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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016年5月31日 星期二
主编：罗清锐 美编：红胄A07 关注2016第四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2016第四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暨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

开幕式时间：6月8日上午9：00-10：00
开幕式地点：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2016海南乡村美食及旅游商品展销会
时间：6月8日－11日
地点：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内容：
—在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精选海南各市县乡

土特产、手工艺品、纺织品、收藏品等多种特色商品进
行集中展示。

—在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现场集中展示各市
县具有民族民俗特色的当地美食，通过展示、品尝、售
卖等形式展现各市县乡村美食文化。

—开展端午美食展销会系列活动，包括端午美食
展销会、“海南十佳粽子”和“海南特色粽子”评比及现
场美食专家品尝推荐会等活动。还有一些系列活动：
现场包粽子、搬运粽子赛、现场喝啤酒比赛及现场抽
奖去东南亚国家旅游等十大活动同期举办。

海南省“全域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主题论坛
时间：6月8日下午14：00-18：30
地点：海南世外桃源休闲养生区
内容：
专家介绍全国及海南全域旅游相关内容，优秀乡

村旅游企业经验介绍，举行银企对接洽谈及签约会。

定安主会场配套系列活动

1、“味道定安”精品特产店开张启动仪式
时间：2016年6月7日
地点：海口国贸大润发超市
开设单体“味道定安”精品特产店，集中售卖定安

县本地加工出产的名优特农副产品和宣传定安县人
文形象，进一步打造定安县特产美食品牌，提升定安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定安粽子”上动车

时间：2016年6月3日—7日
地点：省环岛动车
由定安县政府、安安县粽子协会会员共同出资，6

月上旬在省环岛动车上抽奖发放定安粽子，打造“坐
海南高铁，品定安名粽”品牌。

3、定安水果采摘季及定安精品线路游
时间：2016年6月3日（启动仪式）—7月8日
地点：定城、黄竹等各镇
组织游客到定城镇、黄竹镇各果园尝莲雾摘荔枝

品新茶，品尝乡村特色美食，举办浑水摸鱼、垂钓等家
庭亲子游玩活动；

①访古寻幽之旅【探花故里高林村（张岳崧故居
→尚书故里·龙梅村（王弘诲故居）→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定阳古城→江南水乡·高龙村→海南热带飞禽世
界·见龙塔→天九美食城文化广场】；

②问道养生之旅【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南丽
湖国家湿地公园→黄竹乡村理想农家乐→白塘奇石
村（莲雾采摘）→农家戏趣园（荔枝采摘、看戏）→包蜜
园乡村旅游点（荔枝采摘）→万嘉果热带植物园】；

③瞻红踏青之旅【百里百村：龙门久温塘冷泉→
龙门龙拔塘驿站（吃农家菜）→岭口皇坡村→翰林章
塘→ 红色母瑞·琼岛井冈】

4、琼剧演出、电影院开业及图片展
时间：2016年6月8日—9日晚上
地点：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通过举办琼剧演出、电影院观影、图片展等活动，

营造喜庆的节日氛围。

2016海南热带乡村旅游季

时间：6月8日—7月8日
地点：全省各市县

我省部分景区景点酒店惠民措施和配套活动

指导单位：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线路策划：海南省旅行社协会
设计单位：海南海之国旅业集团（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海南心旅途国际旅行社、海南旅享家国际旅行社、海口新国旅旅行社、海南椰达假期国际旅行社）

海南万众假日旅行社 海南海之缘国际旅行社 海南沃德国际旅行社 海口驴妈妈国际旅行社（排名不分先后）

景区景点酒店名称

海口市旅游景区

万宁市

三亚市南山

三亚银泰阳光度假酒店

活动时段

6月8日至11日

5月1日至9月30日

4月26日至9月30日

5月19日至9月30日

3月18日至7月18日

（含18日）

免票、折扣情况及其他惠民情况

旅游景区对老年人、学生等特殊人群的门票优惠政策；结合乡村旅游

文化节，开展乡村旅游节期间优惠活动。

1、兴隆明月假日酒店5月1日至9月30日自行车骑行客人（3间房以

上）可享受团队优惠价108元/间（不含餐）

2、兴隆明月山庄4月26日-9月30日房价为138元/间（含双人早餐、

温泉游池、乒乓球、斯诺克、WIFI）

3、兴隆明月山庄4月26日-9月30日房价为108元/间（含温泉游池、

乒乓球、WIFI）

1、海南本地居民83元游南山；

2、扫南山微信 享餐饮8.8折优惠（此优惠与其他优惠重叠时，任选

一项）。

豪华市景房(标准间)：RMB568/间晚

以上价格已含如下优惠：1.入住次日起中西式自助早餐，每房最多两

大一小；2.五星级职业体验课程一次（课程含职业装一件。职位可选

行政秘书、私人管家、大堂副理、爱情银行专员或客房服务员；3.专业

游泳课或沙雕课；4.五星级烹饪课：制作蛋糕、披萨或水饺（三选一）；

5.射箭馆、原色书吧课堂（二选一）。

2016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主题

2016年中国旅游日主题

全域海南 幸福家园——海南热带乡村休闲游

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扶贫，旅游促进和平

2016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
暨2016年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

2016年度特色热带乡村旅游线路推荐

快乐自驾乡村游

昌江乡村木棉红二日游
行程安排：
D1：早上8：00海口万绿园集合

出发→午餐→皇帝洞→七叉木棉梯
田→晚餐→入住昌江新春梅宾馆或
瑞达假日宾馆

D2：早餐后出发→昌江核电厂
→午餐→儋州【峨蔓】龙门激浪→行
程结束，返回海口

报名电话：0898-65380070

琼海探险自驾一日游/二日游
行程安排：
D1：早上8：30出发→万泉河峡

谷风景区→午餐→万泉河漂流探秘
→穿越热带雨林→悬崖速降→峡谷
溯溪→瀑布溪降→深潭跳水→晚餐
→入住琼海金银岛大酒店

D2：早餐→结束乡村自驾之旅，
返回海口

报名电话：庄令相
18289597515
王远正13036009998

都市减压乡村游

五指山都市减压两日游
行程安排：
D1：海口出发→午餐（五指山农

家乐）→五指山热带雨林爬山→晚餐
→入住五指山热带雨林度假酒店

D2：酒店早餐→生态茶厂或蜜
蜂养殖基地→午餐（五指山农家
乐）→五指山漂流→返海口

报名电话：
陈祖海 0898-66668888

13707577747

老年夕阳红温馨乡村游

绿色长寿生态乡村一日游
行程安排：
东郊椰林→百莱玛度假村→八

门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经绿色
生态航天城→铜鼓岭→宋氏祖居

报名电话：
陈祖海 13707577747

“开心周末一家行”乡村游

海口周边乡村一日游
行程安排：
海口指定地点集合→西海岸带

状公园→开心农场→午餐→世外桃
源生态谷（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底红树
林）→返回海口

报名电话：
郭经理 18689952057

琼海博鳌纯玩一日游
景点：琼海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

址景区+玉带滩、北仍村、龙寿洋国
家公园、谭门风情小镇

报名电话：
曹一斌 13976111125

其他特色乡村游
1、温情爸妈温馨4日游
2、定安老年夕阳红温馨乡村一日游
3、定安夕阳红温馨一日游
4、一起趣野吧PLUS（二日游）
5、澄迈乡村体验自驾一日游
6、文昌航天城铜鼓岭精品一日游
7、古村落减压文化乡村游
8、琼海万泉河探险一日游
9、定安乡村一日游
10、海口乡村文明古村一日游
11、西游记 老琼北的味道（2日游）
12、欢乐乡村亲子一日游
13、文昌一日游
14、澄迈亲子采摘之旅一日游
15、发现临高。自驾之旅（二日游）
16、文昌乡村自驾一日游
17、琼海快乐自驾乡村一日游
18、樱花竹海村寨自驾二日游
19、儋州农家休闲一日游
20、白沙乡村体验二日游
21、乐东尖峰岭二日游
22、定安“探寻原生”美食一日游
23、文昌都市减压乡村一日游
24、海口时光之旅一日游

“探寻原生”美食乡村游

古村落石板烤肉一日游
行程安排：
海口集合—中国城方向—G98

环岛西线—火山口石山下高速—抵
达石山三卿村—午餐：石山特色石板
烤肉用餐—前往澄迈福山高速路口
下—采摘番石榴—红坎岭陶艺—品
尝福山咖啡（自费）—旅程结束返回
海口

报名电话：
岳全明13807681179
陈诗蕾15289740308

澄迈、临高美食两日游
行程安排：
D1：海口指定地点集合→红树

湾湿地公园→福山咖啡风情小镇→
午餐（富硒养生餐）→入住临高酒店

D2：酒店早餐→临高角→午餐
（土窑海鲜）→碧桂园水疗→返海口

报名电话：
陈祖海 0898-66668888

13707577747

定安特色乡村游

古色文化之旅
行程安排：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高林村（张

岳崧故居、张氏宗祠）→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定阳古城→江南水乡·高龙
村→海南热带飞禽世界·见龙塔

问道养生之旅
行程安排：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南丽

湖国家湿地公园（画舫游湖、野趣湖
钓）→黄竹乡村理想农家乐→白塘奇
石村（莲雾采摘）→农家戏趣园（荔枝
采摘、看戏）→包蜜园乡村旅游点（→
万嘉果热带植物园

绿色生态之旅
行程安排：
百里百村：翰林章塘（赏翰林亚

洲榕树王、万亩田洋）→岭口皇坡村
→龙门龙拨塘驿站（吃农家菜）→龙
门久温塘（泡火山冷泉）

咨询电话 63832558

市县

海口

儋州

昌江

东方

保亭

白沙

活动名称

2016首届热带黄皮果乡村

旅游展

2016年“儋州十大名菜”和
“儋州十大小吃”评选活动

儋州首届青岛啤酒节

东坡文化体验之旅——
“DV看儋州”民间摄像大赛

2016·芒果飘香昌江

东方市嗒隆风情园赏花采
果活动

三弓番庭村美丽乡村旅游
线路正式启动

乡村旅游红毛丹采摘季主
题活动

2016年端午节系列活动

活动时间

2016年6月11日—19日

2016年5月—9月

2016年 6月 24日—7月 2

日

2016年 1月 1日—6月 30

日

2016年5月—6月

2016年6月1日—2016年
6月10日

6月4日开始

7月-10月

2016年6月9日—10日

活动地点

海口羊山大道规划
8路美孝村东门

儋州市文化公园

昌江

东方市大田镇嗒隆
风情文化旅游区

保亭番庭村

主办单位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秀英区
政府

儋州市旅游局

深圳市青岛啤酒华南营销有限
公司

儋州市人民政府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海南天涯驿站旅游项目开发有
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局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局

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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