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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部落撒野营地”是海南省旅游
发展研究会为安徽天柱福元乡村民宿
休闲区创新打造的一个新型住宿业态
项目。天柱福元乡村民宿休闲区是借
鉴风行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地的

“水泥管公寓”新型住宿业态，结合天柱
山是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故事
发生地以及虎头崖风景区有仙女下凡
石、“天下第一洞房”、“送子观音洞”等
旅游资源，将内径两米多的水泥管改造
成现代与传统完美结合的“洞房”，把

“洞房”吊装到树下、岸边，辅之以“洞
房”式装修，首创洞部落特色民宿，特点
是不占地、不砍树、不扰民，可谓是“别
有洞天”。2018年国庆黄金周洞部落特
色民宿一经面市就成为“网红”旅游产
品，被游客誉为最浪漫的“新婚洞房”。

洞部落特色民宿，有望成为贫困村
引入城市消费的旅游载体，成为低投
入、见效快、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休
闲、户外生活新业态。目前，这一品牌
已经引起国内多个地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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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服务海南旅游十二载，先后获得全国社科联先进学会等殊荣

旅游智库：立足海南 享誉全国

“海南怎么打出蜜月

岛品牌？”“海南如何做好

全 域 旅 游 这 篇 大 文

章？”……海南省旅游发

展研究会自 2006年成

立以来，聚集岛内外各界

旅游精英，聚焦海南、全

国旅游热点问题，为政府

和业界提供了一个又一

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

论高度的专题研究报告。

也正是由于其在海南

岛旅游目的地形象策划与

营销、海南岛旅游文化挖

掘与提升、海南旅游产业

发展战略及区域性旅游发

展规划方面取得的成绩，

从2008年起，海南省旅

游发展研究会连续5届

（每届两年）获得“海南省

先进社团”称号；2015年

荣获“全国社科联先进学

会”称号；荣登2015年度

中国旅游风云榜，被授予

“中国十大旅游影响力传

播机构”称号。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作为立足海南的旅游智库，为海
南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瓶颈提出
应对之策责无旁贷。

长期以来，由于旅游目的地与客源
地之间的信息传达不畅通、不透明，导
致零负团费、欺客宰客等违法违规现象
困扰着海南乃至全国旅游业的健康发
展。建立旅游市场监督管理长效机制，
推动旅游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一直
是党委、政府努力要实现的目标。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经过深入
的调研分析提出，海南零负团费顽疾

不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完整
的、有吸引力的系列产品，急需海南旅
游业界在产品的包装设计、精准营销
以及销售渠道搭建上有新的突破。从
2008年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
一直坚持举办各种形式的特色新线路
设计开发评选活动。如连续3年举办

“魅力海岛，度假天堂”——海南岛特
色旅游线路及度假产品设计活动、“海
南国际旅游岛特色新线路设计开发评
选”活动，连续两年举办大学生海南旅
游线路设计大赛和大学生旅游季活

动。发动既是特殊旅游消费群体又是
旅游后备人才的大学生走上旅游产品
开发的第一线。

从2015年开始，海南省旅游发展
研究会与琼海市旅游委携手，将“田园
城市，幸福琼海”的建设成果进行旅游
化改造，策划、包装、推出一批到琼海
必买、必吃、必尝、必到、必游的系列琼
海味道品牌和产品，形成一批特色旅
游商品、美食、名店，更好地发掘和弘
扬了琼海特色文化。如在2015年组
织以“品琼海味道·享幸福生活”为主

题的“琼海味道”嘉年华活动，策划推
出了2015（首届）中国（潭门）海鲜节，
宣传推广潭门深厚的渔耕文化，树立
潭门海鲜的品牌形象，为潭门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增添新魅力。

在第六届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上，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与省旅游委、省
旅游协会发起倡议，北京、天津、河北、
安徽、海南五省市旅游部门、行业协会、
有关企业和中国旅游报社共同组建成
立天大喜事婚庆旅游合作组织,开启
了婚庆旅游跨区域合作模式。

前沿探路 | 为海南旅游发展建言献策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为安徽省潜山市天柱福元乡村民宿休闲区规划设计的洞部落特色民宿。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八字要诀 |“六神”有主，“二脉”贯通
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研讨，海

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探索出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宣传
媒体、旅游智库共同打造旅游目的地的
八字要诀：“六神”有主，“二脉”贯通。
即党委政府“主导”，专家学者“主谋”，
旅游企业“主推”，产业融合“主唱”，特
色产品“主打”，龙头企业“主体”；全过
程“媒体”放大和“金融”支持。

为了培育旅游消费，面对海南得天
独厚的浪漫旅游资源和国内外正在兴
起的婚庆旅游市场，结合2013、2014
有着“爱你一生，爱你一世”的谐音和寓
意，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精心策划、
并得到省旅游委全力支持，在2013年、
2014年将“美丽中国 幸福海南，爱你
一生一世”作为海南旅游营销主题口
号，通过成立海南岛十全十美婚庆产业

联盟，按照“婚庆主题旅游产品突破
——打造海南婚庆旅游产业——形成
具有海南特色的婚庆旅游经济”的路
径，树立“浪漫岛”“蜜月岛”“婚庆岛”

“幸福岛”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新形象，发
展具有海岛特色的婚庆产业。

经过精心策划，一月一主题、一月
一地方的年度海南婚庆旅游主题月活
动开展得风生水起，游艇婚礼、邮轮婚

礼、海湾婚礼、沙滩婚礼、草坪婚礼、黎
苗民俗婚礼、高尔夫婚礼、雨林婚礼、
海岛婚礼、海底婚礼悉数亮相，催生出
20多条蜜月婚庆旅游线路以及一批新
兴的海南岛蜜月婚庆度假旅游目的
地，在客源市场掀起了一股来海南岛
婚庆旅游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
2017年仅海南婚拍产品就吸引了约
120万名岛外游客来琼旅游。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
海南从一开始就在全国八大旅游区中
被单列为一个旅游区，发展旅游业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1996年启动的
中国休闲度假游，更开启了海南最具
优势的休闲度假游时代。在旅游产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业界越来越期待专
业的旅游智库机构来进行相应的旅游
理念研究和指导。

2006年，在全省旅游界及中国旅
游报社、中国旅游研究院、海南大学旅

游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海南
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等社会各界的
发起下，海南首家专业的旅游智库机
构——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应运而
生。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从一开
始就聚集了一大批热爱海南、有志于
献身海南旅游业的仁人志士，他们之
中有的是具有独特专业背景的专家学
者，有的是旅游行业成功的企业家，有
的是媒体精英——这三股智慧融合叠

加，必然产生价值和影响力。”海南省
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坦言，研
究会成立伊始，其初衷就是立足海南、
服务海南旅游业发展。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成立12
年来，参与了一系列课题研究。如参
与完成了省发改委课题“海南省十三
五旅游发展研究”；与海南境界旅游
规划设计研究院一起参与了海南省
十三五重大项目——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的创新策划；海南省旅游

发展研究会的一批专家被聘为海南
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大学等高校的研
究生导师并参与课题研究。同时，海
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还接受省和各
市县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事业单位
邀请，对各地各类旅游规划、重点旅
游项目策划、重要旅游产品营销进行
评估指导，帮助相关单位完善提升方
案；开展旅游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培
养、专业人才培训和国际国内学术交
流等方面工作。

立足海南 | 在改革创新潮流中找准定位

合纵连横 | 为旅游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立足海南的同时，海南省旅游发

展研究会还积极“走出去”。伴随着海
南旅游业新一轮大发展，海南省旅游
发展研究会已与中国旅游研究院、北
京同和时代旅游规划设计院、北京中
科景元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国家顶
级研究机构和甲级资质旅游规划设计
单位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经常受邀参
与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

如由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与海

南境界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策
划、规划的安徽省潜山市天柱福元乡
村民宿休闲区项目，开创了“通过发展
乡村民宿度假群落，推进整村脱贫致
富”的新模式。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紧跟国家
战略思路，近年来在创新旅游扶贫模
式、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
工作。以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与琼
海市的合作为例，2012年8月，海南省

旅游发展研究会与琼海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签订“关于共同推进‘田园城市
幸福琼海——琼海旅游目的地及旅游
产品体系建设与推广’战略合作协议
书”，建立双方战略合作会商委员会，
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研究
琼海市旅游业开发、建设、推广、管理
等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建立联动协
作机制，在琼海旅游目的地及旅游产
品体系的建设与推广、旅游行业规范、

旅游开发合作等方面进行协作。
2012年11月，海南省旅游发展研

究会提交了“潭门——中国南海第一
旅游小镇”策划，获得琼海市委、市政
府的肯定。随后，海南省旅游发展研
究会与海南境界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院、北京创新旅游规划院联合编制了
《潭门南海渔业风情小镇总体规划》，
拉开了潭门渔业小镇的建设序幕。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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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品牌

成果
介绍

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之邀，就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四川
攀枝花市、湖南湘西州、海南东方市
干部进行培训

受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之邀，
为全省创业指导导师、海南省返乡创
业先进分子授课

受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之邀，
就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进行授课

受海南省社科联指派，作为嘉宾
主持国际旅游岛大讲坛

《北部湾旅游发展规划》《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海南省森林旅游发展规划》

《辽宁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重庆市武隆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浙江省大陈岛旅游发展概念性规划》

参与编制或主持编制的规划

培训
服务

旅游
案例

参与策划并进行指导的扶贫项目

●五指山市通什镇什会村雨林茶乡茶旅融合精准扶贫示范区
●定安县龙湖镇安仁村农旅融合精准扶贫示范区
●东方市大田镇黑山羊扶贫养殖基地
●安徽省潜山市天柱福元乡村民宿休闲区

出版《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

承担海南省社科联“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创新发展课
题”，2017年9月17日，海南省社科联、琼海市政府、海南省
旅游发展研究会共同举办“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创新发展课
题”成果——《全域旅游的琼海范例》新书发布会暨面向全省
百镇千村、共享农庄、旅游院校赠书活动

《海南省琼海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潭门南海风情小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海南省文昌市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

《海南省儋州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海南尖峰岭国际生态旅游区总体规划》

《海南省五指山市雨林茶乡文化旅游区总体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