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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旅游日期间，全省部分市县景区（点）、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体育场馆推出了免费或优惠开放外，部分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行社、在线旅游
企业等也推出优惠措施，其中一些旅游景区对老年人、学生等特殊人群实施门票优惠。

除了优惠促销政策外，为献礼中国旅游日，文昌市、五指山市、屯昌县、白沙黎族自治

县、乐东黎族自治县等市县景区点还推出了各主题的宣传活动，其中囊括了文明旅游宣
传活动、航天科普、生态农业观光等活动内容，让更多游客在感受海南的美丽风景的同
时，也能感受到人文之美。

第七个“中国旅游日”将至，为紧扣“旅游让生活更幸福”的年度主题，在国家旅游局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积极策划与
发动全省各市县旅游部门及旅游企业精心组织策划了20多个主题活动及40余项优惠政策。各景区（点）、公共博物馆、纪念馆不仅纷纷推出免费或优
惠方案，部分景区（点）更贴心针对贫困家庭、残疾人、老年人、学生等特殊群体提供特别优惠方案，活动类别丰富多样，包括航天科普、生态农业观光、户
外亲子活动体验等。同时，2017年中国旅游日海南分会场活动暨“仲夏海口”全域旅游促销季启动仪式也将在海口拉开帷幕，以全民参与的生态徒步游
活动献礼中国旅游日。此外，即将于5月27日启幕的2017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将继续延续旅游日的精彩……全省各市县联袂呈现精彩的主题活动，
向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中国旅游日”精彩盛宴。

时间：5月19日
地点：海口市永兴冯塘绿园

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口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办，作为2017年中国旅游日海南
分会场重要活动，“仲夏海口”全域旅游促销季
启动仪式将于5月19日在拥有龙栖谷、景观大
道、古村等五大主题景观与绝美生态环境的永
兴·冯塘绿园举办。活动将以“美丽乡村健康
徒步”为主题，邀请千名市民游客在移步换
景、缓驰林间的生态徒步活动中共同启动

“仲夏海口促销季”。此次促销活动将联合海
口十大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五大主流商圈以
及百余家海口本土旅游品牌开展线上线下旅
游狂欢季，让游客感受到置身于海口综合时
尚之都的魅力。

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将融入“文明
旅游消费海南行”“生态美景邀客行”以及“全
城欢乐行”三个主题版块活动。在“文明旅游
消费海南行”环节中，由海口市导游协会百名
导游组成的队伍将“大手拉小手”，同现场的小
朋友一起倡导文明出游；“生态美景邀客行”则
将组织数百名市民游客通过健康徒步的形式，
感受海口全域旅游之乡村美，还将在冯塘绿园
徒步过程中设置美食体验等环节，增强互动趣
味性；“全城欢乐行”作为本次“仲夏海口”促销
活动版块，将从5月19日启动持续至8月底，
由“仲夏海口，惠享自游”、“大手小手，童游海
口”、“阳光椰城，欢乐旅行”、“全城逛街，乐购
海口”四大内容版块组成，联合海口众多旅游
企业、OTA平台、亲子机构等联盟呈现盛大旅
游狂欢促销盛宴，期间不仅有旅游商品特惠秒
杀、亲子旅游产品推广、海口特色酒店民宿促
销，还有旅游综合商业中心天天团购大优惠等
惠民线上活动。

此外，本次旅游促销季期间海口市旅游委
将陆续推出多条海口市内“一日游”、“两日游”
及“多日游”的推荐旅游线路，切实满足游客多
样化出游需求。

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儋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的2017年（第五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将于5月27日—30日在儋州市举行，本届
乡村旅游文化节以“全域海南 幸福乡里——
海南热带乡村休闲游”为主题，将从开幕式、首
届北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乡村旅
游 休闲农业与旅游扶贫论坛、海南乡村旅游
图片摄影展、乡村房车自驾和骑行休闲游活
动、2017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六大主题
板块开启缤纷之旅。

据悉，近年来，海南将乡村与生态游作为
推动全省旅游业发展的新动力与全域旅游的
重要抓手，即将启幕的2017年海南乡村旅游
文化节充分发掘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体验
内容，亮点多、参与性强、全省狂欢，并以展现
乡村新面貌与旅游扶贫迎合了今年旅游日“旅
游让生活更幸福”的主题，其中2017海南热带
乡村旅游月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时间。

（省旅游委提供）

海南分会场活动暨
“仲夏海口”全域旅游
促销季今日启动

2017海南乡村旅游
文化节将在儋州举行
六大主题活动延续精彩

各市县近20个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全省40余项优惠政策

40余项惠民政策、20多个主题活动、乡村旅游节助兴

中国旅游日 海南端上丰富旅游大餐

6、2017
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
时间：5月27日—6月27日
地点：全省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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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旅游景点及地方特产宣传活动。

开展旅游企业优质服务和文明旅游引导主

题活动。

1、吉祥供灯、祈福法会、诵经祈福、祈福香

袋许愿挂佛树等法会活动；

2、门票五折优惠。

对参观河谷人文景观生态的游客进行海南

人文生态保护意识教育。

中国（海南）青少年航天强国梦主题展览活

动，展览内容：天宫一号、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

舱内舱外航天服、火箭助推器、发动机、嫦娥三

号着陆器、玉兔探月车、航天员专用食物以及不

用型号的火箭等。体验项目：VR月球探索、球

幕影院、天宫一号、三维滚环等体验项目。

五指山市有关景区景点、宾馆酒店将针对中国

旅游日，推出一系列优惠套餐活动。

“五指山风光”旅游摄影展览。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展馆生态农业科普游。

农业产业脱贫展馆科普游。

“美丽屯昌·共享农庄”展馆展示活动。

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综合馆展示活动，农业

综合服务区进行热带特色水果网上促销以及在

屯昌县中部家居建材广场展示展销家居、建材

产品。

全国农产品展示展销。

台湾名特色农产品展销。

集中展示展销国际特色农产品。

集中展示展销全省特色品牌农产品。

第三届海南省农产品擂台评比活动。

海南农产品（伴手礼）创意包装设计大赛。

美食一条街展示展销活动。

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等

推出优惠措施

1、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5.19旅游日”当天门票优

惠30元/张；

2、海口海南野生动植物园5月19日-21日（酷秀网

不定期推出）线上推出海量门票儿童票5.9元、成人

票9.9元秒杀；

3、海口冯小刚电影公社5月18日-20日，电影公社

门票+50元餐饮代金券优惠价138元；

4、白沙农场境内陨石坑和茶园免费开放、金波乡爱

心潭自然景点免费开放；

5、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免费参观体验三天，5月18

日至20日；

6、澄迈县金山文化公园诵经祈福活动及万福长寿

药师塔门票五折优惠活动；

7、澄迈县永庆寺开展2017年“中国旅游日”祈福法

会及门票五折优惠活动；

8、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天涯驿站美丽乡村

示范点免费开放；

9、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红坎水库风景区免费开

放；
10、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佛面山自然景点观光免

费开放；
11、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在“中国

旅游日”当天，游客可享受8.4折（50元/人）门票优

惠；

12、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凭海南本地身份证可

享受门票130元（原价165元）；

13、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猴岛推出凡名字中含有

“中”“国”“旅”“游”“日”五个字中任何一个字的游

客，免费景区游玩；

14、万宁市东山岭5月19日非团队客人景区入园门

票+缆车双程乘坐券55元/人（原价80元/人）；

15、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5月19日游客可享受40

元/人的门票优惠价格，78元/人巧克力体验券的优

惠价格（团队客人除外）；

16、万宁市石梅湾威斯汀度假酒店即日起至6月11

日入住豪华山景房：优惠价格888元/间，包含相关

服务优惠券；

17、万宁市兴隆老榕树酒店5月1日-9月30日，散客

促销价为280元/间含双早送一张温泉票；

18、万宁市兴隆吉森温泉养生酒店5月19日雅致房

优惠价格298元/间（含早特价房）；

19、文昌市椰子大观园景区票价原价30元，优惠价

8折（仅限中国旅游日当天）；

20、文昌市孔庙票价原价15元，优惠价10元；宋氏

祖居票价原价13元，优惠价10元；

21、五指山旅游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价格减

半的活动（仅限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

22、东方市嗒隆风情文化旅游区免收门票。

省（区、市）跨区域合作和互惠措施

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对跨省（区、

市）文化交流群体进行免费服务；

倡导广大群众利用带薪假期安排

旅游日当天出游的措施

1、万宁日月湾森林客栈5月19日入住的客人可

免费参加拉网捕鱼和篝火晚会；

2、万宁首创奥特莱斯5月15日-5月25日期间有

儿童艺术彩蛋展，展览来自海口、三亚、万宁等小

朋友们亲手创作的彩蛋作品；

针对贫困家庭、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公益性

旅游活动

1、澄迈县举行“福地澄迈、幸福家园”贫困家庭美

丽乡村游活动；

2、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长期免

费进行公益服务、凭残疾证在分界洲岛、南湾猴

岛、椰田古寨可享受免门票；

3、万宁市兴隆热带花园残疾人凭证件免门票；

4、万宁市东山岭5月19日贫困家庭、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享受免票入园；

5、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5月19日本人持残疾

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免费门票优惠；

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体
育场馆免费或优惠开放
1、白沙河谷博物馆免费参观五天，5月16日至20

日；

2、临高县临高角解放公园，5月19日当天免费对

外开放；

3、文昌市张云逸纪念馆免费开放；

旅游景区对老年人、学生等特殊人群的门票优惠

1、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5月19日持本人学生

证者、本省满60周岁或省外满70周岁老人享受

半价门票优惠；本省满70周岁老人享受免费门票

优惠；

2、万宁市兴隆热带花园5月19日60岁-70岁老人

凭身份证门票半价、70岁以上老人及现役军人免

门票、学生凭学生证门票半价

3、陵水黎族自治县椰田古寨对1.2米以下儿童，

7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军人免费入园；

4、万宁市东山岭5月19日老年人、学生、退伍军

人享受免票入园；

5、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长期优

惠半价进馆园公益服务；

6、乐东黎族自治县毛公山景区在“中国旅游日”

当天，向6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军人、学生实

行免票，凭有效证件到景区游览；

7、文昌市孔庙：60-70岁票价原价5元，优惠价3

元；学生原价5元，优惠价3元；70岁以上免票；

8、五指山市热带雨林风景区和保护区旅游景区

均半票或免票（凭老年人和持学生证）；

其他惠民措施

1、万宁首创奥特莱斯5月15日-25日期间享有购

物优惠；

2、万宁市兴隆热带植物园5月19日持海南省身

份证等本人有效证件者可享受半价门票优惠价

格；

3、海口酷秀网5月18日 -21日野生动植物园门票

秒杀优惠；

4、万宁市兴隆热带花园5月19日海南居民凭本

人身份证半票；

1、2017年（第五届）
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
时间：5月27日上午09:00—10:00
地点：儋州市文化广场

2、首届北部湾（海南儋州）
旅游美食博览会

时间：5月27日-30日10:00—21:00
地点：儋州市文化广场（白马井高铁
站可乘坐免费巴士直达展会现场）

3、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与旅游扶贫论坛
时间：5月27日14:00—18:30
地点：海南儋州新天地花园酒店二楼
国际会议厅

4、海南乡村旅游
图片摄影展

时间：5月27日—30日
地点：儋州市文化广场

5、乡村房车自驾
和骑行休闲游活动
时间：5月27日—30日
地点：儋州各大美丽乡村

昌江木棉花。 高林 摄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武昊 摄

（本版策划/统筹 春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