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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海口市举办的各类会展
活动达212场，比2011年增加129场，
市场增长62.4%左右，成为新常态下现
代服务业发展中的新亮点。”在海口会
展局发布的2015年工作总结中，很容易
得知海口会展业这些年的发展成果。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海口共举办909
场会展活动，会展业产值高达 300亿
元。大量会展活动的举行，为海口聚集
了大批的商务游客，也让海口旅游从

“观光经济”向“商务休闲经济”倾斜。
而除了会展活动外，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日臻完善的城市功能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各种节庆活动、大型论坛、体
育赛事落地。据了解，“十二五”期间，
海口先后成功举办了万人相亲、热气球
婚礼节、游艇婚礼节等活动，还有海口
高尔夫与旅游主题论坛、邮轮游艇与旅
游主题论坛、观澜湖世界明星赛、欧米
茄观澜湖高尔夫世界杯等重大赛事活
动。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的商务休闲
游客，牵动了酒店、餐饮、运输等行业参
与，形成了酒店客房趋紧、航空客运紧
俏等热点现象，大大改变了以往游客只
把海口当作“旅游走廊”的误解，使得海
口这一有地域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的形

象逐渐明晰起来。
“十二五”期间旅游产业的转型升

级，海口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主攻商
务旅游，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推动休闲旅
游的发展，而这其中，以乡村休闲旅游产
业的发展最为迅猛。据统计，经过不断
挖掘与推广，目前海口具有接待能力的
特色乡村旅游点近50个，年接待市民游
客近百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00万
元，初步形成以美兰滨海休闲游，琼山红
色和绿色生态游、秀英火山古村落探秘
游、龙华历史文化游为代表的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如今每到节假日，海口的各

个旅游名村（点）都人满为患，乡村游、短
线游已成为本地居民的最爱。“度假在三
亚，休闲在海口，如今已经成为现实。”海
南康泰国际旅行社董事长李繁华说，过
去海口及琼北旅游产品多为传统观光
型，如今随着消费者对旅游产品需求的
变化，海口因势利导推动乡村旅游休闲
产业的发展，打出了自己的特色。

“主打商务旅游和休闲旅游，通过定
位转型，从观光经济到商务休闲经济，海
口走出了一条差异化道路。这是近几年
海口旅游转型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最成
功的地方。”海口市旅游委负责人表示。

旅游收入超额完成目标、改变海南旅游“南热北冷”局面，海口旅游“十二五”亮丽收官

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跨越

迷人的碧海蓝天，旖旎
的海底世界，茂密的热带丛
林 ，奇 特 的 火 山 地 质 遗
迹……海口，一座背靠陆
地，拥有江河湖海的“水上
方舟”，是中国最南端唯一
的热带海岛型省会城市，有

“椰城”“南海明珠”的美称，
拥有着十分丰富的旅游资
源，国内外游客青睐的海南
旅游目的地之一。

然而，数年前，海口的
旅游市场却面临尴尬——
背负着“旅游通道”这一名
号。许多上岛的游客，踏上
海口后不曾停留过夜，直奔
南边。如何提升海口的旅
游吸引力，将客人留住，将
海口发展成为官方旅游目
的地之一？重新定位，加强
自身软硬件建设的同时积
极转型升级，与琼北各市县
联手合作发展区域旅游一
体化，这是海口市委、市政
府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后，
选择的“破局”之策。

工作思路转型、定位转
型、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旅
游传播转型、行业管理转
型……“十二五”期间，海口
旅游开始了全面的转型升
级。坚持不懈的转型升级
让海口旅游在“十二五”中
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
单”：“十二五”期间海口接
待国内外过夜游客和旅游
总 收 入 总 量 分 别 达 到
5193.73 万人次、605.77 亿
元，较“十一五”期间分别增
长63.9%和99.4%。“旅游收入
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目标，国
内外过夜游客人数按时完
成，也超过了预期，海南的
旅游格局也开始从‘南热北
冷’进入‘南热北暖’阶段。”
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说，海口旅游坚持走的这条
转型升级之路颇有成效，产
品丰富、市场平稳、管理规
范、效益突出，达到了“十二
五”的完美收官，为“十三
五”跨越发展做了坚实铺
垫，较好地从旅游角度支撑
海口经济社会发展。

“如果你去过巴黎、巴塞罗那这些
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你就会发现，很
多游客都喜欢在街边留影。这就是我
们和人家的差距。”海口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说，成熟的旅游城市是把整个城市
作为一个旅游产品来建设，而海口“十
三五”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
实现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的跨越。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海口在“十二五”期
间已经开始逐步推进自然资源、历史文
化资源和城市建设发展的有机融合，为
这个目标打基础。

“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
市”是两块金子般的招牌，代表当前国
家最高的城市荣誉，是最有分量的旅游
吸引物。实现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
游”的跨越，海口以此做为重要的抓手，
从2015年7月全面启动了“双创”工作。

坑坑洼洼的泥石土路，铺上了青石
地砖；电动车乱窜、拥堵不堪的十字路

口，在交警和志愿者的疏导下变得井然
有序；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马路市场，
变身整洁的休闲公园；斑驳涂鸦的墙
壁，粉刷成了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题字图画的文化长廊……“从没见过海
口如此干净”“这才是旅游城市的样
子”……市民和游客纷纷点赞。

“城中有景”、“景中有城”，再加之
以合理的配套和相应的街区改造才可
以让海口变身成为“城景合一”的城市
旅游产品。因此，除了“双创”工作以
外，“十二五”期间海口还大力推动了特
色街区的打造。

斑驳而又雕满图案的墙面、形态多
样的女儿墙、充满闲情的露台……徐徐
行来，触目所至，优雅和厚重迎面而
来。这，就是坐落在海口老城区内的骑
楼老街。“十二五”期间，海口通过对街
区内历史建筑修缮、文化发掘、旅游化
改造，更新和增添基础设施，恢复旅游

文化吸引物，推动了街区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使街区
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始转化为优质旅
游资源。还有复兴城的中国香街，以沉
香为主题引进了上下游的产业链产品，
已经成为海口游客和市民旅游休闲的
一个新去处。骑楼小吃街是海南以美
食为主题的国家3A级景区，也是海口
市政府指定创办的唯一一家小吃街，汇
聚了2000余种特色小吃，展示着“舌尖
上的海南”。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
影公社的1942街和南洋街，则通过不同
时空转换的城市街区风情和建筑的演
变史，带着游客和市民进行了一次“穿
越之旅”。

这些特色主题街区，既有烙刻时间
印记的骑楼门牌，又有传统民居、市井
生活，袅袅奇楠香飘和悠悠舶来建设相
融一城……一条街就是一幅风景画，一
条街就是一个文化景区的亮丽景观，展

示了南端滨海都市的独有风韵，已经是
海口这个旅游天堂的缩影。

“‘十二五’打下了基础，‘十三五’
将是海口实现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
跨越目标的关键节点，”海口市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间，海口
将继续发挥生态优势和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性支点的优势，高位统筹旅游发展
机制体制改革，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和政
策，重点强化休闲度假旅游和商务会展
旅游综合吸引，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过程中实现由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的
跨越。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
海口将实现旅游总体规模指标、功能
性指标及社会效益指标的新突破，旅
游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12%以上，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2000
万人次，年均增长13%，旅游总收入超
过300亿元。

（眉眉 陈奕霖 钟礼元）

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根筷子牢
牢抱成团；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掌
声震天。

种种元素构筑了海口旅游吸引力，
但海口旅游仍存在纵深旅游吸引物缺
乏以及旅游产品弱小散等制约因素。
因此，海口旅游在战略转型中选择了区
域合作的道路。

这条合作突围之路从琼北地区启
端。2012年5月，海口、文昌、琼海、儋
州、定安、澄迈、临高、屯昌8市县联合

发表了《琼北“7+1”旅游合作与发展
宣言》，由此拉开了琼北区域性旅游
合作的序幕。整合旅游线路、抱团营
销、联动监管市场……一连串的区域
合作举措打响了琼北旅游圈的品牌，
推动了海南旅游格局从“南热北冷”
到“南热北暖”转变的同时，也给海
口旅游的发展催生了动力，节节攀升
的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成了最
好的见证。

合作之路的脚步不仅仅停留在岛

内，而是不断向岛外甚至国际延伸。
2015年9月份，海口在古城西安举

办了以“2015冬，带你赶海去！”为主题
的国庆西北旅游推介活动。期间，海口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西安市旅游局签
署了旅游合作协议，约定从旅游宣传推
广、产品开发、市场管理等方面推动合
作。同年的2月份，海口联合琼北各市
县在厦门举办旅游推介会期间，两地也
就旅游合作达成了相关协议。

“这是海口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开展的新的区域合作。”海口市旅游委
负责人说，海口将把握海上丝绸之路良
好契机与情缘情结，积极融入区域合作
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通过文化旅游
活动和旅游合作打响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旅游品牌，将旅游业打造成为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的先导产业。

“我们‘十三五’的区域旅游合作从
琼北到北部湾延伸至京津冀，再通往港
澳台地区和东南亚。”海口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透露。

从“观光经济”到“商务休闲经济”

从“1”到“1+N”

从“特色资源”到“特色产品”

海口市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

5193.73万人次，较“十一五”期

间增长63.9%
海口接待国内外过夜游客年增长率为

9.6%，较“十一五”期间提升1.4%

旅游项目：
“十二五”以来，海口共统筹规划了8个文

化主题10个重大旅游项目。
目前，已形成生产能力的项目：观澜湖旅游

度假区、红树林乡村旅游区、骑楼老街、火山群
世界地质公园。

正在建设的项目：环球100影视主题公园、
五源河文体中心、如意岛、南海明珠等。

此外，海南野生动植物园新区、海上驿站、
红树林湿地森林小镇、演丰风情小镇、青龙湖水
上旅游度假区等一批重大旅游项目也将陆续在

“十三五”期间建成并形成产业集群。

旅游产品：
5年间，依托海口生态、滨海、火山及文化

资源优势，创新推出“邀请您到海南琼北过大
年”、“春踏青”、“夏打盹”、“椰城深呼吸”、“慈孝
之旅”、“红色旅游”、“富氧乡村游”“特色街区城
市观光”等16项产品线路。

公共产品：
“十二五”期间，编印了综合类旅游指南书、

系列产品、分项产品和影视片共4大类33种旅
游公共产品，投放量超110万张（册）。

旅游促销：
举办“邀请您到琼北过大年”系列活动
组织70余场国内促销
开展50余场境外促销
开展互联网促销，2015年旅游官方网站网民

游客点击量830万人次，是五年前点击量的5倍。
单场促销在线微信直播参与人数超2万余人。

景区：
截至 2015 年底，海口市有 A 级景区：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中国雷琼海口石山火山群
世界地质公园（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海口园区）、
海口骑楼小吃风情街、海口市五公祠、海口琼洲
文化风情街、海口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海口
市海瑞墓、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共9家，占全
省A级景区总数21.6%，其中，4A级4家，3A级4
家，2A级1家，比2010年增加4家A级景区。

旅游联席会议制度：
海口市在全省率先组建了旅游联席会议工

作制度，做到了把所有的迎客工作做在前，把会
议桌搬进手机里，战时不用开会就把全市调动
起来，反应快、成本低、效果好，成了海口社会治
理的地方特色。

人才培训：
在省内外选拔院校老师、学者和优秀旅游

技能服务人员等师资力量，举办88期精品旅游
教育培训项目，累计培训58070人次。

旅游总收入总量605.77亿
元，较“十一五”期间增长99.4%

旅游总收入年增长率为17.6%，

较“十一五”期间提升8.7%。

俯瞰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公园。 显煌 摄 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受游人喜爱。图为游
客在红树林旅游区旅游栈道上漫步。 显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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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骑楼老街以其独特的建筑文化吸引了众多游人。
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