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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好，办赛有经验，万宁再次成为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主办城市

多彩万宁 魅力飞扬

一行行五颜六色骑行服风行而
过，一路风景甩在背后，欢呼人群群起
群落……第十一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骑过万城，到达兴隆，这已经
是该赛事第11年如期来到万宁。

2006年为首届环岛赛，2.2级的
洲际赛分为六个赛段，万宁作为第二
赛段，长达7公里。

2007年第二届赛事级别升级为
“亚洲顶级”，赛程也由6个赛段增加
到7个赛段。万宁兴隆作为本届第
一赛段终点站。

2008年环岛赛再一次升级，增
加了定安、琼中、屯昌3个市县，首次
实现了对海南岛的全环，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环岛赛”。万宁兴隆作为第
一赛段。

2009年环岛赛，万宁作为第二

赛段的终点和第三赛段的起点。
2010年环岛赛为历届环岛赛最

长里程，赛程为9天9个赛段。万宁
作为第三赛段终点和第四赛段起点。

2011年环岛赛把总奖金大幅提
升至38万美元，万宁作为第二赛段
终点和第三赛段起点。

2012 年环岛赛走进第七个年
头，万宁作为第一赛段终点和第二赛
段起点。

2013 年环岛赛走入第八个年
头，万宁作为第四赛段终点和第五赛
段起点。

2014年第九届环岛赛部分赛段
也安排在万宁。

2015年，万宁成为第十届环岛
赛主办城市。

(本版文字/洪宝光)

金秋十月，开放的万宁再次成为
世界关注的目光。

10月 21日，今年2016年第 11
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在万宁
开幕并进行了第一、第二赛段比赛，
大海、沙滩、山岭、半岛、内海、河流、
港口、田园……优美的景色再次让参
赛选手流连忘返。

“一路前行，大海、沙滩、山岭、半
岛、田园等这些美景引入眼帘，说是
比赛还不如说是在度假，欣赏美景。”
在第一赛段比赛中，参赛选手捷安
特·欧倍青车队的队员波特·德巴克
觉得万宁的景色迷人，在万宁比赛感
觉的是在度假一样。

环岛赛第一赛段部分线路要经
过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滨海旅游公
路。这条被誉为“会讲故事的”旅游

公路。也许是太美了，比赛过程中来
不及欣赏和回味。比赛结束后，个别
对手还骑车过来拍照留念。

万宁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向记
者透露，滨海旅游公路刚建好就被当
成比赛赛段，这是今年环岛赛万宁赛
段的一大亮点，事实证明将此路段作
为比赛路段是对的，借助央视等电视
的直播很好的宣传了万宁，极大的提
高了万宁的知名度。

据了解，今年环岛赛在电视转播
上，继续与央视保持合作，实现9个
赛段的直播，而且推出了国际直播计
划，开启“央视全程直播+全球直播”
的新格局。环岛赛将成为中国自行
车运动发展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内电
视台制作信号并向全球进行电视直
播的自有品牌自行车赛。

环岛赛期间
万宁部分道路交通管制

2016 第十一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于今年 10 月 22 日、23、30 日在万宁市举行。
自行车赛分9个赛段，起点、终点均设在万宁市
兴隆。为确保自行车赛交通安全畅通，将按照
比赛时间提前采取分时分段交通管制措施。

具体管制路线和时间：
第九赛段：琼中—万宁兴隆，开始时间：10

月30日10：00，预计13：20结束。
赛事涉及的道路：琼中－长征－三更罗－

新中－牛漏－G223－长丰镇－万安大道-人民
路-文明北路-万州大道-X432（往乌场）－北
坡－石梅湾至大花角旅游公路－黄海路-南燕
湾-石梅湾-石梅大道-兴梅大道-热带花园-
花园路-工业大道-温泉大道－迎宾大道－明
珠大道－康乐剧场。

交通提示

蜿蜒的绿道频
现你追我赶的自行
车，涛声依旧的大海
多了金发碧眼的冲
浪者……魅力飞扬
的万宁，金秋十月再
次成为世人关注的
焦点。

万宁浑然天成
的自然风光以及优
美的各级道路，非常
适合开展自行车运
动。因全市基础设
施日益完善，办赛越
来越有经验，继去年
首次承办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后，今年 2016 年第
11 届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再次
相约万宁，选择了这
里作为主办城市。

近年来，万宁城
市魅力愈发凸显，龙
舟赛、冲浪节等各大
体育赛事相继选择
在这里举办，为这座
城市增添了动感激
情的独特气质。其
实，万宁从未缺席环
岛赛，每一届，来自
世界各地的优秀车
手都曾感受过万宁
撩人的美丽。

万宁正借助赛
事扬帆起航。

年年有赛事，办赛有经验

“万宁有能力举办大型赛事。”这
不仅是万宁的自信，更是万宁的骄傲。

“11年来，办好环岛赛、当好东道
主，不仅是一项全省统筹安排的政治任
务，更是万宁市作为我省重要组成部分
的天然职责。”万宁市副市长王如龙介
绍说，历年来，万宁都积极参与和重视
环岛赛，为赛事提供了包括食宿、安保、
交通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万宁对环
岛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增加。

2015年，环岛赛首次将主办城市
放在万宁，细致的服务，周密的安排，

让参赛选手以及赛事组委会耳目一
新；2016年，环岛赛再次来到万宁，开
幕式以及第一赛段的比赛都取得完满
成功。

“再次将万宁作为主办城市，是众
望所归。”2016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万宁举
办赛事有经验，可以接待更多的参赛
选手，这是许多地方不能比拟的。

近年来，在万宁市委、市政府的重
视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万宁加大
高端体育赛事引进力度，国际冲浪节、

中华龙舟大赛、海钓精英邀请赛、国际
大帆船赛……万宁，这座南中国的海
滨小城，悄然间崛起为一座体育之城。

经过几年时间的不断培育和引
介，如今万宁是年年有赛事。冲浪赛、
龙舟赛、海钓赛已经成为万宁的三大
品牌赛事。在这些赛事的带动下，海
上拉力赛、环岛自行车赛等重大赛事
也一一落户万宁。随着一项项大型品
牌赛事的成功举办，“世界冲浪胜地”

“中国水上运动之都”等名片纷至沓
来。2012年初，万宁还荣膺了“中国

十大体育营销城市”称号。
万宁市政府市长周高明表示，冲

浪节、环岛赛等大型赛事在万宁成功
举行，这是万宁市办赛经验越来越丰
富的结果，今后培育和举办各类品牌
体育赛事尤其是大型名牌体育赛事，
将成为万宁提升城市竞争力及影响力
的有效途径之一。

目前，万宁已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开幕式以及部分赛段的各项保障工
作，他们有信心把环岛赛办成一场高
水平的国际赛事。

环岛赛在万宁在万宁骑行感觉像在度假

风景独秀，赛事活动理想地

赛事助力，城市魅力渐凸显

兴隆国家绿道

兴隆国家绿道位于兴隆热带花园内，规划
总长138公里，是万宁首条绿道，并被誉为中国

“环境最好、景色最美、风情最特”的一条绿道。

神州半岛

神州半岛具有显著的热带滨海区域的特
征，区域内的地貌主要为沙地、沙滩、林地和山
林。

滨海公路

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滨海旅游公路。被誉
为“会讲故事的”旅游公路，全线串联了石梅湾、
南燕湾、神州半岛、老爷海等万宁多个美丽海
湾。

兴隆热带花园

兴隆热带花园面临南海，是我国热带生物
多样性保护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一
处融自然、人文、园艺、园林与环境生态为一体
的热带雨林生态环境保护区。

东山岭

久负盛名的“海南第一山”—东山岭，岭上
自然风光秀丽，异洞神奇莫测，幽谷清泉逶迤绵
长，人文景观奇特。

山海风景独好，气候条件优越，万
宁适合开展各类运动。万宁国际冲浪
节、万宁国际海钓精英邀请赛……各
种大型赛事先后在万宁的举办就是很
好的证明。

经过11年的发展，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赛事级别、口碑及国际
影响力的不断提升。2016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万宁风景独秀，在万宁一路骑

行，一路收获，非常适合开展自行车等
赛事活动。

“在万宁境内骑行是一种享受，总
会有惊喜，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曾
经参加过环岛赛，提起万宁，法国马赛
苹果洲际队的朱利安·安东玛奇总会
念念不忘。

参加环岛赛11年来，环岛赛好比
丝带，将万宁分散开来的代表性区域、
景点、重点项目串联起来，使人们通过

环岛赛对万宁形成较为完整的直观印
象，对万宁城市形象及旅游产品的对
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环岛赛对赛道的严格要求，
客观上推动了万宁的公路建设。
近年来，万宁除了陆续完善路网建
设外，今年万宁还加快路网建设，
全长35.44 公里“海林相映、人融于
景、路嵌于画”的滨海旅游公路建
成通车，并成为今年环岛赛的比赛

场地。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环岛

赛必将成为体育和文化旅游产业联
动发展的重要纽带，成为扩大开放、
提升水平、增进友谊、促进交流的一
张“金色名片”，为多彩多情万福万宁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滨海花
园城市，打造清新度假胜地”、谱写

“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万宁彩页”增添
一道最绚丽夺目的光彩。

2016年环岛赛中，中央电视台体
育频道、海南电视台文体频道等媒体
及时对万宁进行直播，通过赛事直播
镜头很好地展示了万宁城市的自然风
光，同时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宾客
纷沓而至。

近年来，环岛赛等赛事的成功举
办带动开发相关产业，以此营销城市
品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目前，依托每年举办的中华龙舟
大赛、国际冲浪赛、环岛自行车赛等品
牌体育赛事，在全省率先推出“活力”
旅游，打造出冲浪、潜水、龙舟、海钓、
邮轮游艇、水上飞机等六大水上运动

旅游产品，推动旅游与体育、文化等产
业融合发展。

接撞而来的赛事不仅提升了万宁
的知名度，还带旺了旅游业。2015
年，全市共接待旅游过夜人数387.03
万人次，同比增长6.7%；实现旅游总
收入35.13亿元，同比增长18%。今
年前三季度，预计全市共接待旅游过
夜人数 273.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实现旅游总收入26.39亿元，同
比增长12.3%。

张美文表示，今后，还要借助各
种赛事，推动万宁各项工作的开展，
紧紧围绕“建设滨海花园城市、打造

清新度假胜地”的目标，为人民群众
建设幸福美好的家园，成为中外游客
的度假天堂。

在“建设滨海花园城市、打造清
新度假胜地”的战略指引下，万宁激
活“一带两区三组团”的区域发展，

“一带”就是109公里的海岸带；“两
区”即万城片区、兴隆片区；“三组团”
分别是兴隆、日月湾、石梅湾、南燕
湾、神州半岛旅游区为主的南部组
团，万城行政新区为中心的中部环小
海组团，山钦湾、山根湾旅游开发区
为主的北部组团。

其中北部组团作为开发建设的重

点，着力推进以现代农业、新型工业、
旅游服务业和海洋经济产业为重点的

“四轮驱动”特色产业体系建设，加快
推进“五个特色花园”（东山岭公园、兴
隆热带花园、兴隆热带植物园、兴隆侨
乡国家森林公园、兴隆三角梅公园）建
设和“七个特色风情小镇”（龙滚华侨
小镇、和乐龙舟小镇、后安古邑小镇、
礼纪紫贝小镇、东澳滨海小镇、兴隆咖
啡小镇、日月湾冲浪小镇）建设。

咖啡之乡、槟榔之乡、温泉之乡、
书法之乡……如今，姿态万千，风情
万种的万宁正散发着无穷魅力和强
劲动力。

2016 第十一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期间，万宁市还将举办多项活动，具体活动如
下。

一、2016海南国际旅游岛自行车联赛万宁
兴隆站

1、比赛时间：10月30日
2、地点：万宁市兴隆站热带花园世界
二、2016第十一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花车巡游活动
1、巡游地点：万宁·兴隆

日期：2016年10月30日
花车巡游时间：11：00-11：30

精彩活动不容错过

不可错过的美景

第十一届环岛赛首站比赛在万宁开启。

在第十一届环岛赛第一赛段万宁兴隆绕
圈赛中，选手们在全力冲刺。

西海 摄

万
宁
拥
有
众
多
美
丽
的
海
湾
。
图
为
万
宁
迷
人
的
滨
海
旅
游
公
路
。

水
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