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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海南休博会
展会吸引了共 91 家境
内外参展商及展团，参
展企业约 11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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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万人次的公众
进场参观

公众现场采购旅
游产品、旅游商品6770
余万元，与上届相比增
长三倍

买家、专业观众与
参展商洽谈900多场，
达成意向成交额3.5亿
元，较上届增长约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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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味”十足，是许多人对今
年欢乐节的一大直观感受。开幕式
前，儋州调声等独具海南特色的表
演，就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不时
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增添欢乐节的
全民欢乐气氛。而为欢乐节进行宣
传预热的2017海南国际竹竿舞邀
请赛，旨在推进海南竹竿舞文化的

传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
费需求，致力于弘扬海南优秀民族
文化，掀起竹竿舞文化体验浪潮，增
进国际文化交流。

从复赛到决赛，本届竹竿舞邀
请赛共吸引了28支队伍，逾600人
参赛，有来自全省各市县的专业舞
蹈队伍，也有来自省内各高校的舞

蹈艺术团。一根根竹竿在各舞团的
精心编排下，被舞者们玩出了数十
种花样，“米”“井”等摆阵方式千变
万化。除了高难度的舞姿，本土参
赛团队更加注重内容的创新，赋予
竹竿舞更多艺术元素——海口市晴
伊舞团将传统海南元素与竹竿舞有
机结合，通过精心编排的舞蹈，向大

众展示了山兰酒酿造及黎锦制作的
场景；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
表演的《竹舞庆丰收》再现了黎族人
民农间丰收的欢腾景象，彰显了民
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全部舞者都来
自澄迈醉美的苗乡舞队，身着原汁
原味的苗乡婚礼服饰惊艳现场，一
声声“哄嘿”“哄嘿”响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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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更为全民精心打造。
利用欢乐节的品牌效应和营销平

台，本届欢乐节推出“全域旅游欢乐主
题月”活动，全省各市县和旅游商家积
极举办各类配套活动，包括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2017琼海欢乐主题旅
游月活动暨琼海旅游民俗小吃文化

节、澄迈海南老年游学养生欢乐行、陵
水2017雅航盛世活动、陵水国际青年
狂欢节、保亭2017呀诺达雨林音乐节
活动等118项精彩活动，涵盖文艺演
出、体育竞赛类、展会活动、节庆活动
等多个活动类型，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遍布全省。

同时，冯小刚电影公社、蜈支洲岛
等景区推出特价秒杀、超值套餐等25项
优惠活动，三亚海棠湾民生威斯汀度假
酒店等27家酒店推出65个优惠产品，
涵盖了低折扣房价、超值自助餐和超值
酒店服务套餐等，堪称海南旅游界的

“双十一”。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全域旅游全民共享6

省旅游委联手中金国泰
推动成立海南旅游银行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赵优）近日，省
旅游委与中金国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金
国泰）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双方将就旅游资源
开发、旅游商品开发等进行深入合作，并共同推动
引入新项目落地海南。

省旅游委主任孙颖介绍，“十三五”期间，海南
计划投资488个旅游项目，总投资额将达8393亿
元。海南旅游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
遇，蕴藏着投资创业的无限发展商机。目前海南
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环岛高速、环岛高铁等早
已建成，下一步还将打造环岛旅游公路、环岛海上
巴士等项目，完成各项旅游配套服务。

根据协议，省旅游委将支持中金国泰在海南
组建景区管理公司，并通过“文化发掘+非遗导
入+硬件提升+游客导入+运营标准化+智慧旅
游”方式与海南的旅游景区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
提升景区品质和运营水平。据了解，双方还将共
同推动设立海南旅游新业态发展基金，设立旅游
银行，推动设立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产业园，打
造全国首家省域旅游商品与装备产业的研发设
计、生产加工、品牌营销、仓储物流的国家级示范
园区。同时，双方还希望将“袁家村模式”输入海
南，并推动“装配式建筑”引入乡村旅居项目的建
设，开展制订海南国际营销实施方案和国际事件
营销策划项目等合作。

海南西部旅游联盟
亮相成都推介旅游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谢琛）11月29日，海南西部旅游联盟推介会在成
都举行，本次推介会是由儋州、澄迈、临高、昌江、
东方、乐东、白沙、琼中海南西部的8个市县联合
举办。本次推介会是海南西部旅游联盟成立以来
第一次省外推介活动，主办方邀请了旅游企业代
表、OAT平台企业、媒体行业代表和旅游达人等
200余人参加本次推介活动。

海南西部旅游联盟于2015年12月，由儋州
市牵头联合澄迈、临高、昌江、东方、乐东、白沙、琼
中7个市县签署成立。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西部旅游联盟“走出去”推介形式是要将
海南西部8市县打造成世界旅游名城和重要的国
际旅游目的地、集散地。同时也向成都旅游各界
发出邀约，希望能够加深彼此合作，共同体验西部
8市县不同的美态，海南西部旅游将以淳朴热情
的民风、多样化的产品线路、高品质的服务，为大
家创造美好而又难忘的旅游体验。

通过本次推介活动，海南西部旅游联盟迈出
了“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步。海南西部旅游联盟
将和成都共同整合、推介西部旅游资源和特色产
品，共同推出旅游宣传品，共同策划西部旅游精品
路线，吸引更多消费客群，扩大旅游品牌辐射面。

房车露营休博会
15日登场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2017年（第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精
彩还在持续，令人翘首期待的另一大展会盛事
——2017（第三届）海南国际房车（汽车）露营休闲
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海南露博会”）也将于12月
15日闪耀登场，添彩海南欢乐节。作为2017海南
欢乐节的重要活动，海南露博会由省商务厅、省旅
游委、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自驾游与露营房车分会以
及北京露营之家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为营造滨海房车露营生活场景，结合未来海
南房车露营地的海岛风光路线等微营地概念的展
示，组委会根据海南的滨海城市特色，首次将场地
落地户外，在海口世纪公园启幕。本届海南露博
会组委会以房车露营文化为主导，向全国来海南
开展自驾游的游客发出欢乐邀约，并特别策划了

“欢乐向海南”全国发车仪式、“千车万人游海南自
驾游活动”，助力今年欢乐节活动，增添全岛欢乐
氛围，引爆今年冬季海南旅游市场。

2017海南露博会还将围绕“中国有个露营地
叫海南岛”的主题，注重车友参与房车营地产业链
资源嫁接。本届展会的展示规模达50000㎡，现
场划分房车制造、露营装备、营地配套、智能科技、
旅游商品五大展示区，展示内容涵盖国产配件组
装房车、进口配件组装房车、新能源房车、房车配
件、露营装备、旅游商品、智能科技设备等，全方位
展示房车露营旅游产业形象，打造全国专业的自
驾房车露营的交易与展示平台。

规模大层次高人数多，118项活动令2017年欢乐节精彩纷呈

阳光海岛，狂欢与收获爆棚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当年轻舞者用欢快的
节拍和青春的舞步带来歌
舞《请你常到海南来》时，
一个独具风情的海南令人
心生向往；当黎族儿女跳
起热情的竹竿舞欢迎四海
宾朋时，浓浓的情意在不
同语言间绵绵涌动……正
在进行的2017年（第十八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以盛大的开幕式拉开全
岛狂欢的序幕，成为历年
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参
加人数最多的一届。同
时，涵盖文艺演出、体育竞
赛类、展会活动、节庆活动
等的118项配套活动陆续
开展。欢乐，正在全岛各
地不断蔓延。

今年的欢乐节以“宣传
旅游新业态、营销旅游新产
品、推出旅游新线路、创造
旅游新效应”为目的，立足
把欢乐节打造成具有鲜明
海南本土文化特色和大众
参与性强的旅游节庆品牌，
成为百姓、游客的欢乐节，
旅游营销的大舞台。

“本届欢乐节延续节庆活动与
旅游展会活动相结合的模式，在去
年的基础上提升展会规模和国际元
素。”欢乐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省
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2017第二届
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以下简
称“海南休博会”）与欢乐节开幕式

同期举办，2017第三届海南国际旅
游美食博览会将与欢乐节闭幕同期
举办，两大旅游展会内容涵盖会展、
商贸、文化、美食等多个方面，充分
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和融合力，打
造了产业联动的大平台。

“休闲+旅游”，为欢乐节增添了

丰富的内容，带来了超高的人气。
2017海南休博会展会吸引了共91
家境内外参展商及展团，参展企业
约1100多家。

记者注意到，在本届海南休博
会上，“海南礼物”展馆受到热捧。
获奖旅游商品展示墙吸引游客驻足

欣赏，现场体验互动区制陶活动让
不少游客跃跃欲试一展身手……该
展馆以丰富的种类和优良的品质收
获市民游客喜爱。据介绍，休博会
期间，仅旅游商品板块现场交易额
就达到近30万元，意向订单两千余
件，意向额逾百万余元。

打造产业联动平台2

为使欢乐节不断向国际性品牌
节庆活动目标迈进，提升海南旅游
国际影响力，今年欢乐节更加注重
突出国际化元素。欢乐，让更多的
国际友人云集于此，也让更多人领
略到国际元素和海南风情的精彩。

欢乐节开幕式
上，爱尔兰威克洛郡
郡长兼议会主席爱

德华·蒂明斯、罗马尼亚阿拉德县委
员会主席尤斯汀·西昂卡等来自15个
国家的嘉宾共聚一堂，享受海南欢乐
氛围。在17日晚举行的2017年（第
十八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专场
文艺演出中，保加利亚色雷斯青年三
重唱《保加利亚之声》和爱尔兰器乐
演奏《基恩奥·哈拉》旋律优美，菲律
宾巴拉望省艺术团带来的舞蹈《民族

组曲》人们展示了东南亚的独特风情
与文化。一场“民族风”与“国际范”
完美融合的文化盛宴让现场千余名
观众意犹未尽。

11月25日，第二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燃起欢乐的
高潮。以世界各国在华留学生、在
华白领为主要目标群体，在“Go
High Go Young·够嗨够年轻”的

口号感召下，狂欢节吸引来自全球
68个国家的近千名青年齐聚于此，
激情狂欢。

国外嘉宾、国际展商、境外游
客、境外旅行商以及国际演出团队
参与，全方位突出国际化元素，使欢
乐节充分发挥了海南旅游国际合作
交流平台的作用，扩大了海南旅游
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国际元素更加丰富3

有关“旅游推广与传播”的智慧碰
撞，也成为本届欢乐节中业界人士交
流的一大主题。

欢乐节开幕当天，在国家旅游局指
导下，由省旅游委发起，全国26个省市
区积极响应加入的“中国休闲旅游推广

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海口正式成
立，共同开拓国际旅游客源市场。

为打通旅游与传播的行业壁垒，
加强国内外旅游业界交流与合作，为
旅游传播产业的发展提供学术和平
台支持，2017第二届博鳌国际旅游传
播论坛集结诸多国际国内旅游专家
学者、资深旅游营销推广大咖的经
验，从实践角度分享经典旅游营销案

例背后的营销思路与营销手段，从学
术角度分解旅游传播营销受众的需
求，为中国旅游传播产业未来发展提
供创新思路。

“国际旅游传播论坛的建立为促进
海南省与国内外旅游业界交流、推动与
国际旅游营销推广专业机构的合作提
供了提质增效的平台。”省旅游委副主
任周平表示。

旅游业界智慧碰撞4

海南与港澳地区同属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和泛珠三角经
济合作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深化
合作的务实行动，是夯实三地关系发
展基础的重要途径。

有着今年积极开拓港澳市场打
下的良好基础，在本届欢乐节举办
之际，我省在国家旅游局的支持下
举办琼港澳旅游交流活动。三地
旅游业界的良性互动和深入交往，

助力琼港澳旅游经济共享、共融、
共赢。

此次琼港澳旅游交流活动共吸
引了港澳主要旅行商、香港教育联合
会文化交流中心、香港中小旅行社协
会、香港海南商会、港澳文创和广告
公司等一行约80人赴我省参加活动，
可谓集结了两地旅游业界的重要力
量。为进一步开拓港澳旅琼客源市
场，增进港澳旅行商对海南旅游资源

和人文风俗的了解，港澳旅行商代表
一行分为中西线和东线踩线团，对海
口、三亚、儋州、琼海、屯昌、澄迈和琼
中等7个市县的旅游资源进行踩线考
察。旅途中，港澳旅行商各抒己见，
从产品设计、规划谈到政策的落地实
施，对港澳客源旅琼对口产品策略进
行了初步探讨。畅所欲言的交流和
情意满满的叙情，使得“三地一家亲”
引发大家共鸣。

琼港澳务实合作5

11月25日，第二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开幕，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千名年轻人在参加沙滩彩虹跑。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11 月 16 日 ，
2017年（第十八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期间，精彩的
活动演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媒体代表考察团体验
我省旅游标准化建设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11月28—30日，省旅游委组织旅游标准化媒
体考察体验活动，来自北京、广州、海南等全国的
媒体组成考察团，对海南省旅游标准化示范点（单
位）进行了为期3天的深度考察体验。

媒体考察团相继走进了海口明光酒店、海口
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银泰
阳光度假酒店、三亚维景国际度假酒店、蜈支洲岛
旅游区、南山文化旅游区等海南旅游标准化范例
点（景区），并对上述景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据
悉，全省自2010年全面推进旅游标准化试点工作
以来，海南已有国家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2个、
国家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5个，省级旅游标准
化达标单位4个，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添彩海南欢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