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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赵
优 尤梦瑜）1月23日上午，2019年全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工作会议在海
口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去年，我省扎实推动旅游、文化、广电、
体育产业和事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018 年 ，我 省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
7627.39万人次，同比增长11.8%，其
中入境过夜游客126.36万人次，同比
增长12.9%，实现旅游总收入950.16
亿元，同比增长14.5%。中国游戏数
码港入驻企业650家，税收3.5亿元，
产值40亿元；海口文化产业园入驻

企业127家，税收2.45亿元，产值9.9
亿元。

去年以来，我省推动旅游文体产
业提质增效，吸引了中免集团、中国旅
游集团等7家企业注册落户总部、文
旅总部或区域总部，25家旅游文体企
业与海南签订合作协议，成功引进陵
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赛、三亚体育
产业园等14个文体项目，成功举办了
第九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第十
三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一
带一路”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万宁国
际冲浪赛等赛事活动。

今年是海南各项改革开放举措的
落实年，省旅文厅将按照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围绕“自由贸易区（港）架构
下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战略，抓住

“构建规范的消费市场、推进旅游文化
体育产业全面融合发展”两个关键，突
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国家体育旅
游示范区”三个重点。

2019年，省旅文厅将重点抓好以
下7方面工作：一是以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为核心，落实各项牵头
事项，强化政策落地。二是要全力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供给产品
为核心，推动旅游、文化、体育产业融
合发展。加大招商引资、产业扶持和
项目建设力度，推动Hello kitty主
题乐园、乐高主题乐园等项目开工建
设；大力发展市场化运作的娱乐演艺
节目；全力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
区”；探索在适宜的景点景区、特色城
镇开展热气球、直升机、水上飞机等通
航观光体验和翼装、滑翔、跳伞等航空
运动，增加优质产品的有效供给。三
是突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主题，推动艺术精品创作和群众

性文体活动开展。四是提升国际化水
平，加大市场开发和对外交流力度。
放大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效应，不
断新开和加密国际直达航线。五是加
快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旅游
和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
信息化工作，扎实做好精准扶贫工作，
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态保护区支
持力度。六是把握导向，抓好运维，充
分发挥广播电视舆论引导作用。七是
提升市场管理和综合执法水平，加强
标准体系、监管体系、诚信体系以及消
费者权益保障体系建设。

2018年我省旅游总收入超950亿元
推动旅游文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胥佳欣 周婧

1月23日，春运进入第3天，环岛
高铁各车站纷纷进入忙碌的春运“临
战状态”。

当天上午11时，三亚火车站处处
洋溢着喜乐气氛，车站工作人员王丹
惠和她的同事们捧出一副副春联和大
红的“福”字，送到旅客手中。

“能在祖国最南端的火车站提
前收到节日祝福真开心。”旅客王先
生说。

近年来，环岛高铁已成为我省沿
线地区居民和游客的主要出行方式，
为保障今年春运，海南铁路公司计划
日开行57对列车，其中海南环岛高铁
线发送52对，日均运输7.2万人次，同
比增长6%。

今年海南环岛高铁、铁路“电子客

票”首次助力春运，旅客在网上订票
后，凭证“刷脸”即可进站上车。

在海口高铁东站，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尽管来来往往的旅客不少，但
检票口处几乎没有排队的长龙，游
客只要轻刷一下身份证，通过后就
能随到随走，大大提高了通行效
率。该站党总支书记唐小飞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作为环岛高铁线上客
流量最大的车站，为有效缓解实名
制验证压力，海口东站在实名制验
证处增开了5台自助人脸识别闸机，
提高验证效率，减少旅客排队进站
时间，并安排专人做好引导分流，

“再加上3个人工进站通道，客流高
峰时段最大可开放8个进站通道，可
确保旅客进站顺畅。”

今年春运，环岛高铁各车站还推
出多项人性化的服务举措，如旅客不
出站就能换乘车，而为了方便旅客及
时打印报销凭证，海口东站还在候车
大厅设置了3台电子客票自助打印
机，旅客候车时随时都可以打印。

“您好，你们带着老人和小孩不方

便，请跟我来走绿色通道。”海口东站
工作人员小丁看到一家六口旅客中
有孩子和老人，还提着行李很不方
便，连忙走上前主动服务，带领他们
走绿色通道。

春运期间以学生、探亲、民工、旅
游客流为主，为最大程度方便旅客出
行，海南铁路在海口东站、三亚站、东
方站等重点车站安排了多名青年志愿
者，并为军人开辟专用通道，为老人和
携小孩的旅客开辟绿色通道。

海口东站候车大厅内还设置了
“爱心妈妈屋”，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屋
内有沙发、婴儿床、热水瓶，墙上贴着
漫画，还有微波炉方便热婴儿食品。

三亚火车站也为旅客免费提供了
轮椅、手机充电、母婴室及母婴用品、
便民服务箱、书籍报刊等五项服务，并
在一楼候车室设有客服中心，为旅客
提供残疾辅具、重点旅客预约、遗失物
品领取、应急改签、问询答疑、爱心服
务箱等便民服务，以贴心服务温暖天
涯旅途。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环岛高铁各车站进入春运“临战状态”

贴心服务让归途更顺心
新 走基层

1月23日，在三亚火车站候车大厅，工作人员给旅客发春联，送“福”
字，祝福旅客春节快乐。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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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上午：
嗨玩海南版“迪斯尼”乐园 精彩无限，
万国风情集结、世界名吃荟萃）——假
日海滩温泉乐园（下午：温泉戏水）——
欢乐海岸夜市（晚上：琼味美食）

2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上午：
看国宝熊猫、参加“金猪纳福，好运‘滚
滚’来”的主题活动，热带雨林等着您来
徜徉，和野生动物一起狂欢）——冯塘
绿园（晚上：健康有氧徒步游，古屋书
香”书画展、敲锣打鼓辞旧岁迎新年，橄
榄宝宝闹新春活动）

3 海口国家帆板帆船基地公共码
头（上午：海岛风情，扬帆起航）——美
视五月花高尔夫（下午：金秋送爽挥杆
高尔夫）——秀英码头滨海夜游（晚上：
欣赏海口美丽夜景）

4 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上午：登
城市火山、探幽热带雨林深呼吸、观赏
海南特色文艺演出，文艺骑行，观石斛、
火山特色民居等）——人民骑兵营（晚
上：篝火晚会）

5 火山泉休闲农庄（上午：激情卡
丁车、垂钓采摘）——火山石斛园（下
午：赏石斛花，参观红色党建基地）——
开心农场（晚上：开心“猜灯谜”活动、亲
亲鱼疗）或入住美社有个房

依托“百镇千村”建设
提升旅游基础设施

石山镇距海口市中心15公里，东
有海榆中线，西有粤海铁路，海口绕城
公路穿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2016
年，我省正式启动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重点打造特色产业小镇。依
托“百镇千村”建设，石山镇进一步提
升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小镇优势进一
步凸显。

近年来，石山镇加大农村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力度，大力开展“厕所革命”，
加快旅游公路建设，配套旅游公厕、电
瓶摆渡车等服务设施，开发石山乡村旅
游智慧导览系统，充分发挥石山互联网
农业小镇旅游服务中心作用，打造一流
的旅游服务环境。

如今的石山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齐
全，拥有10家特色民宿和18家农家乐，
已然成为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
方面业态的多功能休闲农业小镇。

智慧旅游也是石山旅游基础设施
提升的重要环节。该镇开发了“掌上
游石山”乡村旅游智慧导览系统，集小
镇资讯查询、全景地图导览、路线推荐
和导航、实时定位、景点文字和语音讲
解、活动推广等功能集于一体，为游客
提供完整的旅游服务信息和选择自主
权，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目前，该镇
已基本实现了“4G到村、光纤到户、终
端到人、重点区域WIFI全覆盖”。

接下来，该镇还将继续完善全域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五网”建设
及农村旅游化改造工作，建设一流的观
光路、一流的自行车赛道，连片提升美
化、亮化工作，同步推进乡镇生活污水
处理排放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
让石山变得更干净、更整洁、更美观。

突出火山风情特色
打造全域旅游示范镇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

要有特色，要走人无我有的道路。发
展特色产业，一定要科学，一定要符合
自己的实际——在旅游小镇的建设过
程中，在“吃住行游购娱”6个环节，石
山镇牢牢抓住火山风情特色，打造全
域旅游示范镇。

“我就是冲着石斛园来的！今天真
是来对了，好看、好玩，全是原生态的。”
元旦期间，市民廖清波带着孩子来到施
茶村，观石斛、拍美景、听致富史、品野
味，她觉得这趟施茶之旅不虚此行。

近年来，石山镇积极发展火山特
色农业观光主题游。现已建成火山石
斛园、农馨火山南药科技产业园、神岭
牛大力共享农庄等一批农业互联网生
产示范基地。今年1月，海南胜嵘生
物科技石斛产业园在石山镇挂牌，标
志着石山镇在打造组培、育苗、种植、
生产、深加工、销售、科研、科普教育火
山石斛特色产业链上又迈进一步。

同时，该镇还围绕石山现有农业产
业，发展石斛面膜、石斛茶等农产品衍
生业，将石山黑豆、石山雍羊、火山石
斛、火山口咖啡等特色地理商标转化为
品牌优势，丰富石山旅游产品内容。

打造火山精品民宿主题游。石山
镇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推行“企业+农
户”的管理模式，打造了一批火山风情
民宿。目前，石山建成了美社有个房、
开心农场、人民骑兵营等10家大型民
宿和火山口酒家、荔湾酒家等18家农
家乐。

擦亮火山文化体育主题游品牌。
今年1月12日上午，第四届海口火山
自行车文化节在海口秀英区石山镇盛
大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骑
友，在这里畅享自行车盛宴。独具风
情的火山自行车赛道，带来了“入眼即
是景”的美好感受，让自行车爱好者在
体验运动快乐的同时，可以享受到独
特的火山魅力。

如今，石山镇已经成为海口“网红”
小镇。2018年，全镇接待游客量将突
破300多万人次，比2017年翻一番，并
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额不断攀升。

以“人才”“文化”为支撑
拓展乡村振兴之路

郭霖是毕业于法国商学院的一名

研究生。2013 年，她从北京辞去工
作，来到石山镇创办“火山公社”互联
网营销平台，对当地农产品进行精心
挖掘和包装。

依托石山互联网小镇的平台，加
上郭霖的努力，施茶村的富硒红糖、红
芝麻、山鸡蛋、蜂蜜、黑米、红米、荔枝、
黄皮等，摇身变成了身价翻番的抢手
食品。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石山镇紧
紧抓住“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的契
机，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借助石山互联网
农业小镇青年创业中心、院士工作站平
台，依托施茶村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培养了王杰、吴多存等一批懂技术、会经
营、以农民为职业的本地新型农村人才
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铸魂工程。
石山镇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目
前共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80多个。
该镇大力传承火山文化，深入挖掘火
山传统八音、道教南宗五祖白玉蟾历
史、水缸文化、山歌文化、婚庆文化、乡
贤文化，对美社村、三卿村等传统古村
落进行保护与开发，不仅满足了群众
的文化需求，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
的游客。

数据显示，石山镇农村常住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由 2015 年 的
8652元提高到 2018年的 15322 元，
预计 2018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实
现新突破。

胡余亨表示，接下来，石山镇将按
照秀英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一万亩火
山石斛、两万头石山壅羊、三千亩花卉
盆景、四千亩精品黑豆、五千头美安小
黄牛、六万只火山土鸡”的思路打造石
山特色产业，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进一
步突出火山风情特色，深入挖掘火山旅
游文化。坚持党建引领带头作用，将石
山打造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
标杆，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作出
积极贡献。

（本版策划 撰文/思嘉 庄雪静）

今年元旦，海口市民刘
彤带着一家人去火山口公
园游玩。驱车行驶在秀英
区石山镇的火山口大道上，
沥青公路宽阔平坦、四通八
达。坐上旅游观光车，微风
拂面、景致怡人，满眼尽是
美丽静谧的乡村风光。农
家乐、民宿遍地开花，可以
尽享特色美食，农家风情。

海口市秀英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石山镇镇委书记
胡余亨介绍，党的十九大以
来，石山镇以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借助
互联网农业小镇建设东风，
采用“互联网+旅游”运营模
式，打造全域旅游示范镇，
在打造火山风情旅游小镇
中充分挖掘特色旅游资源，
打造全域旅游项目，不断提
高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推动
三产深度融合，让农民吃上
“旅游饭”，踏上“致富路”。

日前，经海口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推荐，省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批准，
认定火山风情旅游小镇石
山镇为海南省旅游小镇。
同时，批准开心农场温泉
度假村（儒黄村）为四椰级
乡村旅游点，施茶火山石
斛园乡村旅游点为三椰级
乡村旅游点。

提升旅游基础设施、突出火山风情特色、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海口秀英区石山镇获批海南省旅游小镇
春节期间

海口市秀英区
推出5条旅游线路

假期里，海口火山口公园游人如织。

◀上接A01版
“要利用好琼中女足这张名片，通过举办国际

赛事，带动琼中体育产业的发展。”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孙喆说。

瑞典AIK女子足球队教练Patrik说，在哥德
堡杯青少年足球比赛中，他们球队和琼中女足踢
过比赛。他们非常想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地方培养了这些爱拼搏的女孩子。

来自北京的足球赛事运营官梁瀚城讲到：青
少年足球运动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和交流
平台，琼中在海南乃至全国率先开展国际赛事的
组织和运营，相信会对足球产业起到很好的带动
与发展。

足球成为琼中对外交流的媒介

王大安，在琼中县城经营着一家特产店。这
几天，来自不同国家的球员和教练会经常光顾他
的小店，买茶叶、胡椒、米酒等特产。他说，没想到
这场足球赛能给他的店带来这么大销量。

刚刚试营业的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景区，这
几天也成为各国球员闲暇之余的游览地。景区内
的热带雨林景观、高山瀑布等都深深地吸引了这
些孩子，他们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进行着交流与直
播，使得远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和粉丝也跟着一起

“走进”了琼中这座县城。
琼中女足主教练肖山说，通过举办这场赛事，

国际上许多青少年球队认识和了解了琼中。这几
天，他不断接到其他国家的教练员电话，纷纷咨询
明年赛事举办的时间，都想过来参赛。

助推琼中校园足球更好更快发展

近年来，琼中大力推进琼中校园足球建设，设
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打造8个

“满天星”训练营，建设、改建足球场地33块，其中
5人制足球场地3块、7人制足球场地16块、11人
制足球场地14块。成立足球队76支，引进足球
方面专业人才5名。同时，每年都举办班赛、区内
联赛、区精英赛、县级联赛等赛事，助推琼中校园
足球更好更快发展。

琼中以开展“校园足球”为契机，坚持“琼中女
足”品牌为引领，在全面打造校园足球特色文化上，
把足球作为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的必修内容，开设
足球课堂，开发和编制校园足球“校本教材”，全面
普及足球知识和技能。截至目前，琼中全县31所
学校共成立了73支校园足球队，参加校园足球活
动学生达1.5万余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5%以上。

孙喆说：“源于琼中女足体育精神的影响力，琼中
接下来将举办更多青少年国际赛事，让足球成为一个
媒介，培养更多优秀足球人才，开展国际交流，既扶
贫，亦扶志，也扶产业。” （本报营根1月23日电）

琼中：小城大球能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