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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过程中，从
体制机制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以及旅游产品
营销等方面，创新无处不在。

创新体制机制
县委书记亲自挂帅担任百镇千村、重点

项目、共享农庄领导小组组长，加强对全县
旅游工作的领导；县四套班子领导兼任旅游
部门负责人；创新将百镇千村办公室、共享
农庄办公室设在旅游部门，由旅游统筹全县
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及共享农庄建设。

创新政策举措
保亭县总体规划中明确旅游业为主导

产业，产业用地80%以上保障旅游产业发
展；美丽乡村、共享农庄项目新增村集体建
设用地；旅游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按源类地性
质管理。

创新业态融合
融合“旅游+城镇化”，探索提出“大区小

镇新村”模式，为特色村镇建设作出了示范；
融合“旅游+水利”，打造“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融合“旅游+
文化”，打造全国节庆品牌；融合“旅游+教
育”，打造全国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

创新公共服务
对旅游连接线进行旅游化改造，并配套

骑行绿道、观景亭、标识标牌及咨询服务中
心建设；创新性地开通跨市县城际旅游公
交、网约公交和“微型公交”服务。

创新科技服务
率先建成全省第一批全光网建设达标

市县之一，开发多国语言语音导览器，引进
智能机器人等。

创新旅游环境保护
开展“绿色星期五”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优化区域旅游和人居环境，我县连续12年保
持“国家卫生县城”荣誉称号，并通过“国家
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技术评估。

创新扶贫富民
创新性探索财政扶贫资金入股景区、景

点等旅游扶贫模式，成功带动贫困户抱团发
展。目前，全县旅游产业有效带动建档立卡
贫困户1290户4398人吃上旅游饭，占建档
立卡户脱贫人口的16.95%。槟榔谷景区获
得全国“景区带村”旅游扶贫示范项目；海南
布隆塞绿心运营有限公司获得“公司+农户”
旅游扶贫示范项目；神玉文化旅游区获得海
南省扶贫龙头企业；

创新营销方式
做“山村绿”的文章，主动融入“海城蓝”

的三亚，主动参与“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联合
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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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全域旅游大景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纪实

2019年国庆前夕，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了首
批71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名单，其中，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榜上有名。

对于保亭来说，这份成
绩和荣誉来之不易。近3年
来，保亭全县上下齐发力，大
家统一思想，以“一天也不耽
搁”“一天当三天用”的精神，
领导带头垂范，经常放弃周
末，加班加点，深入景区景
点、美丽乡村指导工作，建驿
站、修公厕、设标识牌……完
善各类旅游基础设施。在全
县干部群众以及各旅游行业
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保亭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
扎实推进，得到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的高度肯定。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评审非常严格，在各地
初审验收的基础上，综合会
议评审、现场检查结果以及
多次暗访，并经过公示，最
终公布入选名单，海南只有
三亚市吉阳区和保亭通过
评审，进入最后公布名单
中。”保亭县政协副主席、旅
文局党组书记林孟地对保
亭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
区工作如数家珍，他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考核标准
烂熟于心，保亭根据自身实
际条件，严格按照考核要求
逐一对标落实。

高度重视 健全体制机制作保障

保亭地处海南省中南部，是生态
核心区，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发
展工业先天条件不足，再加上限制房
地产开发，重点发展旅游业是保亭县
委、县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

2016年1月，海南省被确定为全
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保亭被列入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市县名
单。保亭抢抓机遇，以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契机，高水平发展以旅
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
生态环境和政策优势，将推进全域旅
游作为促进该县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国际化进程和提
升城市品质的有效途径，立足黎苗文
化特色、依托雨林温泉资源，全力推进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保亭正加快“一城一园两基地”
（国际热带山地旅游城；雨林温泉谧
境、国际养生家园；黎苗文化展示体验
基地、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我们要坚持‘点、线、面’结合，以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推进全域
旅游建设。”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要
求，继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加快美国
探索发现（Discovery）旅游度假综合

体、甘工鸟文化旅游区等一批重点旅
游项目建设，同时，加快美丽乡村、风
情小镇建设，促进全域产业融合与创
新，优化和提升旅游服务保障水平。

保亭采取“党政统筹，部门联动”
办法，全面深化旅游领导体制改革，实
现旅游业从“部门推动”向“党政推动”
的转变。成立以王昱正为组长的百
镇千村工作领导小组、共享农庄工作
领导小组、重点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等，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形成
了统一协作的工作机制。全面深化
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旅游业从

“单部门推动”向“多部门联动”的转
变。相继成立旅游巡回法庭、旅游稽
查大队、工商旅游市场管理分局、旅
游与环境资源警察分局，“1+3”旅游
综合执法机构建成，综合监管机制不
断完善。

“县委书记挂帅，有了体制机制
保障，很多工作推动起来就顺畅一
些。”林孟地说，县委、县政府在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中所需资金，也是全
力支持，譬如建驿站、公厕、观景台以
及旅游营销经费等，这些资金都予以
充分保障。

完善基础配套 提高旅游服务能力

保亭以主题旅
游季活动为载体，
提升旅游吸引
力，打造特色
鲜明的旅游
目的地形
象。每年

定期举办红
毛丹采摘季、

旅游婚庆季活
动、高尔夫邀请赛、

登山节、呀诺达雨林
跑等主题活动。

保亭七仙温泉嬉水
节是保亭黎族、苗族人民一

年一度盛大的民间传统节庆，每年都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市民游客欢聚一

堂，嬉水狂欢共度“七夕”。嬉水节自
2000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8届。
除了本地群众，还吸引了大量游客纷
纷来嬉水狂欢。从第一届参与活动者
2000人左右，到后来的数万人，民众
参与度越来越高。嬉水节成了一个狂
欢节，成了越做越大的民间节庆活动，
随着嬉水节知名度越来越大，品牌影
响力逐渐加强，嬉水节的形式由单纯
的文艺演出变得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保亭利用高层次活动开
展“请进来走出去”宣传，全面展示保
亭特色旅游资源，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举行“美在保亭”北京宣传周活动；积
极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参加区
域联合营销活动，分别到长沙、成都、
重庆、昆明、贵阳、合肥等地开展旅游

营销活动，与三亚形成“山海互动，蓝
绿互补”的旅游格局。

“我们在海南卫视播放保亭旅
游专题宣传片，在香港、台湾等境外
媒体的报刊、网络和新媒体页面全
年推广保亭旅游，参加第32届香港
国际旅游展，并获得‘2018海外游客
最想去的内地旅游城市’荣誉。”保
亭县旅文局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
开通了保亭旅游微信公众号，发布
保亭旅游相关资讯。 2016 年至
2018年保亭旅游微信公众号关注用
户增长率达98.6%。

据了解，呀诺达景区在北京、上
海公交车上投放拉手广告，在机场、动
车站以及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也能
看到槟榔谷、呀诺达景区的宣传广

告。他们自行组织到岛外主要客源地
城市进行宣传，还会举办一些大型活
动，譬如呀诺达的热带雨林跑、槟榔谷
的七夕相亲会等，既聚集了人气，又宣
传了景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历时
3年多，凝聚了保亭全县干部群众、涉
旅企业以及关心支持保亭旅游业发展
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这份荣誉，实
至名归。创业难，守业更难。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考核就像A级景区一
样，有相应退出机制，3年后，还要进
行考评，不达标将摘牌。“我们会珍惜
荣誉，继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推进产
业小镇、美丽乡村以及一些旅游项目
建设，让保亭旅游元素更丰富，旅游服
务更优质。”林孟地表示。

保亭是黎苗同胞聚居区，民风淳
朴。该县在全省率先创建成功“国家
卫生县城”，城市干净整洁。保亭现有
国家5A级旅游景区2个，4A级旅游
景区1个，在大景区的带动下，保亭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方面都走在全省
前列。

“在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方面，凡是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考核有加分项
的，保亭都尽最大努力去完善，一分一
分争取。”林孟地说，保亭建成大本驿
站等6个旅游服务中心，建成一批旅
游观光亭，规划建成覆盖城乡、景区的

全域旅游标识牌、导览图。推进县域
内海榆中线、陵保线、七仙岭公路等沿
线景观化改造，另外，保亭在水利设
施、危房改造等项目建设中都充分考
虑与旅游相融合。

据介绍，保亭通过“厕所革命”，实
现城乡覆盖。2016年以来，全县共完
成63座旅游厕所建设。呀诺达景区
采取被游客誉为“建筑艺术品”的木质
亭台式创新厕所，充分融入热带雨林
环境中，在第四次全国厕所革命推进
大会上，呀诺达景区荣获“人文关怀
奖”。保亭还创新服务构建“城市云公

厕”。部门资源共享，设置“便民厕所”
APP，开放二维码，实现一张地图找厕
所、用厕所、评厕所，方便市民和游客
如厕。

保亭不断推进旅游服务步入信息
化、智慧化。成立保亭旅游数据信息
中心，开发智慧旅游指挥系统。重要
涉旅场所均已实现免费WiFi、通信信
号畅通、视频监控全覆盖。三大A级
景区（呀诺达、槟榔谷、七仙岭）均提供
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实时信息推送，
在线预订、网上支付等服务。

根据实际，构建了“快进慢游”综

合旅游交通网络。开通了6条跨县
城际旅游交通专线、2条网约旅游专
线，三亚火车站以及市区重要站点的
游客可以乘车直达保亭县城。在建
的五指山-保亭-海棠湾高速公路，
预计明年可以通车。保亭县城除了
固定公交线路外，还有微型公交，乘
客只需3元就可在县城内乘坐，而且
可以预约，随叫随到，滴滴快车也已
进驻县城。全县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90% ，农 村 公 路 硬 化 覆 盖 率 达
99.57%，打通了主要旅游景区、度假
区主干道“最后一公里”。

丰富旅游产品 给游客多样化选择

目前，保亭建成以热带雨林为主
题的国家5A级呀诺达文化旅游区和
以黎苗民俗风情为主题的5A级槟榔
谷景区，建成4A级七仙岭国家森林
公园。除此之外，还有仙安石林、茶溪
谷、神玉岛、布隆赛等一批旅游点，深
受游客青睐。

保亭以热带雨林、黎苗文化为主
题的旅游产品核心吸引物独具特色，
神玉岛是国家水利风景区，七仙岭国
家森林公园拥有热带雨林与温泉组
合。与此同时，保亭的乡村旅游日趋
成熟，成功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2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

点9个，建成1家五椰级乡村旅游区、
50多家农家乐，获“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荣誉称号，其中，什
进村被评定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名村”。产业融合不断发展。“七仙
温泉嬉水节”被列为“中国十大著名节
庆品牌”，并入选“中国最具人气民间
节会”；槟榔谷景区获“国家级非物质
遗产生产性保护展示基地”称号，《槟
榔·古韵》演艺项目被列为“国家文化
出口重点项目”。旅游新业态推陈出
新。婚庆旅游、研学旅游、低空飞行
等旅游新业态备受游客推崇，建成槟
榔谷、呀诺达两个港澳青少年内地游

学基地。
旅游产品创新永无止境。“呀诺达

景区在原有的雨林探秘、踏瀑戏水、高
空滑索等经典旅游产品的基础上，不
断开发新产品，提升游客体验度，“近
几年，我们开发了雨林真人CS，悬崖
秋千、玻璃平台、萌宠乐园以及帐篷露
营等旅游产品。”呀诺达景区营销中心
负责人曹传佳说。

槟榔谷景区的旅游产品也不断
推陈出新，《槟榔·古韵》不断进行改
编，增加了一些羊、牛、鹅等实景演
出元素，穿插到整个剧目中，让观众
能近距离感受黎族百姓日常生活场

景。景区的兰花客栈、悠黎客拓展
项目、无人超市以及超感5D沉浸式
海岛台风体验馆《风雨情深》等相继
投入使用，极大地增加了游客的旅
游体验度。

有了好的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水平
也需相应提升。保亭在加强市场监
管，提升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环
境方面也下足功夫。加大执法力度，
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健全“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近三年全县旅游行业无重大安
全事故，无严重的旅游投诉事件。完
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提升服务质量。

实施系统营销 塑造全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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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给全域旅游创建
添活力

（本版策划/易建阳 撰稿/易建阳 图/
武昊 袁才）

游客在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参与
踏瀑戏水拓展项目，欢乐消暑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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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
国、比利时等
国家的旅游
经销商，在槟
榔谷景区体
验少数民族
特色活动。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七仙岭主峰巍峨挺立。

槟榔谷景区推出超感5D沉浸式海岛台
风体验馆《风雨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