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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月2日电（记者黄媛
艳）新年前两天，三亚全市酒店出租率
超过90%，亚龙湾、海棠湾多家一线海
景酒店更是全部客满。三亚，已成为
今冬最热门的国内游目的地。

火热，已是三亚旅游的常态。
2016年首日，旅游综合体——亚龙湾
爱立方滨海乐园的开业，再次将焦点
聚集在红火旅游业下的三亚“新动
向”：20年不变的旅游主线，串起了鹿
城从“1.0版”到“3.0版”的巨变，单一、
同质的旅游产品让位国际、多元的旅
游新业态，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亚
特兰蒂斯等旅游综合体陆续建设，三
亚正昂首迈入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

品城市。
作为中国首批度假区，亚龙湾是

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被
称为“9611”的1996年1月1日，中国
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在亚龙湾举行，当
年8月中国首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在亚
龙湾开业，三亚旅游发展步入“黄金时
代”，中国旅游业态由此从观光旅游向
休闲度假游转型升级。

20年的光阴，三亚旅游超常规的
跨越发展让人惊叹。从1996年 118
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到2015年预计
接待游客1495万人次，鹿城旅游“旺
丁”。2015年旅游总收入约为300亿
元，11.12%的增长量高于游客增加

量，旅游业更“旺财”，以旅游业为代表
的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GDP的比重
开始向70%冲刺。

在此带动下，偏居一隅的地市级
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旅客吞吐
量突破1600万人次，年客流量稳坐全
国前20名。万豪等全球25个国际知
名酒店集团旗下的43个品牌纷纷抢
滩三亚。

2015年“最受中国公民喜爱的世
界海岛旅游目的地”花落三亚，标志着
鹿城——世界级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
地愈加成熟。

“三亚加快产业融合，不断培育
新业态，形成5大类较为完整的产品

体系；积极开通国际航线，旅游国际
化步伐加快。”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
郑聪辉表示，三亚旅游产品体系包括
邮轮游艇、低空飞行、内河观光、海上
娱乐在内的海洋滨水类产品；乡村、
文化演艺、特色餐饮等民俗特色类产
品；温泉、森林、高尔夫、中医理疗等
康体类产品；免税购物、商务会奖等
时尚类产品；婚庆度假、亲子度假等
家庭类产品，有效满足多样化的市场
消费需求。

“元旦海棠湾海景酒店一房难求，
2015年海棠湾涉旅业态接待人数同
比增长75%，收入同比增长129%。”
三亚海棠区旅游文体局局长叶凯中透

露，亚龙湾、三亚湾逐步成熟，海棠湾
“国家海岸国际休闲度假区”厚积薄
发，三亚打造中国度假旅游新高地的
步伐加快。

20年来，游客的“三亚时间”不
仅丰富多彩，也安心放心。在三亚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岳进看来，
就是“懵懂起步，从不会治到会
治”！

通过一系列治旅“组合拳”的出
击，三亚旅游年投诉量从三位数下降
至个位数，呈现断崖式下滑。

铁腕治旅，温情服务，从“9611”到
精品旅游城市的蝶变，三亚旅游正迎
接“白金时代”的到来。

创建精品旅游城市，5大类产品充分满足市场消费需求

三亚旅游业向“3.0版”挺进

本报那大1月2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陈小马
韦雪梅）岁末年初，儋州海花岛项目为海南旅游业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截至2015年12月28日，该项目
销售面积达136万平方米，销售总额达122.05亿元。

据了解，海花岛是由恒大集团打造的文化旅游项
目，规划平面形态犹如盛开在海中的3朵花。项目占
地8平方公里，是迪拜棕榈岛的1.5倍；汇聚了600位
国际设计大师规划设计，建设旅游、文化、会议、会展、
商务等28大业态。自2015年12月19日认筹以来，已
有10万余人来海花岛考察认筹。

“海花岛旅游综合体项目，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宏
伟框架下的重要项目，它为儋州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
力和竞争力。建成后的海花岛，将成为海南文化旅游
的领头羊，成为吸引全世界游客旅游度假的新目的
地。”儋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廉芬表示，儋州将全
力为恒大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和提供良好的发展条
件，全力支持和服务好海花岛项目的建设，让这个文化
旅游度假项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儋州海花岛认筹
吸引10万人到访
销售总额122亿元

本报讯 据央视新闻联播1月2日消息，作为旅游
大省，海南把旅游与扶贫有效结合，想方设法让当地贫
困群众从旅游发展中充分获益。一条旅游产业链，串
起精准扶贫新路径。

在琼海最偏远的苗乡加脑村，现在每到周末，村民
李家全都会忙得脚不沾地儿，招呼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游客分享了快乐，当地村民则分享了旅游收入。
李家全开的苗家乐才半年就赚到了5万多元。

可就在一年前，这个琼海市最偏远的苗族聚居区，
主要靠割胶为生，乡镇里8500多人就有1300多贫困
人口。出于生态保护的要求，不可能再扩大橡胶种植，
要脱贫必须想新路子。

依托万泉河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传统的苗族风情，
从去年开始，琼海市投入1000万元将整个会山镇打造
成旅游风情小镇。一年来，会山镇就有近50户村民通
过苗家乐、苗绣工坊参与旅游经营脱贫致富。

旅游扶贫还解决了白沙黎族自治县村民王琼美的
难题，由于交通不便，没有销路，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
过的却是穷日子。经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白沙县的
生态黑米、姜茶、竹笋等60多个农产品成为旅游特色
商品，带动近2000户贫困户走上了致富路。

目前，海南省初步建成21个特色风情小镇，60多
个美丽乡村。

海南精准发力
拓旅游扶贫新路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金江1月2日电（记者杜颖）
数十辆卡车往来穿梭工地，为园区新
公路建设奔忙，尽管是元旦佳节，但
位于澄迈的海南生态智慧新城数千
亩的园区土地上，呈现的是一派繁忙
景象。澄迈县推动智慧新城重点项
目建设，园区路网骨架渐现雏形。

在8600多亩生态智慧新城一期
规划中，主路网由“一纵三横”组成。

“你们看，‘一纵’中印大道、‘二横’蓝
梦一路、活力三路同时开建，预计在
今年5月底就可以全面完工；还有一
条横路‘活力一路’也将于春节前开
工！”智慧新城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健
兴奋地指给记者。

沿着所指方向望去，新城火热开
工的路网两侧，是平敞广阔的土地，
澄迈举全县之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为智慧新城完
成11万平方米征地拆迁任务，为项
目如期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与
智慧新城项目一样，去年，老城经济
开发区含纳省、县重点项目共计78
个，总投资额859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160亿元，在去年年内，开发区实
际完成省、县重点项目总投资259亿
元，超额完 成年度计划投资的
162%。截至2015年12月底，78个
省、县重点项目中，开工在建项目已
达60个，开工率为77%。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澄迈：智慧新城元旦不停工赶进度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许春
媚 实习生陈奕霖 通讯员钟礼元）伴
随着天气持续向好，体验农家田园生
活成为小长假第二天许多游客和市民
出游的不二之选，海口的各个乡村旅
游点今天呈爆满态势。而在乡村游火
爆的同时，记者了解到，海口的各个近
郊景区也同样火热。

上午，记者在冯塘村看到，村里设
置的几个停车点都停满了自驾车，来来
往往的游客穿梭橄榄林间。据冯塘绿
园乡村旅游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橄榄园
是冯塘绿园最独特的核心卖点，目前园
区可以体验到的项目主要有橄榄园摇
椅区、橄榄大道漫步区、花架茶饮区、绿
园民宿区、木屋别墅区、廊道用餐区等，
元旦假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不仅仅是冯塘绿园，据了解，今天海口
各个乡村旅游点都迎来大量游客。

海口的各个近郊景区同样也人气
爆棚。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假日海滩、海口
红树林乡村旅游区等各大景区景点今
天迎来大量游客，海口迎来了元旦小
长假的出游小高峰。据海口市旅游委
统计，从1月1日至1月2日，海口全
市纳入统计的主要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5.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以上。

海口

品农家生活
游特色景区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徐武）环岛高铁刚开通，就
迎来了元旦小长假客流高峰。记者
今天从粤海铁公司获悉，4天来海南
铁路部门共开行动车组251列，运送
旅客22万人次。其中元月1日环岛
高铁发送旅客6.7万人次。

连日来，环岛高铁各站点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环铁开通了，太
方便了，我们全家趁元旦小长假坐
高铁出游，尝尝鲜。坐高铁环游海
南，真惬意！”海口市民徐云成甚是
兴奋。

据介绍，环岛高铁开通运营后，

粤海铁路每天开行环岛动车组64
列，其中“海口东——海口东”、“三亚
——三亚”零位移环岛列车4列，列
车趟趟爆满，近万名旅客已率先购票
体验，坐着高铁环游海南一圈。以三
亚至三亚的D7102次列车为例，4天
来每趟列车平均售出车票820张，客
座率高达132.1%。加之当前正值海
南旅游旺季，海南省旅游委联合广铁
集团开展“环岛高铁旅游月”活动，旅
客凭当日高铁车票游玩高铁沿线46
个景点，可享受5至8折门票优惠，
乘高铁环游海南已成为广大游客出
行首选。

环岛高铁4天运客22万人次
零位移环岛车票受热捧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邢颖）记者今日从海口、三亚等
市县旅游部门了解到，与同期相比，今
年元旦我省各大景区景点游客量稳中
有升，旅游新产品新亮点广受热捧，各
大酒店入住率大幅攀升，许多高端酒店
更是一房难求。

“环岛高铁的开通，进一步刺激旅
游市场的活力，拉动了游客量的攀升。”
对于环岛高铁对旅游市场的拉动作用，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这几日深有体
会，在景区与游客交流中，樊木发现，不
少游客是来自海南西部市县的老百姓
和候鸟老人。

樊木告诉记者，元旦假期首日，三
亚七大景区共接待6.91万人次，同比
增长6.80%，1月2日共接待7.24万人
次，同比增长9.86%。

海南旅游市场不再“南热北冷”。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元旦假期海口旅

游市场一路走热，从1月1日至今天
下午3时，海口主要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15.3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

除此之外，海口打造海陆空立
体便捷交通，也带动了游客数量的
增长。“今年的航空奖励政策一直在
发酵，近两年港航客滚轮的更新，使运
力大幅提升。交通上的利好因素，为
海口旅游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海
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海陆空运力提升，游客出行更便利

便捷交通搅热全省旅游

本报保城1月2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曾小穆）元旦假期天气晴
好，保亭呀诺达景区凭借清新舒爽
的雨林环境和独具魅力的自然景
观，成了不少市民的跨年首选旅游
地，今天上午一开园，就陆续迎来了
大批前来体验热带雨林“清肺游”的
游客。

“在雨林里感觉特别舒服，环境清
新空气也好，父母和孩子都很喜欢，选
择来呀诺达过元旦假日真的很赞！”来
自海口的李女士笑着说道。

在呀诺达受追捧的不只有雨林
“清肺游”，景区“踏瀑戏水”、“高空滑
索”、“雨林CS”等多项体验项目也受
到了不少年轻游客的喜爱。在景区梦
幻谷，戏水教练带着一批又一批游客
踏入泉瀑中，挑战“踏瀑戏水”刺激的
八大关卡。雨林舒适的气温让游客在
冬日里戏水“越战越勇”，谷中欢笑声
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新年伊始，游
客偏爱清新过新年，呀诺达雨林“清肺
游”受到游客热捧，景区针对元旦旅游
高峰热潮开展了系列安全保障工作，
通过加强节假日安全保卫、对游客实
行区内分流引导、强化景区交通等安
全管理措施来保障游客在景区内能放
心游玩，开心过新年。

保亭

畅游雨林
体验“清肺”

本报讯（见习记者叶媛媛 记者赵优）1月1日上
午，2016第五届中国（海南）国际沉香旅游交易博览会
在定安县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开幕。为期4天的博
览会将通过沉香表演、诗歌牵手沉香诗朗诵、沉香拍卖
会以及民乐表演等丰富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

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香飘‘一带一路’，文化连通
四海”。布展面积达到7500平方米。来自中国、越南、
巴基斯坦、肯尼亚等国家近50家参展商前来参展。

国际沉香旅交会定安开幕

品味沉香 交流文化

本报北京1月2日电（见习记者尤梦瑜）由国家一
级演员、省琼剧院一团团长符传杰主演的新编历史琼
剧《海瑞》，1月1日和2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地方戏优秀
中青年演员汇报演出。

该汇报演出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及北京
市文化局承办，来自海南、四川、河南等多个省份的20
台地方戏参加了此次汇演。

记者了解到，该剧1日晚上为面向公众的公开演
出，来自北京当地的广大戏迷及在京工作、生活的琼籍
观众观看了演出，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2日演出，主办方邀请并组织首都多位戏剧专家现场
观看，并在当晚演出结束后召开了专家观摩评审会。

省琼剧院负责人表示，此次赴京演出进一步提高
了琼剧的知名度。《海瑞》一剧申报2015年国家艺术基
金重大修改提高项目已获得批准，接下来将继续修改
提升，精益求精。

据悉，此次是海南琼剧演员及剧目首次入选参演
该汇报演出。符传杰在《海瑞》、《王国兴》、《下南洋》等
多部琼剧中担纲主演，凭借《海瑞》一剧荣获第13届中
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曾
获得“全国艺德标兵”、“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
艺工作者”荣誉称号等。

琼剧《海瑞》
在京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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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众多游客在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南洋街、“1942民国风情街”观光游览，体验“民国穿
越”之旅。图为游客在电影公社观看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体验民国穿越之旅

环岛高铁的海口火车站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粤海大道 1
号，海口东站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西路，旅客乘车时请不要
走错站。由于海口站、海口东站分别有开往东环、西环的动
车，还有环岛运行的动车，旅客在购票乘车时请多加留意，车
次为D710X是环岛开行列车；车次为D711X至D7130间的是
海口东站经西环开行至三亚的列车；车次为D720X至D721X
间的是海口站经西环开行至三亚的列车；D730X至D736X间
的是海口或海口东站经东环开行至三亚的列车。

旅客如要了解环岛列车开行、余票等更多信息，可拨打广
铁集团客服热线12306，或登录广铁集团官方网站及官方微
博、微信查询。

铁路部门提醒：看清车次编号
不要走错车站

制图：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