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岛六大会场，烹制海岛欢乐大餐

海口
主会场

（1）2019雅航盛世海洋休闲生活博览会
时间：12月6日-8日
地点：清水湾游艇会
（2）2019年陵水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
时间：12月16日
地点：清水湾

（3）第二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
时间：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
地点：清水湾海上艺术中心
（4）2019年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
青年狂欢节
时间：12月
地点：陵水黎族自治县

（1）“欢乐海南，从海口开始”
——2019海南草莓音乐节
时间：11月23日-24日
地点：海口宝龙城&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2）陈慧娴海口演唱会
时间：11月23日
地点：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
（3）“山盟海誓·相约粤桂琼”旅游推介会
时间：11月23日
地点：海口市
（4）海口乐购嘉年华
时间：11月-12月
地 点：海口市
（5）2019海南国际房车（汽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12月27日-29日
地点：海口市世纪公园
（6）2020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会
时间：12月31日
地点：海口市五源河体育场
（7）2020年新年音乐会
时间：12月31日
地点：海口市海口人民剧场

（1）海天盛筵——2019第十届中国游艇、航空及时尚
生活方式展
时间：12月13日-16日
地点：三亚市鸿洲时代海岸
（2）2019吉成健美之夜暨第9届三亚国际沙滩先生比
基尼小姐大赛
时间：12月21日-24日
地点：三亚市半山半岛帆船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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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2月
地点：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4）2019第二十三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时间：11月22日-25日
地点：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
（5）2019首届热带海岛（三亚）国际旅游美食节
时间：12月29日-2020年1月1日
地点：三亚市美丽之冠外场
（6）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
时间：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2日
地点：三亚市海棠湾

（1）2019第七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时间：11月22日-12月21日
地点：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2）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时间：12月22日
地点：儋州市区

（1）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
时间：11月23日-12月1日
地点：琼海市嘉积镇官塘区

（2）2019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时间：12月12日-15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1）2019“博海争霸”国际职业拳王争霸赛
时间：待定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体育馆
（2）凤凰山千人登山活动
时间：2020年1月1日上午08：00-12：30
地点：万宁市兴隆凤凰山
（3）2019万宁国际马拉松赛

时间：12月31日
（最终比赛时间根据元旦放假通知调整）
地点：万宁市
（4）2019年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
时间：2019年12月7日-12月19日、2020
年1月6日-1月13日
地点：万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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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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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二十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精彩小程序——海南欢
乐节掌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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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全省19个市县举办的配
套活动将达27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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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今天盛大启航

单位

海口市

活动名称
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暨
海南特色美食节

2019海南电竞狂欢节
“千车万人”游海南活动
2019海南露博会露营之夜
滨海露营嘉年华
跨年狂欢节
中国（海口）尚美食消费季
“拜托了，国际美食节暨自贸区国际食堂”—消费
扶贫企事业单位食堂采购会
世界旅游美食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天容海色”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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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海南）数字竞技娱乐嘉年华
海南入境会奖旅游交易会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活动开幕式暨启
动仪式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长影环球100
艺术展演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大学生创意短
视频大赛

东盟青年文旅交流体验活动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活动闭幕式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高校区汇报演出

2019世界旅游美食发展论坛
2019年首届海南全息音乐灯光秀

2019中国文旅营销高端峰会暨首届中国旅游映
像节

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

“山盟海誓·相约粤桂琼”旅游推介会
ICE世界名猫赛

2019中国第十一届（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

“不走寻常路，只爱寻常里”秀英美食节活动
海口环岛自驾风情行大型活动
海口乐购嘉年华

新文旅深度互娱玩转电影公社

百年骑楼光影嘉年华

大型杂技剧《战上海》
2019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总决赛暨颁奖盛典
“探馆寻识”研学活动

英雄联盟LPL全明星周末

腾讯电竞运动会(TGA)冬季总决赛

2019 海南国际时尚周开幕式

第三届海南省时装画创意设计大赛

2019 海南国际时尚周跨界艺术文化展

清华美院“藏迎春”茶服设计作品发布会
黎族服饰设计师“杨洋”设计作品发布会
黎族服饰设计师“李京雲”黎锦旗袍作品发布会
新锐设计师“张娜”成衣作品发布会

活动时间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2月27日
2019年12月27日
2019年12月27日-29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

2019年9月-12月

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3日-12月31日

2019年11月22日-24日

2019年11月22日-25日
2019年11月22日-24日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2日-27日

2019年11月22日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10日-26日

2019年11月25日
2019年11月26日

2019年11月27日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2月5日-6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18日-28日
2019年11月5日-12月31日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1月18日-12月28日

2019年11月18日-12月28日

2019年11月27日-28日
2019年11月28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 月29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29日-12月23日

2019年12月20日（拟定）
2019 年 11 月 1 日-12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28日-30 日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19 年 12 月 26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

活动地点

海口

海口
海口世纪公园
海口华彩华邑酒店
海口世纪公园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海口

各厅局公共场所

海口
海南省博物馆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厅
A、B馆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C馆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厅
海口香格里拉酒店
海口、儋州
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迎宾
大厅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海口

海南省博物馆及骑楼老街
海口经济学院大剧院

海经院大剧院

海口喜来登酒店宴会厅
海口世纪公园

海口

海口

海口
观澜湖新城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厅、
AC馆

秀英区“寻常里”夜市
海口
海口

观澜湖电影公社

骑楼老街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沙滩排球训练基地
海口
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摄
影棚
海南大学联谊馆或海口经济
学院体育馆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桂林
洋高校区）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展
览馆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口市

海南时尚产业发展论坛
中华礼乐、汉服文化展演
民族音乐会《乐起新海南》
“四面八方美美与共”-海南美业发展论坛
2020 海南国际发型流行趋势发布

“四面八方美美与共”-海南省美容美发行业协
会四周年庆典暨海南美业颁奖大典
“维那利”椰城时尚之夜 -闭幕晚宴（活动颁奖）
2019海南红珊瑚国际音乐节
2019年抖音直播美好盛典
光景骑楼媒体艺术原创演出
中华小姐选美大赛
长影环球100跨年狂欢节
冯小刚电影公社变装嘉年华
“寻味而至”海南舌尖饕餮美食季
西部丝路之旅音乐会《弦歌逐梦》
2019“畅游海南·欢乐海口”全国健康舞蹈大赛
海南省健身健美嘉年华
“骑楼英语总动员”老街英语秀系列活动

2019海南小草莓亲子国际音乐节

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中国（海南）国际高尔夫旅游文化博览会
熊猫登岛一周年暨海野熊猫世界开幕一周年庆
祝活动

共好2019第9届海口汽车博览会
2019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2019中国(海南)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紫砂、陶
瓷、茶具用品展

2019海南国际房车（汽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

2019海南国际佛事用品及佛教文化展览会暨香
品禅意素食文化节

2019年海南省大学生美育赛事活动

2019草莓音乐节

My beautiful live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
陈慧娴海口演唱会
2019年第二届海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唱
节》闭幕式

2019年第四届海口蓝色国际电子音乐节

舞剧《梁祝》

《盛世中华·欢乐海南》文艺晚会

舞台剧《我的遗愿清单》

大型民族神话儿童剧《龙的传人》
“琼州好戏九连台”
《龚琳娜二十四节气古诗词音乐会》
“世纪粉彩·星曜中国”国际色粉、水彩画展
“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
《最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音乐家亚历桑德罗
中国巡演音乐会》
儿童剧《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维也纳之声——2020新年音乐会》
开心麻花《谈判专家》
《白鹿原》
舞台戏剧《戏台》
明星演唱会（周杰伦、林俊杰、萧敬腾、杨千嬅）
火山音乐节
2019年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年度盛典系列活动
海南省网球团体赛
2019年海南省航空模型公开赛
海南（海口）“最美海岸线”万人徒步大会
中国（海口）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
中华篮球赛
2019黑锋中国无人机竞速公开赛总决赛
中国文旅资源对接大会
2019海口国际顶级垂马鹊桥活动
2020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会
2020年人民剧院新年音乐会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海口)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19 年 12 月 27 日
2019年12月6日-7日
2019 年 12 月 7 日
2019 年 12 月 7 日

2019 年 12 月 7 日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019年12月21日-22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2020年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020年1月
2019年12月4日-5日
2019年11月28日
2019年10月-11月
2019年10月-12月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
1月1日（拟）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2月12日
2019年12月12日-15日

2019年12月21日-23日

2019年12月27日-29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1月25日-26日

2019年11月27日-28日

2019年11月29日-30日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1月22日-30日
2019年12月7日
2019年12月9日-15日
2019年12月13日

2019年12月14日

2019年12月14日
2019年12月20日
2019年12月24日-25日
2019年12月25日-29日
2019年12月29日-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11日-24日
2019年11月15日-24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月11日-24日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海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东方环球剧场
海口观澜湖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观澜湖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观澜湖温泉度假酒店

海口
海口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骑楼老街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
冯小刚电影公社
五源河体育场内外商业街区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口龙华区京华城市民广场
京华城
骑楼老街

环球100奇幻乐园（拟）

鼎臻古玩城
海口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海口海航文化体育广场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ABC馆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B馆

海口世纪公园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海南大学
海口宝龙城&长影环球100奇
幻乐园
海口
五源河体育场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口世纪公园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
大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
大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戏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口
东方环球大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东方环球大剧院
海南省歌舞剧院
海口或三亚
海口
海口公共码头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
海口
海口
海口五源河体育场
海口海口人民剧场
海口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三亚市

三亚体育旅游嘉年华

海南国际机车嘉年华
2019年第二十三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
庆节
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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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洞天第二届七彩风车节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2019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

2019（首届）中国职工沙滩运动会
中国黎锦旗袍大赛暨中国非遗织绣博览会及主
题论坛

2019海南国际现代农业科技博览会
2019年第三届三亚吉阳公益欢乐跑项目

三亚市崖州区民族民间歌手邀请赛

三亚市崖州区广场舞展演

三亚市崖州区健身操快闪活动

第四届中国（三亚）国际大健康与美容产业博览会
2019沙滩足球世界俱乐部杯
俄罗斯电影周
海天盛筵—2019第十届中国游艇、航空及时尚
生活方式展

2019第四届三亚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三亚市群众文化艺术季
LOVE TOGEATHER 爱在一起，星空派对
蜈支洲岛抖音挑战赛
三亚·中华非遗织绣技艺文化旅游周

2019吉成健美之夜暨第9届三亚国际沙滩先生
比基尼小姐大赛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主题乐园
LOVE New YEAR-快年派对
4H PARTY LIVE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闭幕式

2019首届热带海岛（三亚）国际旅游美食节

2019三亚国际时装节

2020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
2019赛季五人足球冠军联赛华南大区赛
ART SANYA三亚艺术季
第七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
2019年第二届“三亚杯”国际业余网球赛
第五届中国三亚湾城市帆船邀请赛
海南（三亚）大东海摩托艇精英邀请赛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闭幕式
2019WUCG三亚电竞节

2019年10月-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2日-25日

2019年11月20日-26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1日-2日
2019年12月1日-8日
2019年12月31日-2020年
1月2日
2019年11月28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初

2019年11月22日-12月30
日期间

2019年11月22日-12月30
日期间

2019年11月22日-12月30
日期间
2019年12月7日-9日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2月10日-16日

2019年12月13日-16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0-12月
2019年11月1日-30日
2019年12月20日
2019年12月22日-25日

2019年12月23日-25日

2019年12月21日-29日
2019年12月24日-31日
2019年12月底
2019年12月29日

2019年12月29日-2020年
1月1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13日-14日
2019年12月26日-27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3日-5日
2019年12月8日
2019年12月3日-7日

三亚湾、亚龙湾、海棠湾、天涯
海角景区
三亚

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

三亚

三亚火车头万人海鲜广场

大小洞天
三亚

三亚海棠湾

大东海、三亚湾

三亚

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展中心
吉阳区博后村

崖州古城

崖州古城

待定

三亚湾红树林
三亚
三亚

三亚鸿州时代海岸

三亚
大东海广场
三亚海昌-摩天轮广场
蜈支洲岛旅游区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

三亚湾
三亚海昌-摩天轮广场
三亚·海棠湾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主题乐园

三亚美丽之冠外场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星光
大道

三亚
三亚
三亚华宇艺术中心
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
三亚网球中心
三亚湾
三亚
三亚
三亚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儋州市

万宁市

琼海市

第二届新能源汽车拉力赛儋州赛段
2019第七届海南（儋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2020年“迎春杯”系列体育活动

2019年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暨国际业余高尔夫
球锦标赛

东山岭鉴真文化节
海钓节
中海神州半岛擂台赛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环海南岛皮划艇巡回赛

2019年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赛

华润石梅湾2019海南万宁滨海半程马拉松赛

环海南岛皮划艇巡回赛暨千人皮划艇水上趣味
嘉年华（万宁站）

2019年海南省青少年冲浪锦标赛
中国（海南）青少年高尔夫球精英赛
2019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万宁）
冠军荣耀中国行奥运藏品巡展（万宁）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大篷车（万宁）
冠军荣耀中国行走进海南火炬传递活动（万宁）
13.14km环海南岛沙滩徒步挑战（万宁）
凤凰山千人登山活动
海南省国际露营节
红色娘子军文化节
“我为南海代言”讲解体验活动
2019年官塘温泉美食文化节
第四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
2019年琼海市甲、乙级足球联赛
海南国际旅游岛亚太武术公开赛
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消费季
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康养论坛
琼海官塘（周末）夜市开市仪式
铁骑丽影温泉骑行活动

2019海南官塘温泉文化旅游暨全民健身定向旅
游亲水跑

2019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2019第三届“更路簿杯”帆船赛
2019年琼海市围棋邀请赛
2019年琼海市武术公开赛
2019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琼海）
冠军荣耀中国行奥运藏品巡展（琼海）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大篷车（琼海）
冠军荣耀中国行走进海南火炬传递活动（琼海）
13.14km环海南岛沙滩徒步挑战（琼海）
2019年琼海市象棋进校园象棋比赛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2日-12月21日
2019年12月22日

2019年12月20日-2020年
1月20日

2019年11月29日-12月1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0月-12月
2019年11月16日-11月27日

2019年12月7日-19日、
2020年1月6日-13日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5日-8日
2019年12月7日-20日
2019年11月14日-15日
2019年11月14日-15日
2019年12月15日
2019年12月15日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23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2月12日-15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28日-29日
2019年12月28日-29日
2019年12月28日-29日
2019年12月29日
2019年12月29日
2019年12月

儋州
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
儋州市区

儋州

洋浦

万宁
万宁
神州高尔夫球会
万宁

万宁日月湾、石梅湾游艇会

万宁石梅湾

万宁

万宁
神州高尔夫球会
万宁
万宁日月湾
万宁日月湾
万宁日月湾
万宁日月湾
万宁兴隆凤凰山
琼海
琼海
南海博物馆
琼海官塘学院小镇
琼海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
琼海
琼海
琼海嘉积镇官塘区
琼海官塘假日度假酒店
琼海官塘小镇商业中心
琼海官塘学院小镇商业街

琼海官塘片区

琼海博鳌镇
琼海潭门镇及南海更路簿航线
琼海
琼海
琼海玉带滩
琼海玉带滩
琼海玉带滩
琼海玉带滩
琼海玉带滩
琼海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文昌市

东方市

陵水县

昌江县

五指山

市

定安县

屯昌县

保亭县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文昌）

2019“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文昌站）

“一带一路”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文昌站

2019年文昌市沙滩足球赛暨沙滩足球坡味乐园
活动

东方市江边乡山栏节

东方市青少年篮球赛

海南（东方）滨海自行车骑行活动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东方分会场艺术
展演

国际旅游岛帆板赛事

东方擂—MMC战神录职业格斗亚洲杯

美食文化节

2019年第二届健身达人与故事评选活动

中国（陵水）移动电子竞技超级联赛

分界洲岛墨客杯海钓大赛

2019雅航盛世海洋休闲生活博览会

2019年陵水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2019年第二届“星光大道”乡村广场舞联赛

第二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

2019年第四届海南国际旅游岛(陵水)青年狂欢节

海南昌江冬登霸王岭旅游文化活动

“‘陶’艺堡”趣味体验活动

“‘核’你在一起”科普观光游活动

“观鸟听涛•趣味赶海”家庭活动

中国定向公开赛（昌江站）

海南（五指山）亲水三项挑战赛

2019年五指山市第三届电商海购节

漂流文化节

2020年五指山市元旦迎新晚会

2019年中部地区篮球挑战赛

2019年定安县全国门球公开赛

2019年“体彩杯”第二届定安跆拳道公开赛

“道法自然，全民健康”第三届海峡两岸南宗道教
养生体验交流活动

2019年定安县环南丽湖自行车公开赛

2019年欢乐节系列第四届海南省（屯昌县）传统
武术文化展演

2019年欢乐节屯昌县加乐潭环湖骑行活动

2019年西昌南田红色之旅系列活动

2020年迎新年第四届“大美屯昌”梦幻香山千人
徒步活动

屯昌县全民健身运动会武术比赛

迎新年广场舞比赛

2019年第三届迎新年全民健身跑

普洱岁月古道春秋一一普洱茶马文化风情展
2019年少儿民族舞蹈及青少年拉丁舞汇报演出
畅游夜保亭活动

2019年12月6日-8日

2019年11月下旬-12月中旬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2月6日-8日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1月下旬或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6日-8日

2019年12月16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19日-2020年3月

2019年12月6日-8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0日-12月31日

2019年11月20日-12月31日

2019年11月20日-12月31日

2019年12月8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1日-30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5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5日-12月5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上旬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上旬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下旬

2019年12月下旬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3日

文昌高隆湾

文昌

文昌

文昌高隆湾

东方市江边乡
白查村

东方

东方

东方

东方鱼鳞洲

东方

陵水文化广场

陵水文化体育广场

陵水

分界洲岛

陵水清水湾游艇会

陵水英州镇清水湾

陵水椰林镇、本号镇、英州镇、
新村镇

陵水清水湾海上艺术中心

陵水

昌江

石碌镇保突村

昌江核电站

海尾湿地公园

昌江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五指山

五指山河南东步行衔

五指山

五指山

五指山

定安沿江公园

定安定城镇灯光球场

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定安南丽湖

屯昌新兴镇坡陈村、加乐潭

屯昌加乐潭

屯昌西昌镇南田村

屯昌

屯昌

屯昌

屯昌体育馆

保亭
保亭
保亭七仙广场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白沙县

澄迈县

乐东县

临高县

琼中县

三沙市

海南省

各市县

2019年“白沙杯”全国男子拳击冠军赛暨金腰带
争霸赛

2019年“白沙杯”全国英式七人制橄榄球精英赛

2019年“白沙杯”国家热带雨林公园万人徒步穿
越大赛

第七届“茶镜”国际茶文化周
福橙采摘节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澄迈）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大篷车（澄迈）
13.14km环海南岛沙滩徒步挑战（澄迈）
世界长寿论坛系列活动
澄迈旅游商品展
候鸟晚会活动
2019年澄迈县全民健身进社区活动
老城嘉艺艺术馆系列活动
美丽海南旅游文化季乐东站活动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城市站（乐东）
冠军荣耀中国行走进海南火炬传递活动（乐东）
13.14km环海南岛沙滩徒步挑战（乐东）
冠军荣耀中国行奥运藏品巡展（乐东）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大篷车（乐东）
临高县第三届烤乳猪大赛暨临高县美食节
渔歌节
“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季主题活动

2019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少先队鼓号队大检
阅活动

“黎母圣地，山水琼中”热带雨林徒步赛
西沙海钓大赛

2019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

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

2019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

2019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

环海南岛皮划艇巡回赛暨千人皮划艇水上趣味
嘉年华（六站）

全国中老年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海南选区暨海南
国际旅游岛中华中老年文化艺术节

“白沙红橙“杯 2019 我是颜值女主播竞技大赛
暨海南省十大网络主播评选

“薄沙“杯 2019 我是颜值女主播竞技大赛暨海
南省十大网络主播评选

2019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

2019年12月21日-22日

2019年12月初

2019 年 12 月28日-30 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1月24日
2019年11月24日-12月25日
2019年11月24日-12月25日
2019年11月24日-12月25日
2019年12月9日
2019年11月24日-12月25日
2019年11月（暂定）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2月1日
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30日-12月1日
2019年11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12月

2019年11月下旬

2019年11月23日—24日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7日

2019年8月-12月

2019年11月23日

2019年11月30日

2019年11月16日-27日

2019年11月-12月

2019 年 11月-12 月

2019 年 11月-12 月

2019年9月-11月

白沙

白沙文体中心

鹦哥岭国家热带雨林公园

白沙
澄迈
盈滨半岛
盈滨半岛
盈滨半岛
老城
海口
盈滨半岛
金江镇千秋广场
盈滨半岛
沿海
乐东龙沐湾
乐东龙沐湾
乐东龙沐湾
乐东龙沐湾
乐东龙沐湾
临高
临高
琼中

琼中各中小学校

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
西沙群岛

保亭呀喏达热带雨林景区-陵
水黎族自治县-三亚亚龙湾海
滩

省内外多站，具体待定

海口、琼海

海口、万宁、儋州

海口、定安、琼海、万宁、陵水、
三亚

海口、三亚、万宁

海口、白沙

海口、白沙

各市县

单位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2019年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

主办：

文化和旅游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时间：

2019年11月22日—12月31日

主会场：海口市

分会场：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

欢乐吉祥物：椰娃欢欢和乐乐

欢乐用语：瓦爱鲁（海南话“我爱你”发音）

欢
乐
主
题
月

全
域
旅
游
更
精
彩

2018“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 丰顺 摄

2018海南草莓音乐节现场。 省旅文厅供图

儋
州分
会
场 琼

海
分
会
场

三亚
分会场

万
宁

分
会
场

陵
水分
会
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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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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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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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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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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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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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条主题旅游精品线路

2018年海南国际旅游
岛欢乐节精彩的演出活动。

高林 摄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重要活动，海南岛今年的欢乐盛宴——2019年（第二十届）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今天盛大启幕。包括开幕式在内的17项主要活动将从开幕一直持续到
闭幕，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掀起欢乐新高潮。同时在全省各市县开启的全域旅游欢乐主
题月活动，将推出节庆会展、文艺演艺等200余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国内外游客进得来、留得
住，不想走、还想来，在海南岛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本届欢乐节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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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核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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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
我省将把欢乐节打造成为海南人民和来琼游客参与的盛大节庆活动，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大
众参与性强的旅游文化节庆品牌，面向全世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文化交流平台。

（注：具体以各市县举办活动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