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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消息，进入暑期，乘飞机出行的儿
童明显增多。其中，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旅客数量
也明显增加。航空公司提醒，对于这些无成人陪
伴独自乘机的“小飞侠”，家长或其他监护人一
定要提前与航空公司沟通，接送双方也要做好对
接准备。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地服
部值班经理靳媛媛告诉记者，每年暑期，无成人陪
伴儿童旅客数量比平时增长十余倍。但每个航班
对此类儿童旅客的数量都有一定限制。以南航为
例，一般100-200座飞机每个航班不超过5位，
200-400座宽体客机每个航班不超过6位。因
此，如果旅客有申请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的需要，
需要提前到直属售票处提出申请。记者查询部分
航空公司官网和客户端发现，一些航空公司也可
以在线提出申请。

靳媛媛说，在为无成人陪伴旅客购票时，
必须出具无陪儿童的户口本或出生证，以及其
父母或监护人的身份证;须提供始发和到达站
的接送机人员有效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并确
保所有信息真实准确。乘机当日，凭无陪儿童
的乘机申请书、户口本或出生证明到值机柜台
办理乘机手续。

暑期独行“小飞侠”增多
航空公司提醒提前做好对接准备

山区黎村种好茶

好山好水出好茶。对于五指山
市通什镇什会村来说，这得益于五
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的进驻。

作为国家一级评茶师、高级茶
艺师，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雪燕梦想在海南有一片属
于自己的茶园。2007年，徐雪燕来
到海南，辗转白沙、琼中、五指山等
原始生态山区考察当地的茶叶种植
情况，直到2013年她去五指山时了
解到，这里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
候，环境优美，但自然资源优势没得
到很好地挖掘利用，许多村民想致
富却一直找不到好门路。

徐雪燕决定在什会村种茶。为
了能让村民吃上“种茶饭”，她特意
请来云南茶科所专家深入大山，对
当地的土壤、日照、温湿度、昼夜温
差等情况进行考察论证，掌握了该
地区引种云南“紫鹃”茶生长的第一
手资料。

从没种过茶的村民有些犹
豫。徐雪燕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基地”的合作模式，成立了五
指山雨林紫鹃茶种植和五指山百
宝山货种养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无偿提供茶苗和专业种植、培育、
管理、采摘等技术服务，并以保底
价收购茶青，使村民种茶收益有了
保证。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有
46 户村民陆陆续续种上了“雨林

紫鹃”茶，其中有16户是贫困户。

抓住特色最大化利用资源

“扶贫要扶‘志’，鼓励贫困户产
生脱贫的内生动力；还要扶‘智’，通
过产业的带动，提升当地村民的知
识水平；扶‘技’，帮助当地村民生产
技能得到提升。”在海口经济学院副
教授陈扬乐看来，带头企业给贫困
村带去了技术、资金、能力，助力当
地脱贫致富。

“自2014年9月种下茶树后，一
亩地的保底收入就有3000元，今年
至少能挣上个七八千元！”村里首批
种茶户符莲娟笑着说，她已经靠种

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除了种
茶，还有农户利用农耕空余时间参
与加工、包装和茶园管护等工作岗
位，挣得一份工资。让村民津津乐
道的是，海南岛早春茶“开采节”在
村里举办，热闹非凡，他们亲手种出
的茶，经过公司的精美包装，走进海
南的高端酒店，走向岛外……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原巡视员、
中国海洋学会海洋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陈耀表示，我省大部分乡村资源
较为相似，因此产业打造更应具有
独特性。雨林紫鹃不同于云南紫
鹃，也不同于五指山本地茶，什会村
成功引入新资源，打造出新产品、新
产业，构成新品牌，可以说，五指山

雨林茶乡共享农庄的旅游扶贫创新
模式对打造我省旅游脱贫示范村有
积极意义。

深耕茶文化推进产业融合

除了脱贫，更让符莲娟感到骄
傲的是，女儿王紫嫣通过茶艺课的
学习，上了电视表演，落落大方的样
子有着大山深处孩子少有的自信。

这离不开什会村的茶文化打
造。“我们精心打造了茶人客栈、雨
林茶舍、紫鹃书画院等具有山区特
色、民族风情的主题文化产业区，
还利用寒暑假和周末时间，免费为
什会村黎家儿童举办‘中华小茶
人’茶艺培训班，传授茶道礼仪、
感悟茶文化魅力。”徐雪燕说，不
断灌注的文化内核，不仅凝聚起
脱贫攻坚意志力量，还推进了产
业融合发展。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
认为，从资源到市场对接、产品打
造、文化放大的“造血式”扶贫让什
会村实现了从一个山区贫困村到雨
林茶乡共享农庄的突破。

“什会村的模式让村民从茶产
业的多个环节上增收，包括整地种
植、茶山管理、茶叶采收等，有效增
加了村民收入。未来，什会村还需
加大旅游经营，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应考虑多方合作，有效避免资源浪
费。”海口经济学院副教授勾四清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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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分界洲岛旅游区在
省旅游委的牵线搭桥下，与五指山
市冲山镇福关村结成“精准扶贫”对
子，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海南省旅
游委关于开展旅游企业结对帮扶贫
困村的工作部署，从劳务用工、人才
培训、农副产品收购等方面帮扶该
贫困村。“我们将保持与福关村干部
的联系，随时了解村民自产农产品

情况，景区敞开渠道上门收购。”分
界洲岛旅游区总经理符胜告诉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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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报道，继丽江玉龙雪山每天游
客量限制在1万人后，云南丽江市市长郑艺近日
接受采访时透露，热门景区丽江古城、泸沽湖也将
实行流量管控，“不再片面追求游客多少。”

数据显示，丽江市 2017 年游客数已突破
4000万人次。郑艺表示，丽江不再片面追求游客
数量来体现旅游成绩，从过去单纯的旅游观光为
主，向休闲、度假、康养方面转型。

为方便游客去丽江，丽江正在改善交通环
境。郑艺透露，正在改扩建三义机场，争取用3年
时间增开7条国际和地区航线，增开70条以上国
内城市航线。

丽江古城、泸沽湖
将实行游客限流管控

据《华商报》报道，大熊猫躺在树下睡觉，前来
观赏的游客为了让它动起来，捡起地上的石子准备

“砸醒”它。这一不文明的举动被人拍了下来。
7月23日，汉中佛坪熊猫谷景区一负责人

说，20日下午，西安市鄠邑区一旅行社组织了一
个二三十人的旅行团到景区游玩，在观赏大熊猫
的时候，由于大熊猫始终在树下睡觉，其中一部分
游客便开始对大熊猫大喊大叫，想把熊猫吵起
来。看“叫”不醒大熊猫，其中一名男性游客从地
上捡起一些石头，开始砸大熊猫。

“这名网友只拍到了这名男子拿石子去砸，但
在此之前，我们工作人员亲眼看到这个团队里面
的其他一些人也有扔石头砸熊猫的举动。”景区营
销部经理甄夕海说，当时现场工作人员对扔石块
的三四名游客进行了制止，在劝阻和警告无效后，
将这几人请离了熊猫园区域。

“涉事男子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不文明行为，我
们对该名游客和当天的领队分别进行了批评。”这
位负责人表示，涉事男子性质恶劣，依据《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他们已结合案件的
处理情况及时上报至旅游主管部门，目前该男子
已被纳入“旅游黑名单”。 （李辑）

游客扔石子
欲砸醒大熊猫
被列入旅游黑名单

旅讯我省不断创新旅游扶贫模式，农旅融合开展精准帮扶

景区带村 小康提速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日前召开发布会，公布和启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标识。与此同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唐小平透露，今年正式启动了中
国国家公园标准的制定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制定标准时严格遵循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要求：一是生态保护，二是国家代表性，三是全民
公益性。我国国家公园门槛比较高，据初步成果
来看，全国最少将建60个左右，最多200个左右，
覆盖国土面积6%-9%的区域范围。

我国森林公园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已形成一
定规模。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共建立森林公园
3505处，较2016年增加了3.3%。其中，国家级
森林公园有881处，规划面积1278.62万公顷，占
全国国土面积的1.3%。此外，随着森林公园建设
与经营的不断完善，森林旅游产业也随之进入快
速发展期。据统计，2017年全国森林公园共接待
游客9.62亿人次。

我国启动国家公园标准制定工作

预计将建60至200个
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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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赵优

过磅称重、现场结
算……7月20日，陵水
分界洲岛旅游区扶贫采
购小组成员再次来到五
指山市冲山镇福关村收
购农产品，这是该景区
今年第4次到这个贫困
村收购农产品。景区扶
贫采购小组成员与贫困
户一起将生猪、鹅等相
关农产品过秤、上车，并
全部以现金形式现场结
算。“分界洲岛景区主动
上门来收购合作社的农
产品，解决了村民手头
农产品销售难题，有了
销路大家的积极性肯定
会更高。”福关村驻村第
一书记黄明笑容满面。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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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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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琼中什寒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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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什寒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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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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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贫困村变成了“最美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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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乡镇在不断创
新旅游扶贫模式。

■ 本报记者 赵优

五指山市通什镇什
会村处于海南生态核心
区，山多田少，村民没有
一块整田，过去只能守着
山林受穷。如今，在五指
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
带领下，不少村民靠着茶
香四溢的“第一桶金”摘
下了贫困户的帽子，什会
村的雨林茶乡共享农庄
还成为海南共享农庄创
建试点，村民打算以“茶
旅结合”的方式走向更好
的生活。

旅游扶贫如何取得
更好的效果？在本期
《三点一线》沙龙中，专
家认为，能够在当地发
展产业并带动村民加入
其中的企业无疑是精准
扶贫的重要开发主体，
以农旅融合打造雨林茶
乡品牌，也成为我省创
新发展乡村旅游的模式
之一。

农旅融合 扶贫模式不断创新

结对帮扶 量身定制“旅游饭”

五指山、临高、白沙、保亭、琼中等市县，
包括五指山水满乡水满村、毛阳镇牙胡村，
临高博厚镇乐豪村、新盈镇彩桥村等

根据
《海南省旅游
扶贫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

这45个旅游扶贫

重点村涉及

我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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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什会村的茶农在采摘茶叶。

琼中什寒村走互联网+旅游扶贫的模式。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