 年，我省出入境邮轮
34艘次，邮轮旅客33188人次。
而到 2014年，我省出入境邮轮
达229艘次，邮轮旅客192309人
次。

近几年，我省口岸游艇出入
境每年平均100艘次左右。其
中：2010年120艘次；2011年83
艘次；2012年113艘次；2013年
93艘次；2014年97艘次。

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近
年来我省邮轮游艇产业加速发展
的现状。

近年来，我省加大了邮轮
泊位、游艇码头等基础和配套设
施建设。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截止目前全省
共建成游艇码头 12 个，泊位
1658个；在建（拟建）码头13个，
泊位约 1985 个；游艇拥有量
1000艘左右。

目前在海南注册的游艇制造
企业有8家；全省俱乐部（游艇
会）共有39家；海南全省涉及游
艇销售、服务的企业有146家。
目前游艇服务主要包括：游艇培
训、游艇检验、游艇维修保养、补
给、保税仓等。

我省目前有两个邮轮码头，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母港）
码头，拥有1个8万吨、1个15万
吨级泊位和1万平方米的客运
联检大楼，均已投入运营；海口
秀英港建有邮轮泊位及一个简
易口岸联检配套设施，可停靠5
万吨级邮轮。

海口、三亚先后有“爱兰歌
娜”、“处女星”、“天秤星”、“宝瓶
星”、“海洋迎风”、“钻石”、“欧
洲”、“双鱼星”、“狮子星”、“飞
鸟”、“挪威之风”、“环球”、“高尔
基”、“阿妈蒂”、“海洋航行者”等
多种型号的大型邮轮从香港、新
加坡、日本、美国、英国、巴哈马、
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等国家和地
区的邮轮母港到访。

我省还成立了海南邮轮游艇
协会、三亚游艇帆船协会、海南蓝
鳍钓鱼协会等3个邮轮游艇行业
组织。

“海南发展邮轮游艇产业优势明显，
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海南省海防
与口岸办公室负责人说。

但是该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我省邮
轮游艇产业一定程度上存在政策不宽
松、规划不完整、基础落后、人才匮乏等

发展“冷瓶颈”。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加快推进海南邮轮

游艇产业发展？有关人士建议：一是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以思想观念的转变带动邮轮
游艇产业的发展，大力宣传和普及邮轮游艇
知识，使更多人了解游艇不是奢侈消费品，
而是大众的生活用品。二是制定规划、有序
发展。海南应将发展邮轮游艇产业纳入海
洋经济发展布局和整体规划。三是完善政
策、规范管理。出台实施促进邮轮游艇产业
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从加强邮轮游艇旅游

国际国内合作、加大海口和三亚国际邮轮母
港建设力度、创新邮轮游艇口岸监管模式、
培育邮轮游艇旅游市场、鼓励国内本土邮轮
游艇企业做大做强、开辟邮轮旅游新航线、
制定实施邮轮旅游补贴政策、实施社会引
资者引进邮轮项目奖励办法和发展邮轮游
艇教育培训和会展产业等方面，推进邮轮
游艇产业加快发展。四是加大投入、夯实
基础。要依据国际标准建设邮轮游艇港
口、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完善停泊设施。五
是培育市场、引导消费。通过举办游艇会

展和重大国内国际赛事活动，逐步建设完
善售后服务及赛事设施，使邮轮游艇产业
健康有序的发展。六是培养人才、优化服
务。针对邮轮游艇产业需要人才的标准，
应当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办
法，积极引进国内外高端邮轮游艇产业管
理人才，鼓励和指导大专院校、职业学校开
设邮轮游艇专业，培养邮轮游艇产业专业
人才，带动邮轮游艇产业向高素质、高水
平、高质量方向发展，促进我省邮轮游艇经
济发展。 （本版撰文/宝中 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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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

为促进邮轮游艇产业加快发展，助
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2015海南国际
旅游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于10月
15日至17日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举行，10月16日正式开幕。

此次大会以“邮轮游艇产业新机
遇新发展”为主题，由海南省人民政府
主办，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委、省商务
厅、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三亚市人民
政府、省邮轮游艇协会、三亚凤凰岛国
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共同
承办，主要包括开幕式、行业协会联盟
活动、招商推介、邮轮游艇专题论坛、游
艇展览等活动。

会上，省领导将发表主旨演讲，公
布促进邮轮游艇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

措施；将有达成合作协议的项目在招商
推介会上签约。此外，国家有关部门领
导、世界知名的邮轮公司和游艇企业代
表、国际邮轮游艇界知名人士、邮轮游
艇行业协会联盟代表、国内外游艇俱乐
部（游艇会）代表等，围绕介绍国际和地
区行业发展经验、解读政策法规、制定
产业发展规划、规范行业运营管理、提
升行业服务和管理质量、加强国际合
作、破解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难题等方面问题，站在不同的角
度，用不同的视角，结合海南省情实际
发表专题演讲，为促进海南邮轮游艇产
业加快发展出谋献策。

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负责人
说，召开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邮轮游

艇产业发展大会，对于促进我省与国
内外邮轮游艇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推动
我省邮轮游艇产业加快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此次大会，将通过安排游
艇展览和推介、出台政策措施及成立中
国—东盟邮轮旅游发展联盟等，积极打
造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邮轮旅游
经济带，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
系列旅游目的地。同时，鼓励更多的游
艇制造企业落户海南，吸引更多的公
司、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到游艇产业上
来，发展适合大众消费水平的中小型游
艇，积极培育游艇的大众化消费市场。

据介绍，此次大会以“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扩大宣传，促进交流，整合资
源，推动发展”为宗旨，围绕邮轮游艇产

业发展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等方面设置
论坛议题，为促进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加
快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负责人
介绍，相比上两届，本届大会的内容更
加丰富，主要有大会开幕式、招商推介、
举办邮轮游艇专题论坛、游艇展览、行
业协会联盟活动（东南金三角邮轮游
艇联盟活动、中国游艇行业协会联盟
成立大会、中国海陆空旅游产业联盟
成立大会、首届海南游艇技能大赛颁
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
发展联盟成立大会等）。通过这些活
动，宣传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优势，
推介海南邮轮游艇旅游商机，加强邮
轮游艇旅游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邮

轮游艇经济快速发展。
为使大会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感染

力，增强大会效果，此次大会安排了理
论探讨、专题演讲、登轮体验、游艇展示
及招商推介等多种形式。在与会代表
的邀请上，做到了人员结构多元化，既
有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欧洲、
美洲、澳洲和亚洲的产业界精英，不同
地区、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人士和具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业内专家汇聚一堂，
为加快海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把脉支
招、出谋划策，通过国际嘉宾代表的参
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海南，参与到海
南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计中，使海南国
际旅游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这张
名片更加耀眼。

政策速递政策速递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

游艇云集三亚鸿洲游艇码头。 英挺 摄

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