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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开展期间，保亭不断
扩大康养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产品、体育旅游
产品、森林旅游产品、研学旅游产品、婚庆旅游
产品、美食旅游产品、夜间旅游产品、文化旅游
产品、节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及赛事旅游产
品等10余项旅游业态的供给，着力培育旅游消
费热点。

保亭还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旅游
消费年活动，活动覆盖面大、范围广、形式多
样。从今年10月至明年9月，保亭共策划涉及
体育活动、旅游推介、文艺演出、文化惠民、美
食购物等五大类共60项活动。近期将开展：

城市之美不仅在于风景，更美在文
明。为配合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及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的深入开
展，保亭多措并举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
行动，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创新志愿活
动，营造文明氛围，潜移默化地提升了
城乡文明素养。

11月 23日，在2019年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后的第二天，以

“志愿新时代，共创文明城”为主题的
2019保亭志愿创文活动启动。来自
海南各地的志愿者，保亭民间艺术团
体，保亭市民群众、学生、家长代表等
两百多人参加了活动。志愿者走上
保亭街头疏导交通，用志愿服务精神
为保亭精神文明建设、城市文明建设
添砖加瓦。

此外，近来保亭也在持续地开展社会
文明大行动，聚焦短板实施有效治理。农
贸市场旧貌换新颜，市民出行买菜更方
便；交警大队开展摩托车驾乘人员不戴安

全帽专项整治，提升群众文明出行的意
识；相关部门加强联合执法，整治车辆乱
停放行为，同时科学划定和增设停车位，
居民的交通文明意识不断提升……

“可以感觉到街面更干净整洁了，
电动车摆放也更整齐了，大家骑车也
都自觉戴上安全帽。”家住保亭七仙文
化广场附近的居民邢先生说。

为推动保亭文明大行动更上一
层楼，12月21日，全民践行社会文
明大行动暨“宝”亭人“绘”文明主
题活动将在七仙文化广场举办。
现场将按文明教育、文明交通、环
境治理、文明旅游、文化惠民、诚信
践诺、志愿服务、军民融合、网络文
明九大文明主题，把来自81个家庭的
小朋友们分为9组，以“保亭文明”为主
题进行现场临摹绘画，让孩子们从小感
受文明氛围。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将送
出2000份礼物，鼓励大家一起记录这
座城市的美好，共创文明保亭。

保亭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深入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将进一步营
造浓厚的文明氛围，推动保亭创建省级

文明城市工作，

同时也将助推2019年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及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

深入开展，用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美好
新保亭社会文明新篇章，为海南省社会
文明大行动添上厚重一笔，为创建海南
文明岛扛起保亭担当。

（策划/撰稿 君琼 图片/保亭旅文
局提供）

保亭多层次开展201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活动，助力国际旅游消费年

讲好文旅故事 打造欢乐保亭

11月22日，作为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重
头戏，2019年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启幕，拉
开了为期一个多月覆盖
全岛的年度欢乐盛宴。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虽
不在主会场和五大分会
场之列，但是通过结合
自身特点，将文化、旅
游、体育等产业深度融
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全域旅游文体活动。

多姿多彩的活动
中，既有与其他市县配
合开展的 2019 BMW
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
赛海南年终巅峰赛（保
亭段），也有根据自身特
色开展的畅游夜保亭活
动；既有独具人文气息
的普洱茶马文化风情
展，也有感受大自然风
光的2019呀诺达雨林
跑活动等。

这些活动的开展既
丰富了2019年海南国
际旅游岛欢乐节的内
涵，也为市民游客带来
了更多层次的旅游体
验，同时带动了夜间经
济增长，激活了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此外，
保亭还将文明大行动与
开展欢乐节活动相结
合，让文明行动助力旅
游消费，让旅游消费升
级的要求倒逼城市文明
建设的加速。

华灯初上，仙河柔情，黎苗古韵。
入夜的保亭七仙文化广场分外美丽，
竹竿舞、火把舞、篝火晚会等独具民族
特色的体验活动在这里一一呈现。
11月30日，保亭在七仙文化广场首
次举办了“国际旅游消费年·畅游夜保
亭”活动，吸引了千余名市民游客前来
夜购、夜游、夜玩。

当天，来自保亭各个乡镇的农户
及商家便在该县爱心扶贫消费市场
和七仙文化广场两处场地展销农副
产品及特色美食。包括国家级非遗

传承人在内的多名非遗传承人则在
七仙文化广场为市民游客进行了免
费演出。

“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听不听
得懂我们的语言，我们都要祝福你，让
你幸福！”入夜后的七仙文化广场，由
保亭民族歌舞团等带来的民族歌舞演
出，展演了竹竿舞、火把舞、平安舞、打
碗舞等多种传统歌舞，而篝火晚会和
嬉水狂欢两大亮点也吸引大批群众及
游客参与互动。

“晚上的活动很精彩，保亭的气候

条件也很适合开展夜间活动，希望以
后能多开展这类活动，点亮保亭的夜
晚！”来自山西的“候鸟”老人王莺莺参
加完活动后说。

据了解，保亭夜间经济以往近乎
空白，“晚上留不住人”是该县旅游业
态发展的突出短板。近期，我国许多
城市将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拉动消费经
济增长的突破口，保亭为点亮“夜经
济”，精心谋划了“畅游夜保亭”活动，
以“民俗文化+旅游”“非遗体验+旅
游”“特色演出+旅游”为首要聚客元

素，努力建设“市民生活型”夜间经济
集聚区。

“‘畅游夜保亭’活动将持续至
明年9月，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举
办一场。”保亭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保亭将
继续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活动，
同时规划建设好夜间经济聚集区，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
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助力形成“季季有优惠、月月有主
题”的旅游消费氛围。

以团为名，越山向海。12月7日
零点，2019 BMW越山向海人车接
力中国赛海南年终巅峰赛，在保亭呀
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以下简称呀诺
达景区）鸣枪开赛，参赛者们纷纷穿越
保亭热带雨林奔向三亚亚龙湾中心广
场海滩。该赛事既是2019年海南国
际旅游岛欢乐节的17项主要活动之
一，也是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引进的
收官赛事。

该赛事在保亭境内的赛道设置，

全程展现了雨林、田园和黎族村落的
景致，超长的赛道上，参赛者和媒体记
者也可以细细品味保亭的特色风情。
在赛事起点的舞台上，赛事银牌合作
伙伴呀诺达景区还精心为参赛者准备
了独具黎苗风情的民俗歌舞表演。

据了解，该赛事采用5人1车循环
接力的参赛形式，融合了路跑、自驾、露
营、娱乐等多元要素，贯穿长达150.4公
里的“奔跑”，从“中国钻石级雨林景区”
的呀诺达景区出发，途经保亭三道镇、

新政镇、响水镇、保城镇和什玲镇。
保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此次

赛事，在赛事开始前便积极组织各相
关职能部门、乡镇通力合作，全力配合
赛事活动，并统筹安排建立起灵活机
动的联络机制，层层落实责任做好协
调保障工作。

为强化活动当天应急处置能力，
切实将安全保障落实到位，保亭在赛
事开始前便开展了安全保障演练，及
时发现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并当场整

改。赛事出发点处也设置了相应服务
区域，供应食物、提供便利活动。

“此次赛事赛道很长，而且在保亭
赛段是零点开跑，对活动的组织保障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组织此次赛
事，也提升了我们组织保障大规模赛
事的能力。”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认
为，此次赛事也很好地展现了保亭的
美丽风光及人文景观，有助于拉动保
亭“赛事+旅游”经济的升温，打造保
亭城市名片。

11月5日上午，作为2019年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200多项全域旅游
欢乐主题月活动之一的“普洱岁月·古
道春秋——普洱茶马文化风情展”，在
保亭文化中心综合展厅开展，在往年
以黎苗文化为展览主题的基础上增添
新的文化元素。展览将持续到2020
年1月15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本次展览共分“茶之源”“道之始”
和“茶马春秋”3个部分，通过展出225
件普洱茶和茶马古道实物资料、历史
图片，以及茶叶标本、普洱茶产品、马

身器物、马帮用品、宗教用品等，旨在
以实物为载体，向观众展示普洱茶历
史以及古朴神秘的茶马文化和独特的
民族风情。

近年来，保亭民族博物馆先后与内
蒙古、北京、上海、安徽、云南等省、市、
自治区相关博物馆合作，在助力“海南
黎族织锦·服饰精品”展走出去的同时，
也通过“请进来”的方式引进了全国各
地兄弟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加深了保亭
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

良好的热带雨林生态是保亭旅游

业的天然财富，在国际旅游消费年活
动火热开展的背景下，保亭也做足了
自然生态文章以促进旅游业发展。
11 月 30 日下午，“呀诺达 RUN！”
2019呀诺达雨林跑在该景区起跑，
500余名中外参赛者在运动中感受了
生态雨林的魅力。

选手们途经热带瓜果园与原始雨
林景观区，饱览由植物奇观、峡谷流
泉、飞瀑怪礁构成的神秘雨林风光，同
时还能畅享8公里“氧生跑”奇趣体
验，以路跑形式深度体验绿色生态旅

游精品、传递低碳环保健
康理念。

“近年来，景区在政府的
支持、指导下，不断探索旅
游、文化、体育、康养的深度
融合。”呀诺达景区常务副
总经理张洪波表示，呀诺
达雨林跑已连续举办4
届，成为了呀诺达景
区、保亭旅游融合
发展成果的一次
集中展示。

畅游夜保亭 点亮夜经济

赛道多景致 保障多举措

“人文+自然”欢乐更丰富

文明新行动 城乡新变化

链接

2020年1月

2020年新春文体系列活动：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及全县各乡镇

2020年迎新春送欢乐下基层文化
惠民演出：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和全县各乡镇

2020年保亭县迎新春文艺晚会演出：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

泼墨丹青・赞美保亭——仙岭书画院海口国
画院国画联展：

活动地点：县文化中心一楼展厅

文化惠民“四下乡”演出：
活动地点：全县各乡镇

“畅游夜保亭”活动：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县爱心扶贫消费广场

爱心扶贫消费集市：

活动地点：县爱心扶贫消费广场

2020年2月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活动地点：全县

俄罗斯风情节：
活动地点：呀诺达景区

2020年迎新春送欢乐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地点：全县各乡镇

2020年保亭县闹元宵文艺晚会演出：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

“龙腾狮跃”闹元宵活动：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

元宵主题游园活动：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

畅游夜保亭活动：
活动地点：七仙广场、县爱心扶贫消费广场

爱心扶贫消费集市：

活动地点：县爱心扶贫消费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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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MW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海南年终巅峰赛保亭开跑。

2019 BMW 越山向海
人车接力中国赛海南年终巅
峰赛中，选手正在冲刺。

“呀诺达雨林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外的
家庭参与。

“畅游夜保亭
”上

演
精
彩
活
动
。

“畅游夜保亭”活动吸引市民游客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