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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百
姓的热烈期盼。尽管旅游扶贫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市县旅
游扶贫项目推进缓慢、招商引资力
度不够、旅游企业帮扶工作不够深
入、旅游扶贫数据统计不够精准等
问题，海南旅游脱贫攻坚道路还有
一段路要走。

为更好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海
南将继续开展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
动，并成立海南乡村旅游专家库，组
织海南省内外具有资质的规划单位
助力编制发展乡村旅游贫困村规
划，选派旅游专家对旅游扶贫示范
村进行现场指导调研。开展旅游扶
贫项目招商工作，以100个旅游扶
贫示范村为重点，积极引入市场主
体，以“公司+旅游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开发特色乡村旅游产品，带动
脱贫致富。

有了质优价美的好产品，贫困群
众何愁销路？海南3A级以上旅游景
区、旅游小镇、3椰级以上乡村旅游
点、海南礼物专卖店都将设立海南绿
色农产品和旅游商品销售专区的消
息一经传出，便让村民心里有了底。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海南各市县对
贫困村的农副土特产品进行设计包
装和质量认证，这些旅游商品都将纳
入海南“海南礼物”线上线下平台，进
行对外销售。除此以外，海南旅游企
业还将和100个旅游扶贫示范村开
展结对帮扶，引导旅游商品企业建立
旅游扶贫商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据悉，海南将持续坚持“智志双
扶”，组织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
训，举办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培训
班，提升贫困群众实用技术和职业技
能，有效帮助贫困群众熟练掌握务工
的知识和技能，使“输血式”扶贫变

“造血式”扶贫。
如今，海南已打造出一批具备

游客接待能力的星级美丽乡村。下
一步，海南将建设和评定一批椰级
乡村旅游点，将共享农庄、星级美丽
乡村纳入创建名单进行旅游化改
造，吸纳邻近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同时，结合重点旅游贫困村市场需
求，打造一日游、二日游的短线乡村
旅游线路产品，让更多贫困群众吃
上“旅游饭”。

（王赵洵 汪超）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让贫困人口分享旅游发展红利

海南多措并举推进旅游扶贫
“我的水果摊在旺季时一个月销售额

5000多元，有1000元到2000元的利润，再加
上老公的打工收入，现在家庭生活还算可以，
有能力供两个孩子上学。”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甘什村村民吉桂英说，她与众多村民在槟榔
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内的“惠农街”摆卖水果和
土特产。

“惠农街”是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用3年
时间耗资600万元所打造，旨在为与景区相邻
的甘什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村民经营摊点仅
需缴纳水电费和卫生费，无需支付租金。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陈国东介
绍，自2005年起，景区将扶贫工作纳入到景区
发展的规划中，先后出资为甘什村修筑水泥路、
安装路灯以及钻饮用水井，还通过土地合作、吸
纳就业、建设惠民街等，全方位践行和开展扶贫
工作。“景区为当地村民打造了全天班、半天班
两种工作模式，让村民们实现了‘就业不离家、
失地不失业、收入有保障’的愿望。”

目前，在该景区进行商业经营的农户每个
商铺年均收入约为6万元，景区代农户出租的
年均收入为1.8万元。

离甘什村不远的什进村通过引入海南三
道湾大区小镇旅业有限公司吃上了“旅游
饭”。从2010年起，经过一系列旅游化改造，
一栋栋颇具黎族风情的楼房在什进村拔地而
起，布隆赛乡村文化旅游区由此成形。部分村
民除以土地入股的形式获得分红外，还能在景
区的酒店中就业。

2012年，什进村村民吉秀英见到旅游形势
大好，腾出闲置的房间开起了“董家民宿”。如
今逢旅游旺季、节假日，10个床位总被预订一
空，一年租金收入达10万元。

神玉岛文化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在
保亭响水镇打造神玉岛文化旅游度假区，改善
当地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岗位，迄今已带动响水
镇266户贫困户1096人脱贫。该公司董事顾
贵水介绍，公司现有员工320名，本地员工近
半。随着项目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未来5年-8
年将增加就业岗位1000余个，将会大量面向周
边百姓。

毗邻神玉岛文化旅游度假区的毛真村从旅
游产业中获益匪浅，目前已整村脱贫。村民黄
秀丽介绍，她从2014年进入景区工作，每年除
了得到固定工资收入外，还可以就近照顾老人
和孩子。“家里种着几亩槟榔、益智，再加上老公
在外打工的收入，我们2017年正式脱贫，现在
正在巩固中。”

在海南茶叶产地——五指山和白沙，“小小
叶片”也带动着当地村民走向脱贫致富道路。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五里路茶叶合作社带领
茶园周边153户黎族茶农共同种植有机茶，并
提供工作机会，逐步带动周边贫困户脱贫。

五指山市什会村村民符莲娟在五指山妙自
然茶业有限公司的带动下，从2014年起种植

“雨林紫鹃”红茶，2017年卖茶收入达6000多
元，随着茶叶逐年增产，收入还将不断增加。

海南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雪燕表
示，越来越多什会村村民参与种茶，“雨林紫鹃”
的种植面积从最初的60亩扩大到了320亩，更
是辐射到了周边村庄。公司将“雨林紫鹃”打造
成特色旅游商品，远销各地。该公司计划未来
5年将什会村打造成为茶文化社区，吸引游客
前来，令村民们从中获得更多旅游收入。

位于海南岛中部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通过打造“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引导更多
民众吃上“旅游饭”。琼中云湖乡村旅游区开发
有限公司依托琼中什云村打造云湖乡村旅游
区。除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该司还投资
3000多万元为村民建设别墅，鼓励村民腾出闲
置房间作民宿增加收入。

琼中和平镇堑对村背山靠水，有着“春夏的
草原，秋冬的海”的美誉。从2015年开始，堑对
村以“减贫摘帽”为目标，以“富美乡村”建设为
载体，特色产业不断发展，蜕变成了旅游休闲度
假好去处。

堑对村村委会副主任胡开君表示，堑对村
2016年成立了“万泉石臼乡村旅游专业合作
社”，希望引导更多村民逐步吃上“旅游饭”。目
前已利用村民闲置房屋推出了30余间客房，开
设3家农家乐，逢节假日便热闹不已。

胡开君表示，依托和平风情小镇建设和周
边漂流景区带动，堑对村正稳步推动旅游化改
造。“不过我们经验不够，迫切希望企业进入，提
供资金、人才和智力支持，带动我们堑对村丰富
旅游内涵。” （洪坚鹏）

中小企业扶智扶贫
海南旅游扶贫多点开花

2018 年以来，海
南以实施乡村旅游扶
贫和开展精准帮扶为
主要路径，深入挖掘贫
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
潜力，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旅游，旅游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凸显。“旅游+
扶贫”新模式也成为海
南扶贫众多队伍中的
中坚力量，围绕可持续
脱贫发力，通过景区带
村、民宿兴村、定点帮
扶等模式，采取提供就
业、设置摊位、物资采
购、入股分红、“企业+
农户+旅游”等方式，贫
困群众不仅在家门口
实现再就业，还能在家
门口发展土特产与手
工制品销售、乡村民
宿、农家乐等旅游产
业，让贫困人口分享海
南旅游发展红利，助力
旅游精准扶贫。

2018年全省旅游
扶贫计划投资21.4亿
元，实施116个旅游扶
贫项目，截至12月底，
已完成投资21.5亿元，
全省旅游扶贫直接带
动 贫 困 户 3718 户
11596人脱贫。

2018年7月，海南省委、省政府
出台《海南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将旅游扶贫作
为扶贫的重要工程进行部署，提出
了到2020年全省要创建100个旅游
扶贫示范村的工作目标。根据全省
工作部署，海南省推动旅游产业发
展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海南
省旅游产业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的通知，明确今后3
年扶贫工作任务，制定了7项具体重
点任务和措施，指导全省开展旅游
扶贫开发工作。确定100个旅游扶

贫示范村名单，列入全省扶贫攻坚
“1+X”配套政策，同时纳入扶贫工
作督查考核范围。

纲举目张，规划先行，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首先因地制宜
地指导做好旅游扶贫重点村旅游规
划。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堑对村，
五指山市通什镇福关村、南圣镇南圣
村，陵水黎族自治县乐利村，乐东黎
族自治县卡法村开展旅游规划扶贫
公益行动，组织了海南大学、省中原
规划设计院编制发展乡村旅游贫困
村规划，选派旅游专家对4家旅游扶

贫示范村进行现场指导调研。
同时，强化政策扶持。从资金

扶持、金融扶持、品牌扶持入手，三
管齐下。2018 年海南省旅游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共对7个乡村旅游和
旅游扶贫项目以贷款贴息和以奖
代补的方式奖励 235 万元。2018
年琼中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项目（百
花岭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申报国家
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
200万元，用于旅游扶贫。此外，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与省扶贫办
公室、国家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

行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对各市县申
报国家金融扶持旅游扶贫项目进行
了评审，最终确定推荐保亭神玉岛
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保亭呀诺哒
旅游文化区项目、三亚凤凰谷生态
文化旅游区项目、白沙“阿罗多甘”
田园综合体项目等4个项目为国家
金融支持旅游扶贫重点项目。在乡
村旅游品牌建设上，我省2018年打
造了儋州屋基村、力乍村，乐东尖峰
椰林湾农家乐、千年榕树生态园，东
方南浪村、屯昌猪哈哈农场等一批
椰级乡村旅游点。

海南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工
程”，积极拓展农副土特产品销售渠道
取得了明显成效，颇受好评。截至目
前，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已建成电
商服务站58个，农副土特产品商店

167个。除此之外，景区也积极开展
扶贫工作，保亭槟榔谷旅游景区设立
旅游扶贫商品购物街；蜈支洲岛旅游
区、大小洞天旅游区、热带森林公园、
南山文化旅游区等旅游景区开设扶贫

产品销售点（试点），就近销售农副土
特产品。“海南礼物”旅游商品平台21
家实体店铺全部设立旅游扶贫专柜售
卖旅游扶贫商品，“海南礼物”线下实
体店累计接待进店游客1000万人次，
累计销售金额逾800万元。大力开展
旅游消费扶贫，海南各旅游景区、乡村
旅游点、酒店共设有旅游扶贫商品销
售专区135个，销售额1.5亿元。

同时，海南以欢乐节和乡村旅游
文化节为平台，带动乡村旅游扶贫。
据悉，2018年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
览会上公众现场采购农副产品、旅游
产品、旅游商品8680余万元，展会成
绩创历届新高。2018年（第六届）乡
村旅游文化节推出旅游扶贫图片展、
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论坛、乡村旅游
美食节等一系列缤纷多彩的主体及
市县配套活动，为岛内外游客提供了
丰富的海南全域旅游产品。据统计，
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12.5万余人次
到场，现场交易金额约420多万元，
意向客户订单金额为2500多万元。

在扶贫过程中海南坚持扶贫和
扶智相结合，把乡村旅游人才培训摆
在旅游扶贫的突出位置。2018年，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分别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举办3期海南省乡村旅游
和旅游扶贫专题培训班，并组织全省
乡村旅游企业赴台湾开展乡村度假
和民宿旅游专题培训，学习台湾民宿
休闲旅游发展经验。

截至2018年11月底，海南共开
展各类乡村旅游培训班90场次。培
训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从业人员及
贫困户6891人次。在培训的同时，
海南积极营造扶贫氛围，鼓舞士气，
加强成果宣传，专门组织主流新闻媒
体对保亭、五指山、琼中、白沙等国定
贫困县旅游扶贫新成绩、新做法、新
经验进行实地采风，各媒体从不同角
度对海南旅游扶贫的模式进行了宣
传报道。旅游扶贫宣传得到全社会
广泛关注，取得良好效果，为旅游扶
贫工作树立典型，提供借鉴经验。

注重谋划强化政策扶持

多举措创新旅游扶贫模式

让旅游扶贫更持续有效

全省旅游扶贫直接
带 动 贫 困 户 3718 户
11596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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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成为乡村旅游新亮点。

保亭呀诺达景区的扶贫街。

“海南礼物”线下门店专门开设了旅游商品扶贫专柜。 本版策划/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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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省
旅游扶贫计划投资21.4亿元
实施116个旅游扶贫项目
截至12月底
已完成投资21.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