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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陵水新篇章

陵水观察

陵水动态

脱贫致富路

旅游产品线拓展，大项目积蓄升级能量

陵水旅游：活力凸显谋新篇

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
周，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
迎来“开门红”。全县共接
待游客16.55万人次，同比
增长17.87%；旅游总收入
11785.6 万元，实现“破
亿”，同比增长83.67%。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
凰来。这是陵水近年来不
断丰富升级旅游产品、提
升旅游服务水平带来的成
效显现，反映了当地旅游
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旅游在陵水产业布局
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作为高端房地产发达的市
县及“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的一员，当地发展旅游具
有独特优势，也深具潜力；
未来，其有望以新的突破
构筑海南旅游格局中更为
重要的角色。

2月5日，正月初九晚7时，记者
到访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发现，尽管
夜色已经降临，但在餐厅享受美食的
游客依然众多。“岛上客房全部住
满。”景区企划部经理童国强说，黄金
周后两天，景区接待游客数依然维持
了假日期间的水平。

A级景区是陵水旅游接待的主
力。近年，当地充分抓住资源独特性
优势，力推主要景区升级发展。2013
年，分界洲岛成功获评5A景区，陵水

成为海南拥有5A景区的3个市县之
一。2014年，椰田古寨升级3A。包
括早在2005年就跻身4A景区的南
湾猴岛，三大景区构筑了陵水旅游的
品牌根基。

在此过程中，各景区不同程度丰

富旅游产品，深挖市场潜力。分界

洲岛打造了海洋文化馆及多样化的
潜水项目。在南湾猴岛和椰林古寨，
也分别推出亲子游及在民俗观赏、体
验项目上出新。“我们的产品开发不

比同类景区差，有的地方，尤其是潜
水，还做得更出色。”童国强说，在分
流三亚游客上，分界洲岛表现出色。

在传统景区发展的同时，新的旅
游度假区也开始成为有生力量。近
几年，在当地清水湾，依靠引进大企
业整体规划开发，这里的高端房地产
发展迅猛，并带动了景观及其它休闲
配套建设走向高水准，一个高端的休
闲度假区已经形成。此外，刚刚于元
旦开业的南湾花镇项目，以花海和灯

会为陵水旅游贡献了新元素。
在2016年，陵水接待游客672万

人次，其中过夜游客175.2万人次，位
于除海口、三亚外的一线行列。但陵
水旅游委主任周小青强调，如果宽泛
一点讲，陵水实际接待游客量要比报
表显示的高，“我们的统计方法非常严
格。例如，候鸟来了但不去景区，不算
进去；每年起码有100万人次在清水
湾流动，但由于清水湾还不算正式景
区，有相当部分也没有算进去。”

旅游新亮点展现活力

在黄金周期间，三亚接待游客
95.7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90.64 亿
元。对比陵水与三亚可以发现，其接
待数量约为三亚六分之一，但收入仅
能算三亚“零头”。显然，在含“金”量
上，陵水旅游还远远不够。不过，对
于陵水而言，好戏还在后头。近年
来，依托毗邻三亚的区位及清水湾发
展的优势，当地上马了一批投资大、
占地广的涉旅大项目。它们建成后，
将丰富陵水旅游产品种类、完善旅游
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对三亚游客的吸

引力，在量和质两大层面极大提升了
这一产业发展水平。

位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计划总投资65亿元的富力海洋公
园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将于
今年试营业。其不仅是海南首家游乐
主题海洋公园，1760亩的占地规模，
也位居全国前列。按企业预计，其建
成后，每年可吸引600万人次游客。

位于新村镇曲港的南湾花镇，尽
管已经开园，但仍处在持续建设过程
中。其目前开发面积3000亩，完成

投资近4亿元；而其总的规划面积是
5000亩，将陆续添加水上乐园、星级
酒店等项目。企业预计项目建成后
每年可吸引游客上百万人次。项目
副总经理于树民说，目前项目打造的
大型灯会，已经是陵水、海南夜间旅
游的一个重要补充。

随着一批相关项目推进，健康旅
游产业将成为陵水旅游的新增长
极。去年12月底，海南农垦南平医
疗养生产业园在陵水南平农场奠
基。这一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健康旅

游、生态颐养等涉旅项目。陵水今年
还将加快清水湾区域高峰温泉旅游
度假区、国茂国际泥疗养生休闲旅游
度假区的建设。

去年6月，当地香水湾富力游艇会
正式开业，与清水湾游艇会一道构成北
南两大游艇产业基地，为湾区旅游再添
新亮点。周小青表示，在房地产带动
下，清水湾已经是陵水休闲度假旅游的
重要一极，近来陵水大力推动这里完善
旅游配套，打造4A级景区，让其带动
旅游产业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完善产业链释放旅游潜力

现有缺失有待弥补
回到当下，尽管陵水旅游稳步发

展，但仍存在不少缺失。谈及这一
点，周小青充满忧虑。“目前我们连从
县城去香水湾、椰林古寨、分界洲岛
的旅游公交都没有。”她表示，尽管近
年陵水在景区标准化打造及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但没有
解决的问题也有不少。

周小青还表示，在旅游服务项目
上，陵水在规模酒店数量和购物旅游
上都有较大不足或缺失。“酒店带动
旅游产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们不应

该等游客来了再建。”
周小青还表示，陵水没有像三亚

免税店、万宁奥特莱斯这样的购物场
所，“留不下钱”。未来陵水需要考虑
弥补这一环节。

散客、度假游时代来临，在这方
面，陵水景区仍大有潜力可挖。在
南湾猴岛，散、团游客比为6：4，依然
有提高空间。周小青指出，尽管其
在营销上有所作为，但仍然存在产
品老化问题。而童国强则表示，吸
引散客，最重要的是提升知名度，但

陵水在对景区的营销推介力度还不
够大。

推动景区评级升级，是提升旅
游品牌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周
小青表示，清水湾评4A景区“只是
时间问题”；但推动南湾猴岛4A升
5A则困难重重。她说，这一景区在
占地规模、资源稀缺性、景观独特性
上都可满足要求，但其自我提升的
动力不足。对此，企业也有不少
苦衷。景区董事长张杰说，猴岛4A
升 5A早在 2008年就已经提出，但

受制于区位和空间等客观原因，尽
管政府也有出力，但入口、停车场硬
件条件难以改善，这是掣肘景区升
级的重要原因。

不过，他也表示，南湾猴岛如今
正在积极打造沙滩休闲及住宿项目，
迎合散客度假需求，这也是景区谋取
5A的重要举措。他说，今年陵水政
府工作报告用了“全力促成”该景区
创5A的表述，南湾猴岛此项工作可
能赢来实质性进展。

（本报椰林2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我今年一定能脱贫！”春节前
夕，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大坡
营村村口的分红兑现会现场，贫困
户陈金福攥着分红钱坚定地说。

春节前夕，陵水大坡营村的老

党洋合作社举办了首批九品香莲种
植贫困户分红兑现会。当天，村里
的老少都来了，他们聚集在村口的
老树下，见证激动人心的一幕。

分红兑现会上，老党洋合作社
共分红了4.1万元，30位贫困户从中
获得收益。其中，贫困户陈金福等6
户去年6月入股的第一批股东，各获
得分红5000元。

当地选择九品香莲，是由一个
叫周星颖的创业青年推动的。周星

颖是九品香莲基地创始人，这个28
岁的陵水女孩告诉记者，回乡发展
产业，是对家乡浓厚感情与多年市
场判断后的选择。

在大坡营村的九品香莲基地，如
今可见一朵朵含苞待放的香莲静立
水田里，每逢花开，清香漫野。据介
绍，此种香莲来源于台湾，荷叶可制
成减肥茶，梗与花都可以泡茶，莲蓬
里还富含胶原蛋白，可谓全身是宝。

过去，大坡营村的村民主要靠

种植冬季瓜菜和圣女果维生。去
年，采用“农民出地+政府出苗+合作
社出技术”模式的九品香莲基地落
户该村，村里的6户贫困户在政府的
鼓励下，率先加入了老党洋合作社。

加盟新产业发展难免有顾虑。
为了让村民放心，合作社为村民提
供全程种植技术支持和市场分析。

种花、收花、采花、烘干……将
九品香莲种植技术传授给村民的同
时，老党洋合作社还延伸了产业

链。“我们将结合南药深度萃取莲蓬
内胶原蛋白，推出面膜、爽肤水等美
容产品，并与中医合作，调制煲汤配
方，将传统初加工技术向深加工转
型。”合作社有关负责人透露。

据介绍，在这里，九品香莲种植
每年每亩净收益可达8万元。合作
社理事长王宜宏告诉记者，目前，该
合作社香莲基地共30亩，已吸纳30
户贫困户参与种植，2017年计划扩
大至200亩。（本报椰林2月7日电）

陵水提蒙乡大坡营村发展九品香莲产业，30户贫困户受益

香莲，让农户与致富路相连

本报椰林2月7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
员陈思国）2017年陵水黎族自治县“元宵喜乐
汇”系列活动将于2月9日至2月12日（农历正
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在陵水文化广场、县体育广
场、雅居乐体院馆等多地举行，以多项精彩活动
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2月9日晚，以“美丽陵水·共同缔造”为主
题的庆元宵晚会将在陵水文化广场举行。其汇
集陵水民间特色表演节目，并邀请当地民间艺
术团队，以歌曲、舞蹈、八音器乐演奏等表演形
式，展现陵水本地文化风情。

喜欢广场舞的群众也有好去处。2月11
日晚，文化广场还将举办县广场健身操总决
赛。对戏迷而言，于2月9日至11日每晚在雅
居乐体育馆侧面开展的琼剧大展演自然不可错
过。于2月12日晚在文化广场举办的“珍珠海
岸·诗意陵水”迎春音乐诗会，则是文学诗歌爱
好者的文化大餐。

此外，今年元宵喜乐汇还将举办元宵游园
会、“跃动陵水”摄影展、首届陵水青年男子篮球
赛、独具地方特色美食的“全民约惠季”、创意灯
展及合影小景等多类活动。

打造“元宵喜乐汇”节庆品牌

陵水明起推出
系列元宵欢庆活动

本报椰林2月7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
员符宗瀚）日前，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南平
居、光坡镇岭门居分别举行揭牌仪式，南平农
场、岭门农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正式纳
入陵水县政府统一管理，标志着陵水完成垦区
农场社会管理属地化改革工作。

据介绍，2016年，陵水农垦改革工作交出
满意答卷，农场派出所机构、学前教育、农垦驻
陵派出所机构人员、路产路权、医疗机构等都已
按时间节奏移交县政府管理。在取得成绩的同
时，陵水将省委、省政府规定的农场社会管理职
能纳入市县政府管理时限由两年缩短为一年，
切实完成各项工作。

据了解，南平农场现有总人口 5751 户
17062人，现有作业区7个，生产单位44个；岭
门农场现有总人口4605户14990人，现有8个
作业区和1个直属社区，生产单位51个。按照
就近原则，南平农场、岭门农场分别并入群英
乡、光坡镇管理；结合两者实际情况，参照东昌
居模式，组织架构实行“南平居（岭门居）－居民
小组”二级管理，居下设总支委员会、居民服务
点，南平居、岭门居分别下设44个和51个居民
小组。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涉及了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扶贫、人口与计划生
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20多项内容，各项工
作已与相应乡镇和县相关部门实现无缝对接。

陵水完成垦区农场
社会管理属地化改革

本报椰林2月7日电（记者苏庆明）日前，陵
水黎族自治县妇联开展“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
项资金发放慰问活动。县妇联将争取到的全国
妇联专项救助资金发放到来自椰林镇、本号镇、隆
广镇等9名“两癌”贫困母亲手中，每人1万元，合
计9万元。活动上，县妇联有关负责人与受助者
及家属开展座谈交流，鼓励患病母亲勇敢与病魔
抗争，用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据介绍，近年来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的发
病率明显提高，已成为威胁妇女生命健康的杀
手。自开展“两癌”筛查工作以来，陵水妇联积
极下基层呼吁和动员各乡镇的妇女参加“两癌”
的免费检查，建立了“两癌”患者信息资料库，并
努力为贫困的患病母亲争取“两癌”救助金。目
前累计救助30人，发放救助资金30万元，帮助
患病妇女解决治疗费用紧缺的突出问题，增强
她们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

陵水开展贫困母亲
“两癌”救助活动

本报椰林2月7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非你不可”书局
在当地伯明顿酒店正式开业，这家集阅读、观影、
休闲为一体的“新生代”书局是陵水首家书局。

该书局总面积1030平方米，由手信区、阅
读区、新书展示区、休闲区、私人影院、进口啤酒
体验展示区等六个功能区域组成，环境宽敞优
雅，十分适合阅读休闲。

“随着经济发展，陵水人文化需求越来越
高。目前，传统功能单一的书店已不适合时代
需求，提供一个具有良好阅读和休闲环境的书
局是发展趋势。”书局负责人陈重昌说。“通过静
心阅读的方式，带来思想的转变。”书局工作人
员表示，陵水是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以陵河
诗社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场所接连出现，受到了
市民游客热烈追捧。

据介绍，该书局还为22名陵水当地大学生
提供了就业岗位。

陵水首家书局开业

2月7日，游客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近距离接触海南猕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2016年

陵水接待游客672万人次
其中过夜游客 175.2万人次
位于除海口、三亚外的一线行列

分界洲岛、南湾猴岛、椰田古寨
接待游客量分别约为
140万、100万、190万人次
总数在全县占比逾6成

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迎来“开门红”
全县共接待游客 16.55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87%
旅游总收入 11785.6万元
实现“破亿”
同比增长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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