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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开发旅游“富矿”，推进全域旅游，积极融入“大三亚”经济圈

蓝绿互补 旅游突围

旅游是保亭县域经济的支柱产
业，热带雨林、野溪温泉和黎苗风情是
保亭的旅游重点开发内容，目前建成
了2个国家5A级景区，1个国家4A级
景区。

业内专家认为，海南旅游产品市
场存在着严重不足——蓝色产品开发
旺盛，绿色产品发展滞后，“蓝绿”发展
的不平衡已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为
了补足这一短板，经过多年的深度调
研、创意、策划后，2008年，海南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景区投入运营。

呀诺达景区是海南第一个充分展
示和表现热带雨林“绿色生态文化”的
综合性主题景区和最具观赏价值的热

带雨林博览馆，堪称中国钻石级雨林景
区。以雨林观光作为基础，呀诺达景区
开发了踏瀑戏水、高空索道、雨林真人
CS以及悬崖秋千等旅游产品，还举办
雨林奔跑、电音节等聚集人气的活动。

作为黎族苗族聚居区，保亭的黎
族苗族文化多姿多彩。20年来，海南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以甘什黎村为
文化资源核心，对原有千亩槟榔园科
学合理开发，整合构建起非遗村、甘什
黎村、谷银苗家、田野黎家、《槟榔·古
韵》大型实景演出、兰花小木屋、黎苗
风味美食街七大文化体验区。荣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后，槟榔谷不断开
发、拓展和完善海南民俗文化旅游产

品，先后推出“悠黎客”户外拓展基地、
黎族传统婚礼巡游、夜游槟榔谷、篝火
晚会等民俗体验项目。

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少有
的既有热带原始森林景观又有优质温
泉的旅游胜地。公园地貌景观壮观生
动，水文、植物、气候旅游资源俱全，还
有众多的社会人文旅游资源。这里的
温泉是海南岛开发和保护最为完好的
温泉之一，也是海南岛唯一一处处于

“半野生”状态的自喷温泉，野溪温泉
和热带雨林神奇组合堪称神奇。

近些年，保亭旅游开发建设从
“点、线、面”全方位推进。神玉文化
园、茶溪谷等景区景点加紧建设，完善

各项配套设施，并陆续接待游客；布隆
赛、番庭村、什栋村、八村绿水画廊等
一批乡村旅游点不断有游客造访。保
亭全域旅游创建成果显著，以全省排
名第三的综合得分顺利通过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初步验收。

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保亭
将积极开发新的旅游业态和旅游产
品，加快发展森林旅游、温泉旅游、健
康旅游、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建设一
批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加快推
进南梗村等共享农庄的建设，打造特
色田园综合体，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全域旅游的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
收入。

挖掘旅游资源“富矿”，增强旅游产品吸引力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酒香也怕巷子深。旅游业发展过
程中，除了完善基础设施、扩大旅游目
的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保亭采取

“请进来走出去”宣传营销模式，大力
推介保亭优秀旅游资源及丰富多彩的
旅游产品。

据介绍，去年，保亭旅游委创新
“政府搭台，企业参与，媒体联动，旅行
社跟进”模式，把景区、温泉酒店、农家
乐和乡村果园等有机串联起来，以大
文化、广营销的理念，合力推广保亭

“雨林温泉谧静，国际养生家园”的城
市形象。分别举办了“雨林谧静·三声
万物”2017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
游养生活动、布隆赛农耕节主题活动

等主题活动，相继推出雨林静修养生
之旅、黎苗山野文化体验之旅、乡村旅
游之旅等多条旅游线路，提升保亭旅
游吸引力。

“去年，我们组织了县旅游企业参
加海南省乡村旅游文化节活动，还赴
北京、广东、杭州、武汉、重庆参加各类
旅游推介会。”保亭旅游委副主任颜春
海说，保亭积极融入“大三亚”经济圈，
整合各类旅游资源，开展联合营销，去
年赴昆明、贵阳、成都、合肥及杭州等
地进行联合营销，今年又前往兰州、西
宁、西安、长沙、郑州等城市参加区域
联合营销活动。

此外，保亭通过县旅游局官网及

海南保亭旅游微信公众号，策划并推
出精品旅游线路，推荐宣传保亭名优
美食、特色旅游小商品、各类旅游游
记，推介当地旅游资源，有效地提升了
保亭旅游的知名度；在各个节庆假日
组织旅游企业策划旅游优惠活动利用
微信平台进行推广。同时，与境内外
主流平面媒体及网络媒体合作，全年
对保亭举办的养生季、采摘季、嬉水
节、农耕节、高尔夫挑战赛等主题活动
进行宣传报道。在香港地区进行整体
形象介绍和推广时，保亭分别推出“畅
享采摘季，乐享乡村游”“相约七夕，万
民狂欢在保亭”等保亭旅游专版宣传，
对保亭的雨林、温泉、养生、文化、美丽

乡村等旅游资源进行了重点宣传。
三亚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到访游

客较多，保亭旅游委还在三亚公交车
上进行平面广告宣传，利用其受众多、
传播面广、高频率的特点，扩大保亭旅
游知名度，强化受众对保亭品牌的记
忆，吸引三亚客源到保亭旅游观光。

“我们还积极争取县政府支持出
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旅
行社开发境外客源市场奖励办法》，共
与15家旅行社签订了合作协议，调动
旅行社开拓客源市场，组团到保亭旅
游的积极性，同时积极鼓励旅游企业
来开拓境外旅游市场。”颜春海表示。

（本报保城12月19日电）

创新旅游营销手段，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今，在保亭城乡，各重要交通路
口都有具体的旅游引导牌，车站、公
厕、宾馆酒店的位置一目了然。

“去年，保亭完善了全域旅游标识
系统及全域旅游村庄标识牌建设，对
全县导行标识牌进行统一规划设计，
在县城主要街道、车站和旅游景区、宾
馆酒店、乡村旅游点等设置中英俄韩
四国语言对照标识牌、导览图及村庄
标识牌。”保亭政协副主席、旅游委主
任林孟地说，保亭已建成旅游景区内
标识牌共3956个，全域旅游标识牌
160个，村庄标识牌416个。

据了解，保亭已建成新政、响水及
大本驿站，并投入150万元完善3个驿

站外围停车场及房车营地配套设施建
设，将发挥旅游驿站的功能，更好地宣
传展示保亭的旅游形象及旅游资源。

今年以来，保亭继续推进什玲、保
城等地区的观景台建设，目前什玲镇
等4个乡镇景观亭工程已完成建设，
七仙景观道改造工程已完成80%，全
域旅游骑行绿道项目施工建设进度达
65%，投入170万元打造的公共旅游
标识导向系统项目已开工建设，同时
加快推进三道雨林黎苗小镇、新政旅
游风情小镇、南林康养小镇、加茂特色
旅游产业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

为进一步完善旅游功能，提高旅游
设施配套，保亭近年来加大旅游公厕的

建设力度，“厕所革命”从景区扩展到全
域；同时，加大“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目
前，县域内所有行政村都已通水泥路。

在文明生态村创建过程中，保亭
注重民族风格的体现，把现代化的建
筑技术同古老的黎族苗族文化结合起
来，打造了一批既安全舒适又凸显黎
苗风情的文明生态村。

交通的便捷性直接影响到游客的
进入。由于交通原因，以前三亚市民
游客想来七仙岭旅游度假区只能乘坐
长途大巴或自驾，费时费力。为解决
交通问题，三亚公交集团2017年 12
月26日起开通了三亚至七仙岭景区
的城际旅游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为每

天早上7点至下午4点半，每隔30分
钟发一班车。城际旅游公交线路的开
通，让保亭与三亚联系更加紧密，也为
风景秀丽的保亭带来了更多的游客。

“我们要推动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
湾高速公路（保亭段）连接线、辅路、停车
场、公交站点建设，高水平谋划好保亭服
务区建设，主动融入并加强同‘大三亚’
经济圈市县的衔接、互动与合作，着重
在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
环保、公共服务、配套政策等方面实现
一体化协同发展。”保亭县长符兰平表
示，这条高速公路预计2020年建成通
车，届时，随着交通瓶颈的陆续打破，未
来保亭的旅游发展将迎来新机遇。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游客旅游舒适度

七仙岭，云雾飘
渺；保城河，缓缓流淌；
热带雨林，充满生机和
神秘；野溪温泉，带来
浪漫和温馨。“泡田野
温泉，食黎苗大餐，赏
七仙盛景，做一夜神
仙。”这一句话生动地
注释了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的旅游特色。

近年来，保亭以建
设“雨林温泉谧境，国
际养生家园”为奋斗目
标，以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宜养的全域旅游示
范县为抓手，不断适应
新环境、新形势、新常
态，完善县域内旅游基
础设施，同时，创新旅
游营销手段，积极融入
“大三亚”经济圈，旅游
接待能力进一步增强，
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
不断提升，呈现“旺丁
又旺财”的良好局面。
去年全年，保亭接待游
客总人数 596.7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13.7亿
元，分别增长18.3%和
41.5%，其中接待过夜
游客92.7万人次，增长
31.9%；今年前10月，
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536.87 万人，同比增
长 12.66%，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13.26亿元，
其中全县接待过夜
96.91万人，同比增长
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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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26亿元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96.91万人次

同比增长23.67%

今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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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刚刚结束的全省推进百镇千村建设
现场会中提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
高标准、高质量全面推进百镇千村建设，打
造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的靓丽名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将
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工作有机结合，
突出地域特色，注重产业引领，激发百镇千
村建设活力，打造“一纵一横多带”的美丽
乡村旅游新格局。

保亭立足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坚持
规划引领和环境治理，深入实施全域旅游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运用“大区小
镇旅游村”发展模式，全力打造乡村旅游消
费中心，分类发展乡村旅游业态，培育乡村
旅游购物市场，发展乡村文化创意产业。
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特色小镇培育建设，发
掘利用自然生态、中部山地、地域文化、历
史文化等优势资源，打造“一纵一横多带”
的美丽乡村旅游新格局。

按照《保亭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
2022年，保亭要建成60个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示范村，15家共享农庄，12
个乡村振兴示范样板，10个乡村公园，建
成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民宿示范村和美丽乡
村休闲旅游度假景区，通过“连片乡村、城
乡统筹、全县一体发展”的形式，构建美丽
乡村旅游体系。

保亭深入推进“百镇千村”建设

打造“一纵一横多带”
乡村旅游新格局

游客在保亭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嬉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呀诺达景区体验悬崖观海
秋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外国游客在槟榔谷景区体验黎族打
柴舞。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