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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创以“三不一就”为原则、
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模
式，体现了“海南担当”

2012年，琼海市从海南作为岛屿型区域内
需不足和琼海本市实际出发，结合海南国际旅
游岛发展战略定位，选择了亦城亦乡的田园城
市发展道路，“三不一就”——不砍树、不占田、
不拆房和就地城镇化则成为铺路的创新手段。

琼海以“三不一就”推进的城镇化，是真
正体现“以人为本”原则和人文关怀的“人的
城镇化”，让全体农民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
不仅使本地农民和当地市民作为“主人”享受
幸福，还让外来游客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
愁；不仅让当代人脱贫致富，更因其可持续发
展而使下代人拥有更好的发展平台。以“三
不一就”为发展路径、以人的幸福为目标的特
色城镇化，体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它是发展理
念的创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将人的幸福放
到突出的位置；它是发展模式的创新，从政府
对城市治理到公共服务，从资源的合理配置
和高效利用到新型乡村产业的打造；它是文
化的创新，以重生态、重传统、重民生显示了
对幸福文化的追求。

二、高水平规划，全域打造5A
景区标准的“旅游境区”

琼海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作为总抓手，参照
5A景区标准统筹全域城乡发展，打造独具琼
海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引入庞大的旅游消
费需求。琼海市委托国家甲级规划机构北京
中科景元城乡规划设计院在海南省旅游发展
研究会的配合下编制完成高水平、接地气的
《田园城市幸福琼海发展规划》，着眼点并不是
简单地打造观光景区，而是将全市创建成一个
拥有优越生态环境、优美景观环境、优雅文化
环境和优质服务环境的“旅游境区”——以旅
游业为主导产业，打造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
的、全域环境协调、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新型
旅游区域，提供景区观光、小镇休闲、乡村度假
有机结合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产品和体验。

琼海市的北仍村是一个鲜活例子。从“养
在深闺人未识”到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北
仍村经历了普通乡村到幸福家园旅游村的转
变，游客到此可看、可玩、有吃、有住、可休闲。

琼海这个全域“旅游境区”用实践证明：
一是高点起步、整体推进，有助于实现生态环
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百姓
幸福家园、游客度假天堂的目标；二是以旅游
小镇开发的集群化来代替单体项目的规模化
势在必行。大旅游正成为新常态，其根本动
力是旅游成为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大旅游需
要大综合、大统筹、大集群，需要全社会提供
服务。琼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就是整体打造
5A标准的全域“旅游境区”，成为创新发展全
域旅游的全国范例。

三、推进以“田园城市”为特色的
城乡一体化，让乡村成为幸福家园

琼海“田园城市”解决的是城乡居民、尤
其是农民的幸福问题，建设的重点不是扩大
城区范围，而是以全域景区化为标准重点打
造“田园城镇”并将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在
建设琼海人民幸福家园的同时打造中外游客
的度假天堂。琼海以12个特色风情小镇建
设为重点，在全市17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形
成公共服务辐射来推进城乡一体化，让农民
能够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的同时，让城市
人能够享受到田园风景和乡村风情。

琼海市首先在博鳌和潭门两个小镇的改
造上重点突破：一是大力建设公共设施，注重
其实用性和广覆盖，以公共服务的延伸改善群
众生活质量，建设百姓的幸福家园；二是公共
设施建设和小镇环境改造兼顾发展对接旅游
的需求；三是积极组织一系列特色旅游活动，
扩大小镇知名度，增加小镇旅游吸引力，推动
特色产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这种以百姓

“幸福”为重点的“田园城市”建设，以“潭门火
了，博鳌活了”的良好效应引起全社会关注，对
其他乡镇形成了积极的示范。至2014年底，
琼海其他的特色风情小镇建设进展加速。

四、一镇一品统筹布局，以产业
和文化支撑，实现特色化发展

琼海的“一镇一品”是全域范围的统筹布
局，适应了琼海农产品和旅游产品创新和业
态的变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细化了各镇
在产业发展上的定位和分工，在实施过程中，

“一镇一品”并非刚性约束，而是合理利用土
地资源，从实际出发，充分保护和尊重现有农
村的地形村貌、田园风光、农业业态和生态本
底，不改变传统的生活空间，突出乡村民居、
风情等人文特色。

为避免产业同质化，琼海市组织专业规
划院编制规划，多次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
针对每个小镇的资源禀赋、所在产业带和农
业公园的产业布局分别设计主体产业，引导小
镇在产业化过程中统筹配置资源，避免小而
全，逐步形成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产品。充分利
用“中国胡椒之乡”、“中国火龙果之乡”、“中国
番石榴之乡”发展品牌农产品，在东部平原和
丘陵地带小镇建设生产基地，发展特色种植
业，提供旅游商品，形成新的市场亮点。

琼海市化解“三农”问题从梳理、发掘和弘
扬地方文化入手，在此基础上确立地方主导产
业和培养乡镇发展功能，重点打造全市12个
风情小镇。借助这种特色文化，琼海以“乡愁”
为主轴，在打造小城镇的过程中，发掘各镇自
然资源的特色与人文资源的差异，打造以文化
为纽带的“一镇一风情”和以产业为核心的“一
镇一品”，铸就了琼海的“一镇一特色”。

五、践行“三园”结合的新型城
镇化，琼海全域融入海南旅游市场

琼海市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田园城
市”的打造，推动全域“旅游境区”建设，推动
百姓的幸福家园、市民的休闲公园、游客的度
假乐园“三园合一”的建设，实现了和谐发
展。通过引入旅游市场和市民休闲的消费需
求，实现了农村生产生活资源的综合利用，使
农村成为现代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琼海在“三园”融合创新发展中将农民的
幸福家园建设放在首位。琼海认为，只有农
民安居乐业，有主人翁意识，才会激发出建设
幸福家园的能量，进一步推动市民休闲公园
和游客度假乐园建设；只有使农民成为建设
者、经营者、管理者和受益者，游客才会有更
好的乡村旅游体验。

六、打造生态经济，实现乡村环
境优化和美化

琼海市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融入到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中，以“农村美、农业强、农民
富”为导向，以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崛起
为主线，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生态环
境和美化乡村环境相结合。

首先，以制度创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创新考核评价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及时
跟踪、监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把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责任制纳入一把手领导绩效考
核内容；创新生态环境激励和生态建设补偿
机制；完善项目准入机制，严控高耗能、高污
染项目的进入，着力引进关联度高、集群化、
科技型、环保型优质项目，推进珍爱自然、发
展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以村庄生态优化工程打造生态经
济。琼海因地制宜实施“村庄林”工程，全市森
林覆盖率已提高到69%，远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在生态优化工程中，坚持因地制宜，兼顾生
态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村庄绿化以增加
群众收入的经济林种植为主，滨海、滨河绿化以
保护生态为主，高速公路两旁和城区内绿化以景
观林种植为主。在绿化工程中，在设计理念上赋
予绿色文化内涵，体现不同特色主题的景观。

第三，积极转变生产方式，加快发展生态
经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越来越
多城市居民向往寄情山水、体验农趣的乡村
旅游，琼海文明生态村建设坚持“好看又好
用”，通过改善环境和创造条件，开发多种形
式的特色乡村旅游产品，使旅游成为帮助农
民从生态绿色“银行”中取款的“密码”。

七、创新运作节事活动，新型城
镇化成果转换成为“琼海味道”系
列品牌和目的地

节事活动具有推介、培育地方特色旅游
资源和产品，塑造城市旅游目的地整体形象，
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加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琼海伴随着特色城镇化建设，创新运作节事
活动，成为“田园城市 幸福琼海”整体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很多地方举办节事活动存在的“叫好
不卖座”窘境，琼海运作节事活动的特点在于
避免做运动式“一锤子买卖”，注重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追求节事活动的持续放大效应，整合
多方资源和力量，创新节事活动运作机制。为
此，琼海市首创出“六神有主，一脉贯通”的节
事活动运作模式，即：政府主导、专家主谋、行
会主推、产业主唱、产品主打、企业主体，全过
程的媒体关注。按此运作模式，琼海市主动与
海南省旅游委、海南省旅游协会、海南省旅游
发展研究会等部门和机构合作，发挥省、市、镇
联动和媒体的放大作用，紧扣特色旅游小镇的
建设进程，多方共同策划、组织了一系列“有一
种味道叫琼海”的特色主题活动：“琼海味道”
嘉年华系列活动、大学生琼海休闲旅游季活
动、琼海旅游新攻略征集活动、琼海主题婚庆
月活动、潭门海鲜文化节活动、潭门赶海节活
动……，这些活动相互呼应、贯穿全年，让琼海
旅游周周有看点、月月有亮点，形成了一系列“琼
海味道”产品品牌，有效地激活了旅游市场。

琼海市巧妙地将节事活动产生的系列品
牌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启动市场、对接市场、引
领市场，进而成为富民强市的动力，每个节事
活动都切实基于琼海各地自身条件和发展需
求，突出当地资源的提升利用，每个小镇甚至
一些特色村都成为琼海市一个个“有味道”的
目的地，使游客随时、随机来琼海都能体验、品
尝、购买到各具特色的“琼海味道”，成为扩大
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运作
节事活动，整合旅游、农业、文化，形成富有热
带田园特色和地方文化风情的全域性、开放式
的旅游吸引物体系，让市民感受乡村田园气
息，让游客体验美好的乡村生活，让农民享受
城市生活品质。“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
中”的琼海，老百姓在家或在本地就业、创业、
乐业，演奏出了“幸福琼海”的动人乐章。

（本版策划/杨亦 整理/杨亦）

琼海，中国全域旅游的先行者
——《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新书发布，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今年 1 月，琼海市构建全域旅游通道
的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报
表扬！

国务院大督查组认为：没有围墙、没
有门票，主客共享、旅居相宜、农旅相融
……海南省琼海市通过因地制宜的顶层
设计统领全局，创新资源要素配置，农业
围绕旅游增价值，服务业围绕旅游成规
模，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的全域旅
游格局初见雏形。

早在一年前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
琼海探索全域旅游的做法和经验就受到
业内专家一致好评，称其“探索了一条极
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琼海

“百姓家园、市民公园、游客乐园‘三园合
一’的全域旅游发展思路，正是旅游的本
质所在”！

9月17日，由海南省社科联、琼海市政
府、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共同主办的国
际旅游岛建设创新发展课题成果——《全
域旅游的琼海范例》新书发布会暨面向全
省百镇千村、共享农庄、旅游院校赠书活动
在海口举行。

发布会上，省社科联、省民间组织管理
局、琼海市、省旅游发展研究会向全省百
镇、千村、共享农庄、旅游院校的代表赠送
了刚刚印刷出版的三千册《全域旅游的琼
海范例》新书，希望能够共同助力美好新海
南建设。

《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主编、省旅游
委原巡视员、省社科联副主席陈耀表示，琼
海市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绩，既是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中先行试验交出的一份出色
答卷，也是多年来“全域旅游”在海南岛这
片神奇土地上萌芽、生长和开花的集中体
现。从国家旅游局到省市旅游部门，从院
校教授到行业专家都对琼海的全域旅游建
设给予肯定和点赞，并从多角度进行了解
读。相信随着《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一书
在全国发行，将为推动我国“全域旅游”之
花结出硕果贡献一份海南力量！

《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一书是由海
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承担的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创新发展课题，聚焦琼海市几年
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全域旅游协同发展
的创新范例，对琼海社会、经济、文化等各
方面发展进行全方位调研，将琼海的实践
范例归纳、总结为一整套的琼海经验、琼
海模式。

琼海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全域旅游协
同发展，体现出一系列创新：“三不一就”
创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
模式；以人为重点，以幸福为目标，创新了
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以5A景区标准推
进“三园结合”，建设共享化新型小镇集
群，创新了全域旅游模式；以一镇一品统
筹布局，以产业和文化支撑，创新了旅游
小镇集群化特色发展；以挖掘绿水青山中
乡愁味道，创新了新型城镇化全域旅游的
文化理念。因此，琼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全域旅游发展实践，提交了一份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在市县区域先行试验的出色
答卷，更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市县创新发
展提供了值得认真研究的绿色崛起范例，
谱写出“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之“幸福琼
海”篇。

该书已由南海出版公司正式出版，面
向全国公开发行。

全域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琼海经验

关注全域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琼海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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