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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朝着建设世界著名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的目标迈进

海南旅游：向世界发出永远的邀请

1988年海南接待的游客，绝大部
分是到大特区寻找商机的商务客人。
在寻找商机之余，这些走南闯北的商
务客人也被眼前这块尚待开发的热带
海岛的美丽风景吸引住了。

建省初期海南旅游虽不起眼，但依
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
1986年至1994年9年间，全省累计接
待海内外游客1376万人次，年均增长
率高达36.8%。

海南省委、省政府重新审视旅游

产业的发展。在1991年的全省旅游
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超常规发展
海南旅游业，把海南旅游业作为先导
产业和支柱产业优先发展，引导企业
调整投资，向旅游业倾斜。

1992年9月31日，原海南省旅游
局成立。成立第二年，原海南省旅游
局就组织编制《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
大纲》，明确海南旅游的市场导向，确
定了海南旅游以度假为主的方向。

在中国旅游界，海南旅游从一开

始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1994年，年
轻的海南省与国内几个知名旅游大省
一起申请承办1995年中国交易会，虽
然海南的硬件设施及其他条件是申办
者中最差的，但在最后的投票环节中，
各个兄弟省份还是把这个机会送给这
个最年轻的“兄弟”。

这是海南第一次承办全国性的大
型旅游交易会。虽然没有大型场馆，但
那届交易会共设标准和特色旅游展位
827个。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和中国旅行社总社、中国国际旅行社总
社等单位的代表5000余人，各地各界
来宾1.5万余人，参会人数超过2万人，
成为当时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出席人
数最多、展位最多的一次旅游交易会。

会后，前来参会的各地旅游代表
几乎都参加了海南环岛5日游，即从
东线出发，从五指山中线返回。这成
为海南面向国内旅游市场的首次也是
最大规模的一次请进来营销，海南国
内游市场自此开始进入快车道。

天生丽质 | 海南有“旅”初长成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旅游要大发展，必须高点发力。
在“一省两地”战略的推动下，海南旅
游业在“九五”期间更加稳健地快步前
行——在设施配套、接待人数、收入以
及知名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海南
岛已经基本具备建设为热带海岛度假
旅游胜地的条件。

根据海南实际，海南省政府决定
请外国专家帮助海南编制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由时任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弗朗加利先生帮助聘请外国专家到海
南完成这项任务。

2001年5月至9月，11名国外专
家先后到达海南。“我们在2个多月的
时间里，对海南的旅游产品、资源、市
场远景进行了综合评估。”专家组组长
吉尔·克雷斯特说，在此基础上，世界
旅游组织又邀请水上运动、文化遗产、
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专家到海南开展相
关课题调研。

2002年5月27日，世界旅游组织
的专家们正式向海南省政府递交《海
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确定2000年
—2020年海南旅游发展总体战略目

标是：经过20年的努力，在实现海南
旅游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完成
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建立效益型产业
发展模式，真正提高旅游业在全省国
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到2020年，全
省接待国内外游客820万人，其中入
境游客180万人；实现旅游收入550
亿元人民币，其中旅游外汇收入18亿
美元。从而把海南省建设成为中国旅
游强省、世界著名、亚洲一流的国际性
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目的地。

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们或许很难

想象得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旅
游呈现出爆发式增长。2009年12月，
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目标同时
指向2020年，标准提升为“建成世界
一流海岛休闲目的地”。

现实的发展速度是令专家们没想
到的——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
背景下，2014年，海南旅游收入突破
500亿元；2015年，海南旅游收入突破
550亿元，达到572亿元。提前5年，
海南就已经实现了15年前国际旅游
专家们为海南设定的目标。

国际专家 | 齐聚海南绘宏图

2017年11月，第67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在三亚举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欢乐海岛 | 抢立潮头唱大风
在每一个关键节点，海南旅游都

表现抢眼。
“九五”计划第一年，海南确立“一

省两地”发展战略；“九五”计划最后一
年，2000年海南旅游接待量已经突破
1000万人次。建省12年，海南旅游业
从突破100万人次跨越到突破1000
万人次，增长了10倍。

2000年11月3日，由原国家旅游
局和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
海南岛欢乐节在海口开幕。各界群众
和海内外游客上万人参加了开幕式。

在海南旅游“十五”计划和2020

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中，海南提出要
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10年把海南
建成中国旅游强省，世界著名的热带
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2002年4月，海南省第四次党代
会报告指出“旅游业是海南最具特色
和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之一”，提出要积
极实施优势产业战略。海南旅游开始
在更多层次不断提升和丰富自己。

一系列重要节庆活动先后成功举
办。

2001年2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
在琼海市博鳌镇举行成立大会，确定

博鳌为“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就在
同一年，第38届新丝路中国模特大
赛在三亚市落幕；2003年12月1日，
世界上首座专门为世界小姐总决赛
而建造的比赛场馆——三亚美丽之
冠文化会展中心落成开馆。同年，由
三亚市政府和世界小姐大赛组织机
构共同在三亚美丽之冠文化会展中
心主办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海
南旅游借着世界小姐总决赛推出了

“健康与美丽同行”的品牌，不仅提
升了海南旅游国际知名度，总决赛场
地美丽之冠也成为了三亚旅游景点

之一。
2002年4月，由600余人组成的

阵容庞大的海南旅游代表团参加在南
京举办的国内旅游交易会。正是在那
一届旅游交易会上，海南首次以“海南
岛”旅游形象代替“海南省”行政地域
概念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海南旅游开始强化岛屿旅游目的
地形象，并注重结合岛屿旅游实际推
动旅游产业建设，一步步朝着建设世
界著名热带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的
目标迈进。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什么才是适合海南的发展路数？
海南的优势在何处？

是贸易先行，还是房地产先导？
是旅游为龙头，还是工业为驱动？什
么才是海南优势所在？何处才是海南
经济的着力点？一场凝聚海南各界人
士智慧和声音的大讨论，最终形成了
海南未来发展思路的雏形。

1996年1月，海南省委二届四次全

会召开，确定海南未来发展基调的“一省
两地”产业发展战略正式确立：即以农业
为基础，加强和提高第一产业；以工业为
主导，加速发展第二产业；以旅游业为龙
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努力把海南建
设成为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
业基地和热带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这个被简称为“一省两地”的产业
发展战略，紧接着写入了1996年2月

10日海南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的《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一省两地”明确了海南在全国经
济格局中的特色优势：可以凭借热带
海岛资源，发展休闲度假为主的旅游
业；可以充分依靠气候条件，大力发展
热带农业；可以发掘广阔而丰富的海
洋资源，建设南海资源开发基地。“一省

两地”摆正了海南的位置，避免了与其
他省区市产业结构的趋同，也适应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

1996年，海南两大特色产业同时
交出满意答卷，海南“九五”漂亮开局
——农业，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
况下，总产值仍保持5.2%的增长率；旅
游业，继续一路高歌猛进，全省定点旅
游饭店接待旅游过夜人数增长34.6%。

“一省两地”| 海南旅游当龙头

亚太旅游协会（PATA）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格雷格·达菲尔：

海南人的友善
是最好的旅游资源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将旅
游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将来旅
游业的发展将在中国 GDP 发展和人民
收入分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2010年
3月19日，第一次来到海南的格雷格·达
菲尔说，海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浓浓的
休闲氛围，这种感觉让人格外放松，非常
舒适。

“旅游其实就是对当地人的感觉，当
地人是否给旅游者深刻、友好的印象，只
有对人产生印象，才会在一个地方留下
记忆。可以说，最成功的旅游产品，其实
就是对人的感受。”海南留给格雷格·达
菲尔的最深印象是人们的友善。“对旅游
从业人员最重要的要求不只是微笑，还
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与真诚的互动，要让
他们意识到旅游业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
段，而是要上升到对职业的热情与喜
爱。从三亚凤凰机场开始，我就已经深
刻地感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互
动。”

每一个地方，沙滩、海水、阳光等自
然元素都是固定的，关键是要进行不同
的组合，开发不同组合的旅游产品，才能
给人不同的体验和选择。这是格雷格·
达菲尔给海南旅游开出的“秘方”，“海南
乃至中国在旅游推广上，应最大限度地
发挥网络的作用，可以把不同国家游客
关于海南的故事放在网络上，分享旅游
体验，达到推广海南的目的。”

格雷格·达菲尔认为，和其他地方相
比，海南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非常方便、一
站式的体验。他认为，海南建设国际旅
游岛，定位就是一个具有当地文化特色
的国际旅游之地，“在海南我很高兴地看
到，一些地方特色浓郁的东西还没有被
破坏掉。”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整理）

1995年
海南承办国内旅交会
海南第一次承办全国性的大型旅游交易会

·
发
展

“我们投资海南与
别的投资者是不一样
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
感情。”2013年9月，杭
州宋城集团董事局主
席黄巧灵在三亚投资
的“三亚宋城千古情景
区”开业。黄巧灵以这
样的方式，再一次回到
26 年前掘得“第一桶
金”的地方。

马蔚华、冯仑、戴
志康、潘石屹、王功权
……一个个拥有闯海
往事的名字，如今闪亮
在全国金融界、地产界
等诸多领域，海南成为
一批中国创业者的启
蒙之地。

这些蜂拥而至的
国内外投资者、从祖国
四面八方奔向大特区
的十万人才，让海南旅
游在建省办经济特区
第一年就实现了自己
的第一个跨越——当
年国内外游客接待量
首次跃过百万，达到
118.5 万人次，旅游创
汇4094万美元。

永远的邀请：

成为当时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
出席人数最多、展位最多的一次
旅游交易会

参会人数超过

20000人
建中国旅游强省：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下

2014年
海南旅游收入突破500亿元

2015年
海南旅游收入突破550亿元，达到572亿元

提前5年
海南就已

经实现了15年
前国际旅游专
家们为海南设
定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