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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南休博会，休闲游世界。为
期3天的2017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
览会（以下简称“休博会”）于19日
下午闭幕。据了解，本届休博会加
速专业化步伐，共吸引特邀买家、专
业观众与参展商洽谈900多场，达
成成交意向金额3.5亿元，较去年增
长一倍多，公众现场采购旅游产品、
旅游商品6770万元，是第一届的3
倍，采购洽谈成果丰硕。

休博会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休
博会通过精彩纷呈的活动，更好地

嫁接境内外旅游客商资源，全面营
销海南休闲旅游，促进产业对接和
项目招商，为业界提供了一个集休
闲旅游、养生度假、产业合作等为一
体的全方位、多维度休闲旅游产业
链服务大平台。

据统计，休博会吸引了共91家
境内外参展商及展团，参展企业约
1100多家。除了国外及国内展商，
我省各市县积极参展，同时会奖、休
闲农业、饭店、酒店、旅游商品等行
业协会，以及观澜湖、恒大海花岛、
海航旅业、亚特兰蒂斯等大型旅游
综合体齐聚休博会，充分展示高尔

夫、游艇、房车露营、智慧旅游等与
海南文化相结合的海南休闲旅游各
种业态，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休
闲旅游新产品。

为给市民游客提供更多的优惠
福利，休博会期间，组委会还携手康
泰旅游、高丽假期、豪阳国旅、天恒
旅业、游好国旅、特区国旅等旅行社
精心编排旅游线路，让游客体验了
解海南特色的休闲旅游产品，倾情
推出“代金券”活动，积极推出相关
主题优惠活动，更好地展示海南休
闲旅游产业资源。

此外，作为今年休博会一大亮
点，共有超过122家参展单位网上
注册，网上预约买家洽谈超过321
场，同期现场还安排专场买家和参
展商的洽谈会。“组委会邀请全国
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国的专业买家
来参展，设立洽谈日，为买家和展
商专门开辟出洽谈区，为我们搭建
出平台，方便我们直接和买家对
接，更快地了解第一手的市场需
求，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为市场提供
更专业更到位的服务。”海南高丽
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会展及
新项目部副总监张潇丹表示，全国
各地包括港澳台的旅行商同行也
参加了展会，这也为同业直接合作
提供可能。

■ 本报记者 赵优

“原来黎锦可以有这么多花
样”“买了老盐自己就可以在家做
老盐柠檬水了”“沉香眼罩很实
用，我要买一些”……在刚刚落幕
的2017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以下简称“休博会”）上，“海南礼
物”展馆人气十足，市民和游客纷
纷咨询采购海南味儿十足的旅游
商品。

从获奖旅游商品展示墙，到现
场体验互动的制陶，再到旅游扶贫
商品专区的热销，“海南礼物”以丰
富的种类和优良的品质赢得市民
游客喜爱，更收获了可观的销售额
以及订单量。

“我们组织全省40余家会员
单位参加了此次休博会，各企业
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借助
休博会平台展示我省旅游商品
的新发展。”海南省旅游商品与
装备协会会长郭凯告诉记者，

“海南礼物”展馆展示了自 2015
年以来我省参加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的获奖商品及 2016、
2017 两届海南本省旅游商品创
意创新大赛获奖商品的 20大类
商品。

除了凸显原生态，不断创新
的旅游商品也备受追捧。黎族
织锦不仅仅局限于展示功能，而
是成为杯垫、披肩，或者成为笔
记本封面、PU包装饰，富有海南
文化特色的黎锦元素旅游商品

令人眼前一亮，成为很多游客的
伴手礼。

海南酸豆王实业有限公司除
现场达成意向外，还基本达成 3
个区域分销合作；海南椰之情椰
雕旅游文化有限公司接到包括椰
壳背景墙、椰壳灯、椰壳纸巾盒、
椰壳烟灰缸、椰壳香皂盒等家居
系列订单。在旅游扶贫商品专
区，五指山忧遁茶、野生蜂蜜等深
受欢迎。来自五指山市贫困村番
茅村的小伙子黄云十分开心：他
带来的村民们织就的黎锦披肩、
钱包等商品，在展会期间共卖出
了3000多元。“订单多起来了，村
民们脱贫致富就更快了。”黄云期
待靠着自己和村民的织锦技艺，
让腰包鼓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休博会
期间，旅游商品板块现场交易额
刷新高，达到近 30万元，意向订
单2000余件，意向额逾100万余
元。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
也因此被组委会评为“最佳组织
奖”。

近两年，在省旅游委的积极推
动下，在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的
有力组织下，在各个旅游商品企业
的不断创新中，我省旅游商品实现
跨越式发展，旅游商品种类愈加丰
富，品质更加优良。“我们希望通过
旅游商品的发展带动一、二、三产
的融合发展，使之真正惠及老百
姓。”省旅游委开发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
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体
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0 年，体育旅游总人数达到
10 亿 人 次 ，占 旅 游 总 人 数 的
15%，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突破
1 万亿元。发展体育旅游有巨
大潜力，海南如何在这市场中分

得一块蛋糕？
今年9月，海南出台的《加快

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将海南打造成为全
国体育旅游示范区和国际知名
的健身休闲旅游首选目的地的
目标，并指出，将打造一批具有
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不断

延伸体育旅游产业链，积极推进
休闲运动小镇建设，重点支持打
造高尔夫之都、马拉松之城、排
球之乡、武术之乡、龙舟小镇、冲
浪小镇、健身休闲驿站等特色品
牌。

“发展体育旅游要构筑‘一
盘棋’发展格局，探索体育旅游

的合理空间布局，同时，还要出
台扶持政策，以基地化发展实
现体育旅游的常态化，从而衍
生出俱乐部等各类专业组织，
并以此为平台开发体育旅游产
品、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打造体
育旅游产业链。”省社科联副主
席陈耀说。

“蓝绿资源”促进立体式体育旅游产业格局构建

体育+旅游，如何做好加法 国家旅游局：

3年计划再建
6.4万座旅游公厕

据新华社消息，为全面提升我国旅游厕所服
务水平，国家旅游局19日发布《全国旅游厕所建设
管理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按照计划，
从2018到2020年，全国将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
6.4万座，达到“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
务到位，环保卫生、如厕文明”的新三年目标。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厕所革命是适应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务实之举，是新时
代我国全域旅游发展的应有之意，也是我国旅游转
型升级的当务之急和必备措施。三年厕所革命取得
显著成效，但与快速增长的旅游发展和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迫切需要再实施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据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介绍，新三年行
动计划将按照“全域发展、质量提升、深化改革、创
新突破”的基本思路，用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指导推
进厕所革命向纵深发展，坚持景区内外共同推进
厕所革命、城乡一体化推进厕所革命，东中西部地
区均衡推进厕所革命。从2018至2020年，全国
将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6.4万座，其中新建4.7
万座以上，改扩建1.7万座以上。

首批国家森林步道名单公布

太行武夷等5条线入选
据新华网消息，经长期研究和实地调查论证，

国家林业局公布：秦岭、太行山、大兴安岭、罗霄
山、武夷山5条线已具备国家森林步道建设的基
本条件。

当前，随着公众森林旅游需求的日趋多样化，
长距离徒步穿越自然区域已成为需求增长最快速
的方向之一。为了推动我国的国家步道体系建
设，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自然体验需求，国
家林业局决定以大山系、大林区为基础，推动了一
批国家森林步道建设，联合多方力量，逐步提高建
设管理水平和经营服务水平。

国家步道是指穿越生态系统完整性、原真性
较好的自然区域，串联一系列重要的自然和文化
点，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自然体验机会，并由国家相
关部门负责管理的步行廊道系统。欧美国家近百
年的成功实践表明，国家步道是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元素，
是肩负着生态教育、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休闲服
务、经济增长等诸多使命的自然与文化综合体。

国家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充分认
识国家森林步道建设的重要性，加快推进国家森
林步道线路和节点建设，加快规划和完善配套设
施，积极探索经营管理模式，努力发挥国家森林步
道在建设生态文明、满足公众需求、促进区域发展
中的巨大潜力，为实现绿色惠民绿色富民绿色强
民作出积极贡献。

2017第 12届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11月5日在万宁兴
隆落幕。亚塔骑·高士特洲际队
是首次参加环岛赛，其主管彼得·
香农说，环岛赛的举办，让海南岛
吸引了世界各地自行车爱好者的
目光。

近年来，随着海南国际马拉松
赛、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欧洲女子职业
高尔夫球巡回赛等众多国际品牌
赛事相继举办，海南健身休闲产业
加快发展。凭借丰富的滨海、森林
等“蓝绿资源”，海南相继推出骑行
游、森林游、温泉游、冲浪游等特色
产品，以健康为目的的体育旅游渐
成琼岛名片，立体式旅游产业新格
局逐步完善，体育旅游产业开始成
为海南旅游不容小觑的增长极。

千家企业参展、主题优惠活动多、专业买家积极洽谈

休博会成海南
休闲旅游产品大卖场

海南特色旅游商品大放异彩

休博会现场成交额刷新高

时值初冬，来自上海的陈杏儿，
在万宁市石梅湾尽情冲浪。作为冲
浪爱好者，她已是第二次来海南玩
海。“在海里流汗，是难得的体验。”
陈杏儿说，海南的海水干净，气候温
暖，是冲浪爱好者的最佳旅游目的
地。

“海南的体育旅游市场经过多年
培育，如今已渐成规模。”省文体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
优势、自然资源，万宁冲浪、保亭雨林
垂钓、五指山漂流等特色“体育+旅
游”产品，已成为琼岛的亮丽名片。
海边，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海钓、帆板、
摩托艇等水上运动；山区，游客可登
山徒步，在深呼吸中感受热带雨林，
或在峡谷中穿急流越险滩；在高尔夫
球场，还能迎着海风，潇洒挥杆；在绿
道上，骑行者们可以追逐清风……

“随着全民体育与旅游休闲的兴
起，集观赏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体育
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省旅
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认为，海南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资源，以及
丰富的民间竞技体育元素等，体育旅
游产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敏锐的商家，嗅到了“体育+
旅游”的商机，越来越多的景区、俱
乐部和旅行社探索打造体育旅游
产品。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刚落帷幕，海南骑行游乘势加速发
展，体育旅游嗨骑平台在三亚上
线，通过联合百余家酒店、景区，提
供星级酒店自行车租赁、骑行驿站
运营、长短途骑游、沿途补给及救

援保障、赛事运营等服务，打造集
骑游、住宿、赛事、服务于一体的骑
行旅游生态圈。

无独有偶，今年4月，阿里体育
已正式入驻海口复兴城海口文化产
业园，阿里体育投资入股的海南体
育赛事有限公司也在园区挂牌。

“借力海岛优势，我们已陆续
推出了20余种水上运动项目，每
年吸引着超过50万人次游客前来

体验。”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副总
裁杨晓海说，去年仅水上运动项目
收入便达3.5亿元，占景区总收入
40%。

体育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深
度融合，形成新的业态，但也带来
发展“烦恼”，人们对健身、旅游的
需求日益增加，海南体育旅游产品
供给仍然相对不足。

“‘体育+旅游’的产业链条还

有待进一步完善，本土体育旅游未
形成品牌效应。比如，一些活动尚
停留在举办赛事的层面，旅游消费
需要形成产业化、基地化和产品的
链条化。”王健生认为，海南要创新
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研
究培育体现海南形象的体育旅游
产品，打造特色体育旅游品牌，同
时强化体育旅游消费意识，不断优
化体育旅游消费环境。

体育旅游市场渐成规模

深挖体育旅游发展潜力

打造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林诗婷

？

日本将放宽游客
购物免税政策
或2018年实施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日本财务省和观光
厅将扩大访日外国人在日本购物时的消费税免税
制度。访日外国人在购买一般商品和消耗品时的
消费总额只要超过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293
元），就可以享受免税。此前，一般商品和消耗品
的消费额需要分开计算，只有分别超过5000日元
才能办理免税。此举旨在促进访日游客的消费需
求。在与日本执政党税制调查会协商后，新免税
制度将被写入2018年度税制改革，争取于2018
年夏季起实施。

此前访日外国游客在日本购物时，服装和工
艺品等一般商品、化妆品和食品等消耗品需要分
别购买5000日元以上商品才能享受免税。调整
后，只要消费总额超过5000日元便可享受免税。

例如，游客此前分别购买3000日元的衬衫和
2000日元的点心的话将无法享受免税。不过，作
为条件，购买的消耗品必须用透明塑料包装袋封
装。相关部门还将敦促企业和零售店事先让店内
销售人员彻底了解操作方法和程序。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7年4月日本的免税
店达到4万多家，5年约增至10倍。虽然团体游
爆买告一段落，但是个人游消费欲依然旺盛。
1—9月，访日游客消费额达3万2761亿日元，创
历史新高。为进一步唤起购物需求，出现了要求
对一般商品和消耗品合起来计算的声音。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已于2016年5月将一般
商品的免税下限从1万日元下调至5000日元。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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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7环岛赛的各国车手骑行在万宁市滨海旅游公路上。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