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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欢乐节打造成为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大众参与性强的旅游文化节庆品牌，成为海南人民和来琼游客的欢乐节，成为面向
全世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文化交流平台，成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有力抓手。

海南岛年度欢乐盛宴11月22日盛大开启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

重要活动，一年一度的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即将于11月22日盛大

开启。本届欢乐节将由包括开幕

式在内的14项主体活动，海口主

会场活动，三亚、儋州、琼海、万宁、

陵水等5个分会场活动，全域旅游

欢乐主题月活动等四大板块活动

组成。为更好地利用欢乐节品牌

效应和营销平台，组委会将围绕游

客需求推出六条主题旅游精品线

路，进一步丰富旅游市场。在为期

一个多月的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

活动中，全省各市县将推出200多

项精彩活动，共同为市民游客带来

年末的丰盛欢乐大餐。

本届欢乐节由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与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作为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重要活动，

本届欢乐节将会更加突出国际元

素和地域文化特色，以更好地增强

游客参与度、聚焦旅游人气、刺激

旅游消费，将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旅游文化交流平台，成为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有力抓手。

作为国内最早的旅游节庆活动，欢乐节
已经成功举办十九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海南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政策落实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今年国庆，为期一年的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正式启动，办好本
届欢乐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往年相比，今年欢乐节具有六大亮
点：

一是规格高、规模大、活动丰富。本届
欢乐节已上升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海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活动。各会场将举办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旅游+文化”“旅游+
体育”的特点更加突出。作为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今年欢乐节设
置了海口主会场和5个分会场，200多项全
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丰富多彩，活动规模
为历年之最。

二是重点突出文化内涵及艺术特色。
本届欢乐节将组织开展海南本土民俗歌舞
表演活动，并鼓励和支持各市县积极开展极
具地方特色文化活动，如2019年（第二十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及文艺演
出等活动，将充分展示海南民族特色及文化
内涵。欢乐节期间还将开展“艺术演艺周”
活动，推出一系列惠民演出。备受海南群众
期待的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群众游行的海南彩车——“美好新海南”
号，将在2019年（第四届）海南世界休闲旅
游博览会现场进行静态展出，以供市民和游
客参观。

三是深挖展会、赛事活动潜力，拉动旅
游消费。本届欢乐节将延续节庆赛事活动

与旅游展会活动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以节
带展、以展促节”，将举办5个展会，2个论
坛，7个赛事。5个展会：2019年（第四届）海
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2019年（第五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天容海色”国家
美术精品展；海天盛筵——2019第十届中
国游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2019年
（第五届）雅航盛世国际游艇博览会。2个论
坛：2019第四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
2019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7个赛事：
2019吉成健美之夜第九届三亚国际沙滩健
美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海南儋州国际马拉
松赛、2019“博海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霸
赛、2019年陵水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2019万宁国际马拉松、2019年第十
届万宁国际冲浪赛、2019越山向海人车接
力海南年终巅峰赛。欢乐节期间还将推出
六大主题线路，以吸引游客和群众广泛参
与，拉动旅游消费，助推经济发展。

四是群众基础广泛，节日氛围增加。
作为全民同乐的盛大节日，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已成功举办十九届，有着广泛的
群众基础，民众参与度很高。2019欢乐节
期间将举办 2019 海南草莓音乐节、2019
（海南）数字竞技娱乐嘉年华、2019海南官
塘首届温泉文化旅游节暨官塘旅游消费
季、2019首届热带海岛（三亚）国际旅游美
食节、2019年第二十三届中国三亚天涯海
角国际婚庆节等节庆活动，以丰富多样的
活动营造欢乐节节日气氛，以增强中外游
客和百姓的参与度，并提升年轻市民对欢
乐节的参与热情。

五是融入国际元素，提升品牌形象。
今年的欢乐节将融入更多国际元素，力求

把欢乐节打造成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大众
参与性强的旅游文化节庆品牌。欢乐节
期间将举办海南入境会奖旅游交易会、第
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2019“博海
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及2019第四届
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等国际参与度高
的活动；省外办、省旅文厅以及休博会、美
食展将联合邀请外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友
城政府代表、各国友好协会、国内外知名
旅行商代表等嘉宾参与。希望通过本届
欢乐节加强海南与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助推海南全域旅游发展的同时提高海南
的“世界能见度”，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品
牌形象。

六是线上线下推广，多渠道宣传。本
届欢乐节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优势，并重
视发挥各类宣传推广渠道作用，围绕欢乐
节各项活动的不同特色和亮点，采用多种
报道方式、整合宣传推广渠道，分时段、分
重点全面深入宣传欢乐节各项活动以及各
项工作部署。如将通过报纸、电视等主流
媒体对相关活动进行广泛宣传报道，通过
动车杂志、电影广告及微信小程序、抖音、
微视短视频、机场及动车站LED、IPTV电
视及海汽移动电视、全国重点省份生活类
微信大号矩阵的整合推广等宣传推广平台
和方式，全方位宣传和推广欢乐节。本届
欢乐节还将制作欢乐节宣传文创产品，推
出包括欢乐节纪念徽章、帆布袋等文创纪
念品，并结合线上线下活动，定制主题臂
贴、合影板、写真旗等。还将与美团外卖等
合作，让美团骑士穿上印有欢乐节LOGO
的广告衫穿行于海南大街小巷，让更多民众
提前感受欢乐节氛围。

六大新亮点 欢乐节新启航 项精彩活动开启欢乐节盛宴

全岛六大会场
“烹制”海岛欢乐大餐

作为欢乐节重要内容的全域旅游欢乐
主题月活动将从11月22日一直持续到12
月31日，届时全省各市县和企业商家将举
办各类配套活动。全省19个市县举办的配
套活动将会达200多项。

这些活动包括海南（海口）“最美海岸
线”万人徒步大会、熊猫登岛一周年暨熊猫
世界开幕一周年庆祝活动、2019 WUCG三
亚电竞节、2019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红
色娘子军文化节、“一带一路”中国速度赛马
公开赛文昌站、东方市江边乡山栏节、第二
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中国定向公开赛（昌
江站）、2019年五指山电商海购节、环南丽
湖自行车赛、2020年迎新年第四届“大美屯
昌”梦幻香山千人徒步活动、2019年“白沙
杯”国家热带雨林公园万人徒步穿越大赛、
福橙采摘节、“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主题
活动等活动。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涵盖了文艺
演出、体育竞赛、节庆展会、宣传促销等多种
活动类型，还结合各类国际性活动，并充分

融入海南休闲度假、民俗文化、运动娱乐等
特色，以进一步增强欢乐节的全民参与性，
提升海南旅游的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

为培育旅游消费新业态、新热点，推动
旅游消费提质升级，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
潜力，探索消费型经济发展新路径，欢乐节
组委会还将利用欢乐节品牌效应和营销平
台，整合全省精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购
物旅游等多方面资源，推出六条主题旅游
精品线路，引导省内外游客来琼旅游，拉动
旅游消费，促进海南旅游消费提质升级。
这六条主题旅游精品线路一是海南精品景
区游。分东线、中线、西线三条旅游线路将
全省精品旅游景区串联，展示海南高端旅
游产品，开展景区折扣优惠活动；二是海南
欢乐购物游。将岛内主要旅游商家串联形
成购物旅游线路，统一开展促销打折活动，
给游客带来快乐的购物体验；三是海南欢
乐美食游。以在海口举办的海南国际旅游
美食博览会为中心，结合海口夜市活动，安
排若干条海南美食体验旅游路线，集中宣

传海南独具特色的美食文化；四是海南欢
乐乡村游。发动海南各家旅行社和互联网
媒体，将遍布全省的乡村旅游景点进行线
路串联和销售，将欢乐节游客输送到全省
各地；五是环岛高铁游。将环岛高铁沿线
市县旅游景点景区进行串联包装，推出环
岛高铁自助游线路，让游客深度体验高铁
环岛游的魅力；六是高尔夫温泉休闲养生
游。结合高尔夫球比赛、温泉养生论坛等
活动，集中推广海南康养旅游产品。组委
会表示，这些旅游路线及旅游优惠措施的
推出，将会进一步扩大海南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更好地推动海南旅游向休闲度
假旅游转型，不断拓展旅游消费新热点。

为方便群众和游客参与，欢乐节组委会
办公室将编印《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活动指南》对欢乐节各项活动
进行专门介绍，将在欢乐节前免费发放给市
民和游客。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登录海南旅
游官网、阳光海南网，关注海南旅游文化官微
等方式，及时获取欢乐节的相关信息。

欢乐主题月 全域旅游更精彩

———关注—关注20192019年年（（第二十届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提高旅文结合度

提高国际化水平

提高民众参与度

提高市场影响力

2019 年（第二十届）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
及文艺演出。11月 22日将
开启本届欢乐节，并与文艺
演出相结合，突出欢乐节的
欢乐氛围。

“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
介会。11月22日将举办“欢
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向
国内外嘉宾宣传推介海南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

“天容海色”国家美术精品展。将于
11月22日-12月31日在海南省博物馆
展出。展览以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
为主，同时汇集全国各地重要美术馆藏
的一批名家名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等类型，是美术界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文化活动。

2019年（第四届）海南世界休
闲旅游博览会和2019年（第五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将于
11月22日09：00-09：30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同时举行开馆仪式。

2019年（第四届）
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
览会。将于11月22日
至24日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博览会展
位面积约38000平方
米，展示内容包括国内
外休闲度假旅游目的
地、会奖旅游产品、文
化旅游产品、体育旅游
产品、智慧旅游产品、
国内地方特色旅游商
品、旅游装备等多个领
域，力求打造国际休闲
旅游目的地交流合作
平台，促进海南旅游文
化产业全面融合提升。

2019年（第五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
览会。将于 11 月 22
日至25日在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展
会主会场展馆面积
25000平方米，设2馆
2 街、22 个大展区、
1000个展位；期间将
邀请20多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组团参
展，邀请上千家国际、
国内大型专业采购商
现场采购、洽谈。

欢乐节“艺
术演艺周”。将
于 11 月 22 日至
30 日在海口举
行。期间将开展
一系列惠民演出。

2019第四届博鳌
国际旅游传播论坛。
将于11月 23日至24
日在琼海市举办，论坛
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旅
游专家学者、行业精
英、媒体等近500余人
参会，论坛主要由主题
演讲、国际最经典案例
分享、分论坛讨论、博
鳌国际旅游奖（TC）颁
奖典礼、专业成果发布
等多个板块组成。

2019 越山向海人
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
赛。该赛事将于12月
7 日在保亭——陵水
——三亚举办，预计将
吸引 2000 人（400 支
队伍、400辆参赛车辆）
参赛，其中外籍选手参
与人数60人以上。

2019年第四届海口蓝色国际
电子音乐节。将于11月24日举
办。该音乐节以游客和本地年轻
观众为主体，活动将邀请中外知名
电子乐队、DJ和歌手参演，打造一
场约5000人参与的城市露天派
对，为欢乐节增添欢乐气氛。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
生文化周。11月22日至25
日在海口市主办的东盟大学
生文化周将由国际青年文旅
交流体验活动、中国-东盟高
校文艺展演、中国-东盟高校
电子竞技赛、中国-东盟高校
微电影大赛及中国-东盟摄
影展五大板块组成，吸引东盟
各国的广大青年群体到海南，
通过“文化+旅游”的形式，在
一系列旅行体验、艺术展演、
文化交流的活动中，体验和感
受海南的特色人文地理风情。

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将于12月
31日在海口市举行。

1 3
2

11

910

4

7

8

12

13
14

开幕式等主体活动是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四大活动板块之一，将由
14项精彩活动开启这一欢乐盛宴：

主 办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时 间 2019年11月22日-2019年12月31日

主会场 海口

分会场 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

四大板块 六大会场

精彩开启海南岛年度欢乐盛宴

突出国际元素和地域文化特色

增强游客参与度

聚焦旅游人气

刺激旅游消费

宣传旅游新业态

营销旅游新产品

推出旅游新线路

创造旅游新效应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

全岛200多项精彩活动等您来

1414
在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上，黎族同胞演奏鼻萧。

身着民族服饰的少女们在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上跳起竹竿舞。 在2018年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现场，国内外客商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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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欢乐节海口主会场和五大分会场将共同推出
集文化、旅游、赛事、节庆于一身的欢乐盛宴，以更好地
满足国内外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激发群众及游客
的参与热情，促进海南文化、体育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除了海口主会场将推出一系列精彩配套活动，三亚、
儋州、琼海、万宁、陵水等五大分会场也将在欢乐节期间开
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一方面突出政府主导、城市参与、
全民互动的欢乐节氛围；同时在活动内容策划上以扩大中
外游客及全民参与，促进旅游和文化、体育产业深度融合
为目的，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海口主会场

海口主会场活动是欢乐节活动的重要板块，海口
主会场将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欢乐海南，从海口开
始”——2019年海南草莓音乐节将于11月23日至24
日在海口市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举行；陈慧娴海
口演唱会将于11月 23日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举
办；“山盟海誓·相约粤桂琼”旅游推介会将于11月23
日举办；2020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会及2020年新
年音乐会将于12月31日分别在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
和海口人民剧场举行。这些活动将为欢乐节营造浓
厚的节日氛围，增强群众及中外游客的体验度与参与
度，更好地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品牌形象。

三亚分会场

欢乐节期间，三亚分会场将举行7场节庆会展和
体育赛事活动。包括12月13日至16日举办海天盛
筵——2019第十届中国游艇、航空及时尚生活方式
展；11月28日至12月2日举办2019吉成健美之夜第
九届三亚国际沙滩健美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11月还
将举行“登世界之巅、瞰三亚之美”吉尼斯世界纪录系
列活动之“万众争鲜”、2019年第二十三届中国三亚天
涯海角国际婚庆节；12月将举办第四届三亚国际时尚
周、2019首届热带海岛（三亚）国际旅游美食节、第三
届三亚国际音乐节等。三亚分会场活动将延续时尚、
高端、国际化特点，打造三亚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名片。

儋州分会场

在儋州分会场，特色品牌节庆活动——第七届海
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将于11月22日至12月21日
在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举行，活动将带岛内外游
客领略儋州当地风土人情，全方位品味雪茄文化之
旅。12月22日举办的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将通过

“体育+文化+旅游”的形式，带领国内外跑友穿越美丽
儋州，感受奔跑力量。

琼海分会场

在琼海分会场，2019海南官塘首届温泉文化旅游节
暨官塘旅游消费季将于11月至12月在琼海市嘉积镇官
塘区开启，活动期间将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旅消费
体验活动，以展现琼海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旅游消
费环境。12月10日至14日将在博鳌镇举办2019美丽
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及实施经
验，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

万宁分会场

在万宁分会场，2019“博海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
霸赛将于11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开赛，该
赛事将以精彩火爆的巅峰对决为中国拳击赛事活动添
上精彩篇章。12月，市民游客还可以在万宁参加凤凰
山千人登山活动，体验2019万宁国际马拉松，观看
2019年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

陵水分会场

陵水分会场活动将延续往年艺术、国际化等特
点。活动包括2019年（第五届）雅航盛世国际游艇博
览会、2019年陵水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第
二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等。

2019（海南）数字竞技娱乐
嘉年华。11月22日至24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将举办2019（海南）数字竞技
娱乐嘉年华。嘉年华将包括电
子竞技比赛、虚拟现实游戏体
验、网红角色扮演等多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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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入境会奖旅游交易
会。将于11月23日在海口香
格里拉酒店将举行，活动将重
点邀请国际国内买家到海南，
与海南本地旅游机构、旅游企
业进行商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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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 高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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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
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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