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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大年初五，迎来春运返
程高峰的海口秀英港，过海车辆平稳
有序地上船，并未像去年那样出现滞
留现象。“没想到一路这么顺畅。”来自
辽宁沈阳的游客胡先生春节期间从广
州租车来海南游玩，担心出现去年拥
堵的情况，10天前，他就通过微信公
众号提前买好了船票，“预约过海模式
很方便，出示身份证就可以上船，便捷
化的服务感觉很舒服。”胡先生说。

通过预约快速过海，是海口大力
推动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
的成果之一。“过海难、过海久”一度
成为海口、湛江两地市民的“心头
痛”，而快速方便过海则是两地数百万
市民的共同期待。因此，加快琼州海
峡一体化建设成为两地政治、经济等
各方面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
琼州交通运输方式单一、通行效率低
问题，海口从2016年底开始大力推动

琼州交通多元化，努力打造琼州海峡
水上半小时交通圈。目前，海口新海
港工程项目正有条不紊地推进，轮渡
港口资源已完成整合，轮渡航运资源
正在推进。海口秀英港、新海港启动
预约过海模式。海口到雷州半岛的水
上飞机通勤航线已成功试飞，海口水
上飞机旅游观光航线投入试运营。

除了旅游、交通，海口还在农业领
域与北部湾区域内的城市进行对接合

作。海口、湛江两地签订了农产品产
销合作框架协议，约定以深化两地蔬
菜批发市场合作的方式，优化紧急情
况下两市在蔬菜采购调运、物流配送、
冷藏储备、应急投放等领域的合作。

“海口会继续主动‘走出去’，加
强与北部湾城市群的区域合作，让老
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区域一体化的
便利。”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交流合作惠及两地百姓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张期望

2019海口（北部湾）城市旅游推介会茂名站
和南宁站已圆满结束，收效甚丰。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邀请了南宁和茂名当地的网红主播来海口，
对海口旅游景点景区、旅游资源、美食资源、城市
环境等多方面进行了现场同步直播，吸引了大量
网友关注的目光。

此次活动创新性地融入“网红+直播”的全新
推介方式，让海口实景呈现在北部湾城市乃至全
国网友眼前，让海口的推介更有效果和影响力。

由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与海南、茂
名、南宁等地媒体联合推出的“网红伴游，说走就
走”旅游体验活动，也摒弃传统旅游推介会的单调
形式和内容，通过旅游推介环节创新，宣传形式创
新，采用“网红直播+旅游”和旅游大V一起运用
海南、广西和广东各大新媒体宣传平台，实时体验
互动，极大地吸引了年轻人，充分利用新媒体展示
了海口的文化旅游资源。

“网红”是今年的热词。今年的海口城市旅游
推介活动，茂名、南宁两地网红主播和体验团被邀
至海口，体验精品民宿、特色酒店，品尝海南特色
美食，并游览海口凤翔湿地公园、百年骑楼老街、
观澜湖电影公社、野生动植物园、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等主要旅游景区，参与琼山换花节等独具
海南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

活动邀请的人气网红主播和旅游大V，携手
200多万粉丝进行了现场直播，同时在线人数
128万以上，累计观看人数200万以上，粉丝互动
热烈，网红主播现场依托海口的旅游宣传资料，文
化旅游景区景点，多角度实景展现，把海南之美呈
现给了粉丝。

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一路游玩，一路随机采
访路人，和海口市民、全国网友及粉丝进行线上线
下互动，并带着粉丝和游客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现
场解答和推介，以平台美景和线上互动直播形式，
让身处广东、广西乃至全国的网友和粉丝也能通
过镜头感受到阳光海口的人文风情及旅游美景。

专业人气网红主播在海口进行现场直播，上
百万粉丝对海口进行有效围观，大大提升了旅游
推介会的品质。南宁人气网红艺千说：“在讲解和
直播过程中，粉丝了解海口的心情十分迫切，他们
各种问题不断。3天的直播，我的嗓子都不行
了。”她说，通过这次直播活动和体验，网友、粉丝
们对海口这个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海口人
民的热情、好客和真诚打动了他们，海口的美景、
美食深深地吸引了他们，让他们喜欢上了这座城
市，纷纷表示要前来海口游玩的迫切愿望。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2019海口城市旅游推介会圆满落幕

为北部湾区域融合发展贡献海口力量
3月3日，2019海口城

市旅游推介会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南宁市举办，吸引了上
千名当地旅游业界人士、媒
体记者、网红主播及普通市
民和游客参加。活动的盛况
同时被新华社、新浪网、南方
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
等近百家央媒和省市级媒体
聚焦报道。这是自2017年
下半年以来海口在北部湾区
域举办的第7场旅游推介会。

2017 年 1 月 20 日，国
务院批复同意建设北部湾城
市群，打造“一湾双轴，一核
两极”的城市群框架，建设面
向东盟、服务“三南”（即西
南、中南、华南三个地区）、宜
居宜业的蓝色海湾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包括广西壮族
自治区、广东省和海南省的
10余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
4000万。

“加快北部湾城市群建
设，是湾内市县一致的目标。
为此，海口将积极作为，为北
部湾区域融合发展贡献出自
己的力量。”海口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说，在北部湾城市群开
展城市旅游推介是海口积极
走出去，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城
市群区域合作的一项举措。
推介活动不但提升了海口在
北部湾区域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同时也为海口与北部湾各
城市搭建了一个平台，进一步
推动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从
而实现抱团发展的目的。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许春媚

“这次推介会让我更加了解海口
了，下次去一定要深度游。”3 月 3
日，在参加完海口旅游推介会后，南
宁市民文秀说，两年前到海口出差
时她就很喜欢海口的碧海蓝天，但
由于时间匆忙未能好好游玩，“参加
了这个推介会我才知道海口有这么
多有意思的景点，像美舍河凤翔湿
地公园，居然可以让污水处理的地
方成为景点，真的值得好好看一
看。”文秀说。

不仅仅是南宁市民，湛江、北海、

钦州、茂名等地的市民也一样，通过
海口在当地举办的旅游推介会，认识
了不一样的海口。

2017年12月，海口在广西钦州
举办旅游推介会，期间精心推出的旅
游线路产品得到了众多钦州市民及
旅游从业者的点赞。钦州大众旅游
公司工作人员庞茵丹在参加完推介
会后表示，海口推出的周末游线路让
他们很感兴趣，“过去因为觉得钦州
本地也有海，开发前往海口的旅游线
路意义不大，但通过推介会我们才了

解到，海口除了滨海风光外，还有很
多独特景观、民俗风情和美食小吃，
这对钦州人也同样具有很大吸引力，
公司将与海口的旅游业界合作开发
产品，把更多的钦州市民带到海口去
旅游。”庞茵丹说。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海口在
北部湾城市群的5个城市策划举办
了7场旅游推介会，活动吸引了众多
媒体关注，许多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比如茂名和南宁的两场推介活动，就
有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网、新浪网、

腾讯网、今日头条、南方日报、羊城晚
报、海南日报、广西日报、海口日报、
南宁日报、茂名日报、广西电视台、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口广播电视台、
茂名电视台、南宁电视台等近百家
央媒和省市级媒体对活动进行报
道，社会反响热烈。在百度等网页
上通过“2019海口旅游推介”等关键
字进行搜索，可以搜到200万余条
相关信息。一连串的城市旅游推介
会，提升了海口在北部湾区域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

多场推介会提升海口知名度

3 月 1 日，2019 海口旅游推介
会在广东茂名举行。期间，海口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与茂名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签订了旅游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按照协议，双方将在政府
主导下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同
时双方还将通过不同的形式增加两
地的交流，以推动两地旅游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并通过建立两地旅游
信誉信息系统和信誉披露制度等方
式互惠互利，营造良好的旅游环

境。此外，来自海口的海南全岛休
闲产业集团还和广东润物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茂名市马头
岭生态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合作协
议》。协议的签订，为海口、茂名两
地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对接合作搭建
了平台。

不仅茂名，通过多站的推介活
动，海口与湛江、北海等推介目的地
城市的区域性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
推动。比如海口和湛江，两地已经

签署了《区域旅游联盟合作协议》，
目前已打造了湛江—海口“一程多
站”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了“一路向
南去看海”等5条精品旅游线路，并
率先实行旅游官网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还有海口与北海，两地已经
签订了交通旅游合作框架协议，约
定将共同推动桂琼海上航线发展，
并探索开辟广西至海南的海上快
艇、邮轮旅游航线，以及环北部湾邮
轮航线和跨国邮轮航线，将在交通、

旅游、信息化建设、安全应急等领域
建立全方位联系。

“我们希望以文旅交流、文旅融
合为契机，搭建起沟通交流平台，从
而寻求与北部湾城市在更广阔的领
域实现合作。”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接下来，海口还将继续面向
北部湾城市群开展城市旅游推介活
动，不断提升海口的区域影响力和知
名度，以实际行动为北部湾城市群的
融合发展贡献海口力量。

搭建平台推动区域合作

酒香还要会吆喝
■ 张中宝

一年之计在于春。海口两会刚结
束，海口便马不停蹄赶赴北部湾城市
进行旅游推介，3天时间辗转茂名、南
宁两座城市，加大旅游宣传推介力度，
加强港航、旅游协调发展和环北部湾
城市群区域合作，这既是海口市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有力举措，也是
海口市落实省两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曾要
求海口在航运、旅游、农业、交通等领域
深入推进、不断深化与环北部湾城市群
的合作，实现抱团发展；大力拓展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
作，不断提升海口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海口市长丁晖也多次提出，要加强与北
部湾城市群的区域合作交流互动，积极
融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实现互惠共赢。

海口在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区域合
作方面也一直在积极谋划，具体落实，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已陆续走进湛
江、北海、钦州、茂名、南宁等北部湾城
市群重点城市，先后举办7场推介会，
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谋求与湾内
城市间的合作共赢。

经过海口全市上下努力，海口荣
获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两块金字招牌、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
市”称号、“2018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特
别贡献城市”……一张张闪亮的名片，
让海口知名度、美誉度日益提升。但
海口也深刻认识到，当前时代是一个
竞争的时代，“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情
景已然远去，“酒香还要会吆喝”的观
念正在深入人心。

正因如此，海口并未等待，而是抢
抓机遇，主动出击，酒香也要卖力吆
喝。也正因如此，海口创新理念、创新
思路、创新方法，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
机展示海口美好形象，推介海口独特
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推进国际化滨江
滨海花园城市建设，促进旅游业提速、
提质、提效，促进旅游业发展规模、发
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实现新的跨越。

魅力走出去，自信请进来。在海
口、湛江、北海、茂名等城市的积极推
动下，北部湾城市群在旅游、交通、农
业等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一定成果，交
流更加频繁，合作内容更加丰富，效果
正在显现。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朝气蓬勃、
活力四射的阳光新海口，多彩新椰城，
将以她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越来越多
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以她独特的人
文气息赢得天下宾客啧啧称赞。

关注2019海口城市旅游推介会

特写

海口主动融入北部湾城市群
共谋共享“旅游文化”发展新机遇

2月19日，参加海口旅游体验活动的旅游达
人在海口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参观游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3月3日晚，2019海口（南宁）城
市旅游推介会在广西南宁落下帷幕，
这是3年内海口在北部湾城市群举
办的第7场推介会，为海口与互为目
的地、客源地的北部湾城市群成员间
的城市旅游合作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走进北部湾城市群的兄弟城市
举办城市旅游推介会，是海口以实际
行动践行并落实好国务院两年前批
复同意建设北部湾宜居宜业的蓝色
海湾城市群，推动区域合作、惠及区
域内百姓福祉的具体举措，海口的这
一举措也得到了北部湾城市群兄弟
城市的认可。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许多受访嘉宾都认为，北部
湾城市群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丰

厚，文化旅游业发展前景广阔，海口
旅游推介会对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在
旅游文化的区域合作起到了巨大推
动作用。接下来，各市应加强资源互
通，积极开展互为目的地、客源地的
城市旅游合作，共谋共享“旅游文化”
同发展新机遇。

“10余个城市、超过4000万人同
饮一湾水，这是一个体量多么大的市
场潜力。”在3月3日于南宁举办的海
口城市旅游推介会上，海口市副市长
冯鸿浩说，同为北部湾城市群“一核
两极”的重点城市，以文旅交流、文旅
融合为契机，海口与湾内各成员间共
同谋求在文化旅游、商贸物流等方面
实现优势互补、客源互济、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的步伐正在加快。海口希
望与北部湾城市群一同拓展新的航

线，支持和吸引更多的航空和邮轮公
司开辟经停北部湾或直达海口的航
线，共同打造北部湾旅游品牌和精品
路线，联合开展旅游整体营销，延伸
旅游新线路，拓展旅游新空间，提振
入境旅游。

广西南宁市副市长伍娟表示，海
口前来南宁举办推介会，深化了海口
与南宁旅游界的合作，南宁将借此契
机，进一步加强与海口的合作交流，
推动两地旅游业共同发展。

广东阳江市市长温湛滨认为，北
部湾城市群应携手深化文化旅游合
作，坚持以“一带一路”为引领，以“海
丝”文化为魂，以旅游景点为支撑，共
建北部湾“美丽蓝色海湾”旅游品牌。

“应组建北部湾滨海旅游城市联
盟，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龙头，以冼

夫人文化为纽带，与北部湾城市群串
珠成链，打造独具魅力的北部湾旅游
国家品牌。”广东茂名市委副书记、市
长许志晖建议，挖掘区域优势、品牌
和亮点，大力提升北部湾“文化旅游”
内涵。

“加强北部湾城市群文旅合作，
促进海口旅游发展，是海口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重要举措。”冯鸿浩说，接
下来，北部湾城市群内的各个城市还
要积极开展互为目的地、客源地的城
市旅游合作，并引进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旅游集团将各市特色旅游产品和
精品旅游景区有效整合、延伸，使文
化旅游成为北部湾区域经济发展新
的增长点。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旅游推介新形式
网红主播来助力
同时在线人数128万以上
累计观看人数200万以上

2月20日，参加“网红伴游，说走就走”海口
旅游体验活动的网红主播在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向粉丝推介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丽丽 摄

2月19日，参加海口旅游体验活动的网红主
播在海口骑楼老街作在线旅游观光直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3月3日，2019海口（南宁）城市旅游推介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万达广场举行，通过舞蹈、视频、现场推介等多种方式，生动地
向广西游客展示了海口文化旅游业的风采。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