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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2017年第67届世界小姐

总决赛

2017年三亚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会

★2017三亚目的地婚

礼博览会

2017 年国际风帆精英

联盟赛

2017 年 FINA 国际泳联年

度颁奖盛典

★2017年第八届“中国年

度健身榜样”总决赛

★2017 海天盛筵－第八届

中国游艇、公务机及时尚生

活方式

★中国·三亚湾·城市帆板

邀请赛暨国际风帆精英联

盟联赛总决赛

★2017 国际帆联世界青年

帆船锦标赛

★2017 第二十一届中国三

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2017年第十二届环三亚

自行车邀请赛

★2017第三届海南国际

旅游美食博览会

活动时间

11月6-19日

11月16-20日

12月2日-4日

12月

12月2日

12月3-6日

12月7-10日

12月9日

12 月 16 日

12月20-22日

12月27-29日

2017年12月30日- 2018年1月2日

活动地点

三亚

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

三亚

三亚湾

三亚

三亚市体育馆

鸿州国际游艇港

三亚湾

三亚

天涯海角游览区

三亚

三亚市美丽之冠文化会展中心

世姐赛、海天盛筵、国际婚庆节……

活动精彩荟萃 三亚舞动欢乐海洋

作为我省标志性旅游
节庆活动，2017年（第十八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即将于11月 18日正式
启幕。三亚作为欢乐节的
主会场之一，早已秣马厉
兵，准备了大量的活动，吸
引着广大市民和国内外游
客的眼球。本届欢乐节三
亚有哪些让人怦然心动的
欢乐律动呢？让我们一睹
为快……

2017 三亚目的地婚
礼博览会、2017年第十二
届环三亚自行车邀请赛、
2017 国际帆联世界青年
帆船锦标赛等文化旅游活
动和赛事活动，将有效充
实欢乐节的活动内容，让
我们在欢乐节惊喜不断、
精彩不停，融入到欢乐节
畅快的气氛中去，舞动欢
乐海洋。

世界小姐大赛于1951年创立，第
一届世界小姐大赛在英国斯特兰德学
苑舞厅举行，初称“节日比基尼竞赛”，
后由英国新闻界将其冠名为“世界小
姐”（Miss World）。至2016年，已先
后在20多个国家成功举办了66届。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宗旨是“促进
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和帮助
饥饿残疾儿童”，是最具有世界影响的
年度时尚文化盛典。

14年前，三亚从全球众多城市中
脱颖而出，成为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
赛的举办城市，一“赛”成名。2003年
后，三亚还成功举办了第54、55、57、
60、65届世姐赛，今年将举办第67届

世姐赛。三亚遇见世姐赛，借此开动
了“美丽快车”，发展美丽产业。遇见
世姐赛，让三亚触摸着国际化的脉搏，
一路前行。

“您好，三亚！”耸立在临春河畔的
美丽之冠，犹如一顶巨大的皇冠，熠熠
发光。第53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来自世界各地的106名佳丽，用中文
向世界发出三亚的问候，这是三亚世
姐赛最初的记忆。

2017年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已
于10月底正式启动，深圳、杭州、黄
山、珠海、三亚等多城联动，共同举办
开幕式、世姐巡游日、时尚夜、健康跑
等一系列活动。11月18日，第67届

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将在三亚上演，
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
界小姐选手将在此进行最终角逐，让
世界看到一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
典赛事。

新丝路集团在2017年也重磅打
造了第67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
历时3个月，在3万名选手中选拔出佼
佼者，代表全国的24个赛区，进行总
决赛的角逐。

11月8日，参加第67届世界小姐
总决赛的佳丽开始巡游三亚景点，全
方位感受鹿城美景，传播琼岛文化。
14年来，世界小姐“有目的的美丽”与
三亚追求的城市之美深度融合，为三

亚走向世界、聚焦全球打开了窗户。
据悉，11月8日和10日，118名

世姐选手分批前往南山、蜈支洲岛、崖
州古城、中心渔港、天涯海角、大小洞
天、森林公园、半山半岛等代表性景区
进行外拍。接下来，世姐选手们还将
在三亚开展体育竞技、孤儿院慈善、才
艺单项赛等活动。

2017年，世姐赛重返三亚，总决
赛晚会将于11月18日晚在三亚体育
中心举行。世姐赛带来的时尚冲击
波，深刻地改变着三亚。超越世姐赛，
打造“美丽经济”，尝到开放创新甜头
的三亚再接再厉，以国际化的视野打
造着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2017年12月8日，海天盛筵——
2017第八届中国游艇、航空及时尚生
活方式展将在三亚鸿洲国际游艇港盛
大开幕。为期3天的展会，将为大家
呈现游艇荟、飞机荟、时尚生活方式
展、中国名品主题展、毕加索艺术展、
三亚港湾文化节、中国游艇旅游目的
地论坛、三亚国际时装秀、全球旅居嘉
年华及文旅大健康峰会、国际海洋经
济论坛等诸多精彩内容。本届海天盛
筵依然分为水陆两个展区，其中陆地
展区约 8000 平方米，水上展区约
10000平方米。

展会期间，一场汇聚游艇、航空、
名车、艺术、时尚等领域的高端生活方
式秀将在三亚再次上演，所有的嘉宾
都将感受到海天盛筵所倡导的高端生
活方式和对极致梦想的追求。本次展
会与往年相比，更是亮点颇多。

故宫系列典藏珠宝将亮相海天盛
筵。周大福本次将携故宫系列典藏珠
宝出席海天盛筵。每一件臻品都是采
用珍稀原料，拥有超凡工艺结合的完
美品质。

众所周知，海天盛筵不仅是一场
汇集全球知名品牌的豪华游艇展会，
同时也是一场时尚与艺术的生活展
会。在本届展会上，博纳多亚太将以
豪华阵容参加2017海天盛筵，出展的
船型数量多达11艘，倾力支持这场亚
洲极具规模的高端生活方式展览。另
外在展会期间，博纳多亚太将召开新
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集团旗下最新船
型——蒙地卡罗MC6，可以让客人提
前一睹其海上风采。法拉帝将带来旗
下的 Ferretti Yachts 700；亚诺带
来即将于 2018 年推出的 Prestige
630S；欧尼尔游艇将带来塞莎 SES-
SA - 68 FLY；辛普森游艇也将携
一系列新品亮相。杰特赛特也将带来
共计8艘船的豪华舰队，其中包括最
新型号的巴伐利亚E40 FLY、巴伐利
亚EASY 9.7、蒙特利M45等。

除此之外，杰鹏游艇、华讯方舟、
东方盛世、瑞盈游艇、太阳鸟游艇、百
璐威游艇等亦将带来诸多最新船型，
预计今年游艇展出的规模数量将超过

2016年。除了海上游艇的风采，海天
盛筵还将携手知名汽车品牌劳斯莱斯
展示全新劳斯莱斯幻影。亿航无人机
将带来亿航 GHOSTDRONE 旗舰
版，在12月8日、12月9日晚将进行
无人机灯光秀，为客人呈现震撼视觉
的盛宴。

更让人惊叹的是，毕加索部分陶
器作品首次亮相中国。除了盛大的官
方活动，展商也将带来丰富多彩的展
览活动，让客人尽情享受海天盛筵带
来的高品质生活方式的魅力。展会期
间的艺术展会将展示毕加索的陶器作
品逾40件，其中有部分是从来没有在

中国展出的作品，另外还会拍卖毕加
索的陶器作品《骑马斗牛士》。

此外，中国名品区、家居馆、时尚
区、房地产区等多个主题展区集中展
示国内外高端文化、艺术、地产及时尚
生活方式，将会给客人带来无与伦比
的观展体验。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是海南岛上第一座世界
级的帆船港，坐落在三亚市向南延伸的一座半岛
的中部。这里，阳光明媚的海滩、赏心悦目的18
洞高尔夫球场、静谧旖旎的热带风光、曲径通幽的
园林民居、鹿回头岭西—半山半岛岸线边那清澈
的海水和沁人心脾的海风，碧海、蓝天、沙滩凡此
种种，融汇、孕育出一处无比尊贵奢华、宛若人间
天堂的欢乐海岸。

凭借温暖宜人的气候、天然的黄金海湾、良好
的帆船港基础设施、政府的大力支持……帆船运
动在三亚越来越火爆。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司南杯大帆船赛等系列赛事
举办，而今年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和2017年世界青
年帆船锦标赛两个国际级顶级赛落地三亚，无疑
提高了三亚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助推三亚体育
和旅游产业发展。

三亚获得2017年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主办
权。比赛将于今年12月9日—16日在三亚半山
半岛帆船港举办，届时将有来自60个国家的400
多名选手参加。据了解，世界青年帆船锦标赛是
奥运级别赛事，也是世界帆联历史最悠久的一项
赛事，从1971年瑞典主办第一届世锦赛开始，每
年举办一次，2017年已是第47届。

世界帆联主席Kim Andersen表示，“世青
赛是未来帆船明星诞生的地方，三亚将为优秀的
青年水手们提供展现自身实力和才华的平台。三
亚是个生机勃勃的主办城市，具有成功举办世界
级帆船赛事的丰富经验，我们非常高兴与三亚在
未来展开赛事合作。”

浪花激溅，青春和活力在海上肆意挥洒，扬帆
海南，舞动青春。在欢乐节期间，世界青年帆船锦
标赛的举办，让三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
向各国选手输送体育竞技服务的同时，也向世界
各地展现了三亚海岛的独特之美，也让更多帆船
爱好者体验到这样的国际级赛事，提高全民的参
与度，让欢乐节充满激情与活力。

12月9日，让我们共同期待，届时将会一睹未
来帆船明星的风采。

本版策划/肖皇 易建阳 撰文/陈栋 图/武昊

时尚冲击，打造“美丽经济”

海天盛筵时尚生活指南

浪漫天涯情定海角

扬帆海南舞动青春

2017第二十一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
庆节将于12月20日上午在天涯海角游览区正式
开幕，再一次让世人感受到天涯海角这一爱情圣
地的浪漫与神圣。与以往相比，今年婚庆节可谓
亮点多多，百对新人天涯婚典、3D婚庆展、大型多
维跨界互动长廊使得本届婚庆节更加精彩非凡，
更具“国际范”。

本届婚庆节以“浪漫天涯 好运情缘 爱无国
界 情定海角”为主题，围绕“婚庆旅游+”的概
念，从融合“民族”“国际”元素出发，开展了一系
列别具特色的庆典活动，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
全民狂欢。

一段“冰与火”的浪漫爱情故事，在娓娓道来
的情话中，震撼开启21届国际婚庆节。在天涯海
角这座浪漫的热带海岛城市，国际婚庆节将回归
爱的本源，整合世界知名婚礼资源，融合“民族”

“国际”元素，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新人现场
演绎博大精深的民族婚俗文化，展现近年来婚俗
的变化。多元婚俗元素交相融合，国际婚俗竞相
汇聚，文化大融合，爱无国界，全球热恋，为百对新
人带来最浪漫、难忘的婚典仪式！

“花开天涯 浪漫永恒”百对新人天涯婚典。
“浓情蜜意 情定海角”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人齐聚
天涯海角，他们的爱跨越国籍、跨越地区，在爱情
圣地许下一生的盟誓。“爱无国界 国际婚典”为爱
承诺，相守一生，100对新人集体亮相，百年好合，
这样的婚礼场面似乎更是意义非凡。

“唯爱双生·中法艺术”3D婚庆展。国际婚庆
节结合时下最新的科技元素，联袂知名婚庆珠宝
品牌，率先迈出婚庆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创新
的第一步。联袂法国大使馆和法国知名设计院校
结合时下最新的3D打印技术，带来最前沿的婚服
设计。如此新潮的婚纱设计，肯定让大家耳目一
新，并且在现场还设立3D艺术工坊体验专区，体
验新技术下的变革。

在婚庆节期间，打造首届天涯海角婚庆文化
国际精品购物节。引进区域商业、旅游、文化、科
技、娱乐等资源，包容国内外各大品牌，核心产业紧
紧围绕结婚需求的婚纱摄影、婚礼策划构成，依托
产业是直接为核心产业服务的各行业组成，主要有
酒店住宿业、餐饮业、景区观光、花艺造型、摄影摄
像、婚庆租赁业、婚庆用品等行业，衍生产业是由核
心产业和依托产业发展起来，主要有婚庆购物、婚
庆展览、婚庆纪念品等，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国际
化元素与本土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的购物体验！

“向世界说爱你”大型多维跨界互动长廊。有
爱就大声说出来，在天涯海角用声音+文字+艺术
的跨界形式，打造一个看得见听得见的有关爱的
世界。“向世界说爱你”活动，致力于在天涯海角创
造一个更动听的世界，赋予声音更多使命，通过最
新潮的声音互动形式推广产品、城市、爱情文化。

“一带一路”国际浪漫海岛联盟嘉年华。婚俗
是一种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方
式。少数民族的特色民族服饰以及独具一格的婚
俗典礼，甚至还有马来西亚、希腊、马尔代夫、夏威
夷等地的婚俗展示，让人不禁咂舌，原来结婚也有
这么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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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8日，第七届海天盛筵在鸿洲时代广场开幕，各型号游艇靠泊在码头向来宾展示。

海天盛筵上来宾与直升机合
影留念。

参加第 67 届世界小姐总决
赛的佳丽，在三亚举行花车巡游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