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夜数 人数 奖励
一夜 1万人次 2万元

一夜 2万人次 4万元
二夜 1万人次 3万元

二夜 2万人次 6万元

一夜 3万人次 10万元
二夜 3万人次 15万元

全年组织入境过夜游

陵水就入境游奖补办法
向社会征求意见

本报椰林7月11日电（记者梁君穷 特约记
者陈思国）为推动全域旅游示范县及旅游品牌建
设，有效开拓境外客源市场，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拟定《陵
水黎族自治县2019-2020年入境旅游奖励补贴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于近
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海水澎湃，奏响蓝色的浪漫交响曲；森林葱郁，吟唱绿色的清爽小调；红色体验，穿越回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不同的旅游资源和特色，
造就了陵水黎族自治县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海南日报记者7月11日从陵水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暑假期间，陵水各景区推出多条
旅游精品路线和形式多样的特色旅游活动，欢迎各地游客畅游陵水。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特约记者 陈思国

南国盛夏，暑气灼人，但
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
和南湾猴岛等景区内，随处可
见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或是
探秘海底，或是漫步沙滩，游
客们在山海之间寻找夏日的
欢乐时光。陵水旅游热度更
胜以往。随着该县全域旅游
工作的推进，许多旅游新产
品、新线路和新业态相继出
现，加上增强营销力度，陵水
赢得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

产品更丰富 服务更完善

陵水：旅游渐入佳境 游客愈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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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运动裁判员培训班
陵水开班

本报椰林7月11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陈思国）7 月 9 日起，2019 年陵水黎族自治
县野战运动三级裁判员培训班在该县椰林镇
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县共 25名学员参与此次
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包括野战运动赛事编排、
野战运动发展起源及海南野战运动发展介绍、野
战运动裁判员基本素养理论学习、五人野战对抗
规则介绍及实操、团队武装越野规则介绍及实操、
影像射击规则实操练习、急救基础、野战运动活动
交流等，并于11日下午进行了综合实践考核和理
论考核。

此次裁判员培训班的举办不仅为海南省野战
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对海南省野战运动
推广和赛事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野战运动是一项充满刺激的适合大众
的趣味体育运动，是集体力、智力、娱乐于一体的
群众喜闻乐见的绿色体育运动项目。

本次培训由陵水县旅文局指导，海南省野战
运动协会、陵水文化体育总会支持，陵水野战运动
协会主办，旨在推动野战运动普及，助力该县“休
闲+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分界洲岛景区
启动抖音挑战赛

本报椰林7月11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陈思国）分享旅行分享美，7月12日至28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旅游区启动“爱潜无界分界
洲”抖音挑战赛，诚邀广大市民游客拍摄抖音视
频，分享潜水或畅游分界洲岛的体验。

此次挑战赛主题为“话说分界，发现不一样
的自己”，参赛者可围绕“分界”，选择“环保”
（与污染分界）、“蜕变”（与胆怯分界）和“自由”
（与繁扰分界）等角度拍摄视频，并上传抖音参
与“爱无界分界洲”话题。主办方将根据话题热
度及内容关联度对作品进行评比，选出一二三
等奖各一名，优秀奖77名，送上奖金和门票等
奖品。

据了解，分界洲岛旅游区联合国际专业
潜水教练协会（PADI）于本月开展“嘿，潜水
吧！”首届潜水主题系列活动，此次抖音挑战
赛为该系列活动之一，旨在宣传环保理念以
及潜水知识。

本届潜水主题系列活动还包括招募10位海
洋“深蓝卫士”参与海洋公益活动，邀约潜水装具
商展示专业潜水装具，展示拍摄自分界洲岛海域
的海底摄影作品，联合专业海洋环保机构与珊瑚
移植专家进行海底珊瑚移植等。

今年，2019中国（陵水）国际羽
毛球大师赛再次在陵水举办。自
2014年以来，陵水与国际羽毛球大
师赛（前4届为挑战赛）携手走过6个
年头。陵水为各国羽毛球运动员提
供了展示的舞台，也促进了城市与体
育的共同发展，借助赛事打造“旅游+
体育”对外城市名片。

在“旅游+体育”的推动下，陵水
举办各类高端文体赛事活动越来越
多，有效提升了城市形象和知名度，

聚集旅游人气。这些赛事包括环海
南岛国际大帆船赛、环海南岛国际公
路自行车赛、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
青年狂欢节、高尔夫蓝湾大师赛、中
国（陵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大赛、
中华龙舟大赛陵水总决赛等。

今年1月19日，2019第五届陵
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光坡全域
旅游活动在陵水光坡镇开幕。持续3
个多月的活动在品牌打造、旅游线
路、活动形式、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

了全新升级，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的
旅游休闲体验，以“旅游+农业”的方
式促进旅游产业的全民参与。

与此同时，陵水旅游产业发
展积极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推动旅游宣传营销一体化。
其积极举办“大三亚”旅游营销推
介会；推进旅游执法一体化，与三
亚市旅游执法部门联合打击非法
旅游经营行为；加快推进旅游交
通一体化，目前已开通三亚至陵

水旅游公交线路。
“陵水旅游产业还存在着各个业

态间发展不平衡、乡村旅游仍需进一
步深度开发、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和素
质仍需进一步提高等问题。”陵水县
旅文局局长陈世洪介绍，陵水下一步
将着重抓“全域旅游”和“旅游标准
化”两项创建任务，优化产业发展环
境，完善产业发展设施，促进旅游发
展提质增效。

（本报椰林7月11日电）

“虽然我对大海并不陌生，但
来到呆呆岛，整个人就被‘治愈’
了。”7月7日，从南京来到陵水南
湾猴岛景区的呆呆岛游玩的大学
生郭洪明对这里的景色称赞道，

“沙滩细腻，海水湛蓝，没有杂物，
干净纯粹。”这是南湾猴岛景区新
开发的旅游区域。

上周末，家住海口的刘先生
自驾带着家人来到了陵水大里地
区及吊罗山，在湖光山色和黎家
风情中开启了孩子的暑期之旅。

同样迎来不少游客的还有文
罗镇的红色乡村旅游点坡村，不
少团体游客选择在这里重温革命
历史。该地既有革命烈士黄振士
的展馆，也有可供人们怀旧的“公
社食堂”。

近年来，陵水不断加强旅游
产品开发力度，蓝色海洋旅游和
绿色乡村旅游活力绽放，多点开
花。2017年，大里生态乡村游、
坡村红色主题公园、米埇村休闲
农业旅游点、赤岭疍家风情渔村
和芬坡村成功申报椰级乡村旅游
点。2018年全县实现乡村游接待
游 客 93.6 万 人 次 ，经 营 收 入
2328.22万元。

陵水县旅文局副局长邓佳佳
介绍，目前陵水正推进大里乡村
旅游点4椰向5椰的升级工作，以
及红角岭农家乐、鸭塘夜色乡村
旅游点的椰级申报工作，进一步
做大乡村旅游产业。

特色民居错落有致，道路宽敞平
整，花木丛生，绿意盎然。绿树掩映
之间，一个打造一新的旅游厕所与周
围环境融为一体。如今的乡村旅游
点大里，在各个旅游服务细节上都力
求完善。

排队长、异味重、设施差……不
少游客在旅途中都遭遇过“厕所顽
疾”，旅游要发展，厕所要革命。近年

来陵水通过新建或改造旅游厕所提
升游客旅游体验。截至2018年底，
陵水共建设完工43座旅游厕所；今
年将投资408万元，新建改建一批旅
游厕所。

建设旅游厕所只是陵水完善旅
游基础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一环。
在交通方面，该县A级景区均已开
通免费旅游专车，旅游乡镇均有公

交线路可达。
游客体验的提升更系于旅游

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近年来陵
水从管理、安全生产、产品开发、
游客服务和旅游接待外语水平等
多个方面，开展面向涉旅部门、涉
旅行业及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为
旅游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储备人才
力量。

同时，陵水逐步完善旅游市场
“1+3”监管体系，形成了常态性的
安全检查制度。全面提高旅游服
务标准化，全县统一安装中、英、俄
三语旅游标识牌，全县多平台公布
旅游投诉方式；全年定期公布旅游
企业诚信红黑榜；公告优质旅游服
务商名录；为入境及过夜游客免费
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等。

打造更多
“蓝”“绿”旅游点

多种举措优化服务

努力推进“旅游+”产业

潜入水底一探湛蓝的海洋，
和热带鱼类来一次亲密接触；穿
上专业护具，体验一把水上飞人
的刺激……这些新鲜的亲水旅
游项目让武汉游客杨凡大呼过
瘾，“太好玩了，陵水太美了！”

作为滨海城市，陵水的海引
人沉醉。这个暑假，走入陵水，
体验一场蓝色浪漫之旅。在陵
水多个滨海景区内，丰富多彩的
亲海旅游项目让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玩得尽兴。

而走入南湾猴岛景区的呆呆
岛，不需参与激烈的亲水运动，静
静观海都能成为一种悠远宁静的
享受。游客到达南湾猴岛码头乘
船，几分钟即可到达南湾半岛，登
岛后再乘坐游览车前往呆呆岛。
通往呆呆岛七彩沙滩的道路，依
山势而建，蜿蜒险峻，左边灌木丛
林满眼青翠，右边海浪礁石碧波
荡漾，一路可饱览山、海、石奇观
景象，美不胜收。

攻略：
前往南湾猴岛景区，游览呆

呆岛，乘坐跨海观光索道观赏滨
海风光；前往分界洲岛景区，体
验惊险刺激的海上运动，观赏精
彩逗趣的海洋动物表演。

观海潜水
蓝色浪漫之旅

踏青赏景 绿色清爽之旅

“在坡村，红色旅游也能玩出新
意，玩出创意。”近日，在文罗镇坡
村，广东游客林晓身着红军服，感受
别样的红色人文之旅。她说，到坡
村，不仅能了解到海南红色革命历
史和革命先烈的故事，还能感受诸
多创意体验，穿越回热血沸腾的红
色岁月。

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坡村依托红

色资源，推出红色年代生活体验游，
通过打造“公社食堂”“时光邮局”“革
命书屋”等文化创意项目，为游客带
来切实可玩的旅游体验。

红色文化有了新体验，让诸多游
客带着向往与好奇纷纷走入坡村。
在“时光邮局”，门口的二八自行车半
嵌入石墙，坡村人民农耕生活用品平
铺而开，唤起游人对旧时光的想念。

人们走入邮局铺开泛黄的宣纸，用毛
笔给未来的自己写上一封信，复古情
怀洋溢其间。

临近饭点，“公社食堂”里排起了
长队，许多游客领到“定制版”的饭盒
和粮票后，走入其中可以品尝到白切
文罗鹅、酸笋炒鸭血、坡村艾酒鸡等
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除此之外，饭
后还可以品尝村民自家种植的圣女

果、莲雾等水果。
攻略：
游客可以换上红军服装，登上

“坡村号时光列车”体验一番。往村
里走去，“公社食堂”“时光邮局”“革
命书屋”等文化创意项目，为游客带
来新的旅游体验。此外，还有游船垂
钓、模拟CS实景战斗场等项目。

（本报椰林7月11日电）

穿越时光 红色人文之旅

蓝色浪漫、绿色清爽、红色人文……

暑期到来，陵水邀你开启彩色之旅

探访本号镇大里地区，再热的温
度，都会被满眼的绿意降下来，一阵阵
的清爽沁人心脾。在这里，原始森林里
郁郁葱葱的树木高耸入云，山间是不尽
的溪流、瀑布，林间尽是动物们的鸣叫
声，阳光偶尔刺破树梢，就照在古木
上。脚下的青苔和蕨类植物也都繁茂

生长，山势的落差，凉爽的气温，使得这
里成为了登山爱好者的最爱之地。

一路美景已让人醉三分，藏于深
闺的小妹村，热情好客的山里人，早
已备好“小妹红”山兰米酒，满足游人
不醉不归的心愿。黎族图腾扮靓村
景，风车花海摇曳多姿，绿色稻浪一

望无垠，村民自建农家乐，20多种大
里旅游伴手礼引人驻足……

而在大里游客接待中心，不仅陈
列着黎锦、银器等工艺品，而且现场
还有能工巧匠们为游客展示制作过
程。大里游客接待中心一共有7名
织工轮班展示织黎锦技艺，让人们看

完美景再赏人文。
攻略：
驱车前往本号镇大里地区，观赏

小妹湖、大里瀑布等山水风光；走进
大里地区什坡村、小妹村，与村民跳
竹竿舞，感受黎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晚上可住在大里地区特色民宿。

陵水拟对一年内在该县开发入境过夜旅游客
源作出突出贡献的旅行社（不含联合体）给予表
彰，并一次性发放奖金奖励（奖金不含奖励补贴）。

此外，为鼓励促进该县淡季旅游市场开发，陵
水还拟对在旅游淡季期间（每年4月-9月）开发
入境过夜旅游客源作出突出贡献的旅行社给予表
彰，并一次性发放奖金奖励，具体奖金金额为：

根据《办法》，旅行社
每季度组织入境旅游团队
达500人以上（含500人）,
在该县入住酒店一夜并游
览1个收费景区（点）的，按
20元/人次给予奖励补贴

入住酒店一夜并游览
2个及以上不同收费景区
（点）的按 40 元/人次给予
奖励补贴

组织入
境过夜游客
数量累计达
到 0.5 万人
次以上的奖
励 1万元

组织入
境过夜游客
数量累计达
到 2万人次
以上的奖励
7万元

组织入
境过夜游客
数量累计达
到 1 万人次
以上的奖励
3万元

7月10日，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游客在清澈的海里体验潜水。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童国强 摄

近日，外地学校师生前来南湾猴岛开展研学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思国 摄 制图/陈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