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共有4221户，17705人实现了脱贫

预计2017年
通过重点扶持我省15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旅
游业，将直接带动2820户贫困户，11220人脱贫

其中
2016年投入5.84亿元
实施旅游扶贫开发项目113个

2016年至今

海南省旅游系统共投入旅游扶贫开发资金

11.94亿元
2017年

投入6.1亿元

实施旅游扶贫开发项目171个

全省151个乡村
旅游扶贫重点村

截至目前
已有59个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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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旅游业发展是最好的
富民和扶贫方法之一，尤其在山区扶
贫和乡村开发之中。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
什寒村，一户户贫困户开起的农家
乐、民宿吸引着城里人自驾到此感
受着“海拔最高黎苗村庄”的魅力，
村民从山中采摘的野蜂蜜、野灵芝、
野生铁皮石斛等山货也成为了热门
的旅游商品……曾经的贫困村什寒

村变成了“最美乡村”，全村人均纯收
入在2016年达到了13721元。

“琼中县政府对什寒村道路、
水电、网络、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
进行了投资，对村民进行了农家
乐、民宿等经营技能的培训。”琼中
县旅游委副主任钟永欢介绍，政府
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什寒村的
硬件，并帮助有意愿经营农家乐、
民宿的村民修整房子，结合“三月

三”“绿橙采摘”等节庆活动将城里
游客吸引到村里，帮助一户户贫困
户开起了农家乐、旅游商品，吃上了

“旅游饭”。
借力“美丽资源”，农旅融合成为

海南省乡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金波荷花基地是临高县皇桐镇

的产业扶贫项目，采用政府+公司+
基地+贫困户的运营模式，金波村
25户贫困户每户以1000元入股，可

享受收成50％的分红，留50％做后
续滚动发展基金。不少村民和贫困
户还在基地打工，多了一份稳定的
收入。

以开发旅游驿站而整村脱贫的
“白沙罗帅村模式”、互联网+旅游扶
贫的“琼中什寒村模式”、新型城镇
化+旅游扶贫的“琼海会山镇模
式”……越来越多的乡镇和乡村正在
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模式。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不管是船桨铁锚的渔家风情，还
是青砖黛瓦的田园诗意，亦或是大山
深处的黎族苗族风情，海南的青山绿
水总能吸引大量的岛内外游客前来
欣赏游玩，也给乡镇和村庄中的贫困
户们带来了改变生活的新希望。

近年来，我省以全面深入实施
“美丽海南百千工程”为重要抓手，加
快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加快打造特色
乡村旅游产品，重点培育出了琼海田
园城市、琼中奔格内、保亭布隆赛等
一批特色鲜明、初显规模、影响较广
的乡村旅游产品。数据印证了乡村
旅游强劲的发展势头：2017年上半
年，全省接待乡村游客515.09万人
次，同比增长21.7％，实现乡村旅游
收入15.31亿元，同比增长32.4％。

乡村迎来城里客

茂密的槟榔林掩映着质朴的民
居，小径蜿蜒曲折，三角梅、朱蕉等花
卉点缀其间，风光醉人。这是行走在
海南农村随处可见的场景，也是游客
寄情于景的乡愁所在。

城乡没有边界，不设“景区”而又
处处自成景区，这就是我省全域旅游

的魅力。
荣获“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

号的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是游客们
心中最为向往的目的地。在村中的
小广场，停放着不少海口甚至内地牌
号的车辆。“加脑村，要慢慢走，细细
品。”来自海口的游客黄菊已经不是
第一次来加脑村，这次，她还带了几
位好友一同游玩。

陈秀兰苗绣工作室里，手工织绣
的挎包、头巾、腰带、发卡等产品充满
民族特色，成为姑娘们的最爱；路旁
的小卖部，也挂起了“苗家特色产品
出售”的招牌，大山五月茶、野生蜂
蜜、山兰酒、苗家萝卜干、苗家酸菜前
围满了游客。“这萝卜干是自家晒的，
烧腩肉最好吃”，“五色饭是蒸熟晒干
的，泡过之后就可以煮了”……老板
蒋昌军一边回答顾客问题，一边打包
收钱，忙得不亦乐乎。

投身旅游激发内生动力

地处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红毛镇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什寒村坐落在红毛镇海拔800多米
的高山上，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之
一。长期以来，受高海拔低热气候、
交通闭塞等因素制约，曾是琼中最偏

远、最贫困的村庄之一。
近年来，通过对什寒村进行“奔

格内”乡村旅游示范点功能的全面提
升和改造，当地政府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旅游六要素，鼓励和扶持
有条件的贫困户参与农家乐、民宿客
栈、旅游商品开发等新业态，大力开
发黎族苗族特色饮食文化、黎族苗族
歌舞表演、黎族苗族婚庆活动等乡村
旅游产品，不断满足游客回归自然、
生态、健康的旅游产品需求。

这让李雄尝到了甜头。2015
年，贫困户李雄瞄准了什寒村发展乡
村旅游带来的商机和收益，在自家鱼
塘边上开办了农家乐和土特产店，年
收入从2009年不足5000元提高到
2016年近8万元，光荣地摘下了贫困
户的帽子。

目前，什寒村现有农家乐19家，
其中18家均为村里原来的贫困户经
营；村里还有各类民宿床位97个，价
格从80元至328元不等。学技术、搞
养殖、开饭店等悄然成为村民的迫切
需求。

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为迎合日益增长的亲子游市场，
海口石山镇人民骑兵营开设“家庭农

场”，为城市家庭提供土地租赁、托管
代种、产品认养、自行耕种等多种形
式的私人定制服务。“通过耕地播种、
浇水施肥、除草间苗，让孩子认识、学
习自然，体验劳动的快乐。”李可航的
妈妈总会在周末带上孩子来到属于
自己的小菜园，享受乡间时光。

五指山市红山镇什会村，村民
采用林下种植的方式，让国家茶树
保护新品种“紫娟”茶苗与山林中的
藤、花、蕨、桫椤等300多种植物链
共生在热带雨林之间，独特的“茶文
化”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采
摘。当地村民们借此机会开办农家
乐，销售一些农副产品，日子渐渐富
裕起来……

记者了解到，我省在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时，打造乡村度假型、农业观
光型、文化体验型、科普教育型、休闲
运动型、民俗农庄型和特色餐饮型特
色乡村旅游产品，推出了琼中什寒村
的黎族苗族文化、文昌乡园的南洋文
化、琼海七星伴月景区的传统风俗文
化、三亚小鱼温泉景区的温泉文化等
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富有品位
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打造出了琼海
等全国乡村旅游先进典型，也有效地
带动了当地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2017中国休闲度假指数》发布

神州最佳休闲地
游人首选三亚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赵优）在28日
浙江丽水举行的中国休闲度假大会上，中国旅游
协会休闲度假分会、携程旅游联合发布了《2017
中国休闲度假指数》。国内旅游休闲度假哪里最
热？数据显示，三亚成为休闲度假目的地人气指
数最高的国内城市。

该报告认为，海岛、美食、自然探索、户外运
动、家庭亲子、五星酒店、避寒/避暑、城市休闲、深
度体验、疗休养成为2017年休闲旅游十大关键词
和主题。

国内旅游休闲度假哪里最热？休闲度假人气
指数最高的15个国内省市分别是海南、浙江、福
建、广东、上海、四川等。从城市来看，三亚、厦门、
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珠海、丽江、重庆、杭州、西
安、桂林、青岛、大连、九寨沟、北海、扬州、昆明、长
白山、张家界人气指数最高。得益于滨海旅游目
的地具有天然优势，三亚位居休闲度假目的地人
气指数排行首位。

哪些目的地最适合休闲度假？携程旅游根据
旅行者在该目的地的停留天数、自由行比例、选择
高钻级的比例等因素发布了目的地休闲度假指
数。从国内来看，三亚（92）、厦门（86）、杭州
（80）、上海（75）、成都（72）、北京（68）、大理（66）、
昆明（60）、丽江（58）、广州（55）是国内休闲旅游
度假指数最高的目的地。

省旅游委组织乡村旅游
专题培训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为了进一步学习借鉴陕西袁家村乡村旅游的
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我省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
展，日前，由省旅游委举办的2017年赴陕西袁家
村乡村旅游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各市县旅游委
（局）负责乡村旅游工作的分管领导、乡村旅游特
色小镇党政负责人、乡村旅游点村党支部书记和
乡村旅游企业经营者共计50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和实地现
场教学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专家向学员讲授了袁
家村乡村旅游发展经验、乡村旅游三十年的回顾、
展望与思考等内容，对袁家村酒吧咖啡街、马嵬驿
民俗文化体验园、茯茶小镇和袁家村的系列城市
体验店进行实地现场教学和座谈调研。为检验培
训成果，培训结束后要求学员提交培训体会和研
究文章，通过认真学习和考察研究袁家村乡村旅
游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实际，将学到的知识和经
验带回海南，系统推进我省乡村旅游建设。

省旅游委
深化旅游数据采集工作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谢琛）为推动海南旅游统计工作制度化、信息化、
科学化、精准化发展，建立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旅
游统计体系，近日，省旅游委在海口召开海南省旅
游卫星账户平台（2.0版）数据采集部署动员会。

会议首先由旅游卫星账户编制单位专家团队
介绍海南省旅游卫星账户（HNTSA-2015）平台
2.0版建设情况，包括平台采集、核算评估、统计管
理、大数据等四大系统的功能和应用场景等，并向
参会代表详细讲解和演示了平台抽样调查、单位
填报、大数据下全域智慧乡村旅游云平台这三种
数据采集方法的使用步骤、数据标准、数据监督管
理、数据处理、数据存储等方面要求和功能事项，
全新展示该平台大数据系统下全域智慧乡村旅游
云平台及“幸福海南”公众号的功能和定位，在帮
扶发展全域乡村旅游的同时实现乡村旅游统计的
全覆盖。

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表示，海南省旅游卫
星账户平台2.0版将解决传统人工收集数据滞后
问题，提高数据采集的时效性和便捷性，实现多方
涉旅数据在旅游卫星账户框架体系下的整合，实
现全省和各市县的旅游卫星账户核算工作协同开
展、结果统一可比，并通过及时甚至实时的数据采
集，为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提供更高效
的数据服务和咨询服务，是推动旅游卫星账户编
制工作常态化、自动化、系统化的关键一步。

海南省旅游餐饮协会成立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谢琛）近日，海南省旅游餐饮协会成立大会举行，
这标志着海南省旅游餐饮业有了自己的行业组
织，有了自己的“娘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走入快速车道，旅游和餐
饮相互促进，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促进内外
餐饮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共通、市场深度融
合。旅游餐饮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对于拉动内
需、促进市民增收、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向全省的旅游餐饮行业发出了倡议书，
号召大家“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自觉自律、从我做
起”。协会提出了“十大平台”建设，即政企对接平
台、许可咨询平台、调解维权平台、投诉曝光平台、
银企融资平台、诚信建设平台、会议展览平台、供
需对接平台、网络服务平台、美食联盟平台等，真
正成为“政府的助手，企业的帮手”。

大会选举产生海南省旅游餐饮协会理事、常
务理事、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等。
海南火车头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卢定华担任
会长，海南省食品生产与流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
秘书长唐洁春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去年至今，我省旅游扶贫开发投入11亿余元，直接带动2万多人脱贫

旅游+扶贫，美景带来好钱景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乡村游客515.09万人，实现乡村旅游收入15.31亿元

“升级版”乡村游成旅游扶贫主角
2016年
全省接待乡村游客

814.29万人次

同比增长20.7％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2.64亿元
同比增长27.5％

2017年上半年
全省接待乡村游客515.09万人次
同比增长21.7％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15.31亿元
同比增长32.4％

据不完全统计
我省在营业的民宿
已超过2000家
主要集中于海口、三亚、琼海等地

2017年省旅游委在全省范围内
梳理出20个精品乡村旅游进点
进行对外宣传推广

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乡村旅游点516家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35个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171个
椰级乡村旅游点34个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高位谋划，帮扶更给力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有

力的组织保障是坚强后盾。为此，我
省成立海南省旅游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省旅游委主任孙颖任领导小组组
长。省旅游委还对各处室、各直属单
位落实旅游扶贫工作进行了明确分
工，形成了“主要领导统筹、班子成员
具体抓、全体干部总动员”的工作格
局，确保全省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有人
管、及时管、管到位。

“旅游业关联度高、涉及面广、带
动性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
活力的富民产业。近两年，我们通过
推动旅游扶贫规划编制、确定旅游扶
贫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旅
游扶贫培训等，不断推动旅游与扶贫
工作融合发展，多管齐下建立旅游扶
贫机制，夯实脱贫攻坚基础，在推动
我省‘小康提速’中发挥更大作用。”
孙颖表示。

按照全省脱贫攻坚总体部署，
去年，省旅游委组织海南各旅游院
校和旅游规划设计单位的专家成立
专班，组织编制了《海南省旅游扶贫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海南省“十
三五”旅游扶贫规划纲要》，全面指
导开展旅游扶贫工作。根据海南省
政府办公厅2016年下发的《海南省
旅游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我省
到2018年底通过重点扶持45个旅
游扶贫重点村和其他特色村镇发展
旅游业，带动10万以上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加强工作统筹协调是重要保障。为
强化精准扶贫，海南省旅游委组织
专家对全省 4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
的交通区位、产业发展、贫困人口及
旅游资源等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
调研，研究制定“一村一策”旅游帮
扶措施。去年，省旅游委围绕贫困
村开展项目策划，积极包装一批风
情旅游小镇和乡村旅游项目，其中
风情小镇旅游项目 17 个，总投资
446亿元；乡村旅游项目40个，总投
资449.46 亿元。目前，一批带动旅
游扶贫的乡村旅游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如将临高溪尾村和新华村打造
成和舍镇溪尾村水晶湖生态旅游度
假区项目；保亭田滚村已有“中国保
亭甘工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和
海南省首个五星级休闲房车露营地
项目落户。

一系列务实举措，激发了我省旅
游业致富增收的强大内生动力。
2016年至今，我省旅游扶贫开发已投
入资金约11.9亿元，通过从事旅游相
关工作直接带动23292人脱贫。

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的冯昌毅已经嗅到了海南旅游旺季来临的气息：“我们的苗家乐在这个周末已经迎来了不少‘候鸟’。”
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爱心摊位上，老板娘周祥珠拐着拐杖，热情地为游客介绍商品：“今天已经做了好几单生意！”
在海南，有不少村庄像加脑村一样靠念“旅游经”致富，不少贫困户像周祥珠一样，靠吃“旅游饭”增收。
2016年以来，我省通过全域旅游统筹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和内

生发展动力为根本，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和开展精准帮扶为主要路径，不断推进旅游扶贫工作，创新旅游扶贫模式，全省旅
游扶贫取得积极成效，为全面打赢“十三五”旅游脱贫攻坚战打下坚实基础。

绿水青山，不但富了村民们的腰包，也燃起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希望，让他们充分感受着旅游扶贫带来的获得感。

10月17日，是第四个国家扶贫
日，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扶
贫联系点五指山市福关村开展扶贫
日活动。活动现场，参与帮扶的分界
洲景区、五指山曜阳度假养老公司与
福关村签订结对帮扶合作意向书，一
场旅游企业参与的“扶贫招聘会”为
贫困户们带去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为有效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开

展，省旅游委组织动员全省大型旅游
企业、星级酒店、景区景点、旅游院校
等单位与全省旅游扶贫重点村开展
结对帮扶，号召全行业通过帮助宣传
推介、客源组织、招商引资、送教上
门、劳务用工、农副土特产品供应等
多种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43岁的周祥珠是三亚天涯区马
岭社区的居民，也是天涯海角景区爱

心摊位的老板娘，一米长的小摊位摆
放着近百种海南特色手工艺品，平日
里可以卖出500余元商品，若是在旺
季收入还能翻倍。

在帮扶周边村民的过程中，槟榔
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积极变“输血式帮
扶”为“造血式引领”，不仅通过捐资改
善周边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还在劳
动用工方面优先考虑和安置当地村民，

并针对性地为当地村民量身定制“半天
务农+半天务工”的弹性工作模式。

“海南旅游景区扶贫呈现投入资
金大、参与时间长、涉及面广、扶贫功
能强等特点。”省旅游景区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海南景区将更好地融
入到全省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帮扶脱
贫工作中，实现“景区带村”发展。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农旅融合，涌出新动力

全员参与，凝聚扶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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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什寒村，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展示当地种植的灵芝，这些特色产品在旅游旺季往往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