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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游引爆我省旅游市场

三亚成为元旦跨年游
境内城市首选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赵优）元旦，除
了难得的一天假期，更是告别2019年、步入
2020年的跨年时刻。伴随着第三届ISY三亚
国际音乐节、2019年—2020年湖南卫视海口
跨年演唱会等精彩纷呈的演艺活动以及各市
县、各旅游景区推出的辞旧迎新的旅游活动，
市民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八方游客共享跨年狂
欢，海南渐显“跨年旅游目的地”新名片。携程
今天发布的《2020元旦中国人全球“跨年旅
游”报告》显示，三亚位居“元旦跨年旅游境内
城市TOP10”榜首。

2019年12月31日，作为“跨海跨年 久久
不见海口见”海口跨年狂欢季的一项重要活
动，2019年—2020年湖南卫视海口跨年演唱
会激情开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万名乐迷欢
聚一堂，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全景式、多维
度的舞台，交互式、沉浸式互动，近百名嘉宾的
精彩表演以及零点进行的焰火燃放，打造出一
场精彩纷呈的跨年之夜。

与此同时，汇集最新百大DJ排行榜上
超过50余位大咖艺人的第三届 ISY三亚国
际音乐节也在海棠湾热力上演，来自国内外
的3万多名音乐爱好者齐聚鹿城。全新升级
的舞台形象、一众大牌领衔的超强阵容、伴
随着音乐鼓点的烟火秀，不断刷新乐迷感官
体验，让乐迷们沉浸在沸腾的音乐氛围中。

“一早就和朋友来到三亚，在这样热烈的氛
围中跨年，非常开心！”来自北京的游客尹忠
俏说。

除了动感激情的演唱会和音乐节，一些
市民游客选择以文化消费的方式度过2019
年的最后一天。当日晚，修葺一新的海口湾
演艺中心迎来首秀，音乐大师谭盾携新作《敦
煌·慈悲颂》走进椰城，为海南观众带来了完
美的视听体验。在三亚，逛南山、逛寺庙、敲
吉祥钟是市民游客迎新年的方式之一。每年
12月31日晚，夜幕降临，南山景区内热闹非
凡、人潮涌动，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参加
迎新撞钟活动，在钟声与梵音中迎接新年的
到来。人们排队等候，会依次敲响108响吉
祥钟声，在祥和气氛中除烦恼、获吉祥，辞旧
岁、迎新年。

一批“爆款”文化、节庆活动和丰富的旅游
产品供给，带动了我省旅游市场的火热。跨年
期间，三亚高端酒店游客入住情况火爆。三
亚·亚特兰蒂斯迎来众多岛外游客，热闹非凡，
而其推出的水世界门票特惠和烟火表演也让
游客们感受到了新年的喜庆。三亚海棠湾喜
来登度假酒店以及海棠湾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入住率达90%左右。

2019年11月22日，走在开幕式
举办地——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现场，
浓浓的“欢乐”氛围扑面而来。欢乐，
让更多的国际友人云集于此，也让更
多人领略到国际元素和海南风情的精
彩。

借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开幕的契机，2019年11
月22日傍晚，“欢乐海南”大型旅游专
场推介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推介会向前来参加本届欢乐节的各省

市旅游行政部门领导、外国驻华使领
馆代表、国际友城代表，海南入境会奖
旅游交易会境外嘉宾及重点旅游企业
代表近400人推介海南旅游，展示海
南旅游的新业态、新气象，并邀请嘉宾
们参与到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各项
活动中来。

DJ电音啤酒狂欢、海洋彩虹泡泡
跑、沙滩嘉年华……2019 年 12 月 7
日，2019年雅居乐清水湾·第四届海
南国际旅游岛（陵水）国际青年狂欢节

激情开幕，在“Go High Go Young·
够嗨够年轻”的口号感召下，来自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青年尽享狂
欢盛宴。

除了全面展示海南对外开放形
象，本届欢乐节还诚挚欢迎全世界
投资者到海南投资兴业，共享发展
新机遇。

旨在宣传海南会奖游资源优势、
搭建国际会奖旅游文化交流与合作平
台的2019海南入境会奖旅游交易会

11月23日在海口举行。高水平专业
化是本次交易会的亮点之一。来自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荷兰等35
个国家的111位国际买家与国内各省
市以及海南本地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了解海南会展资源及相关政策。卓有
成效的商务洽谈环节有效促成了相关
会奖合作项目在海南落地，本次交易
会达成合作意向超过 300 个，预计
2020年将为海南带来超过10000名
境外游客。 (本报海口1月2日讯)

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圆满闭幕

“20岁”欢乐节，扬帆再远航

■ 本报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 谢琛

随着2019年（第
二十届）海南国际旅
游岛欢乐节闭幕式的
举行，欢乐节正式度
过了它生机勃勃的20
岁生日。这个 20 岁
生日不凡——为了进
一步借助欢乐节推动
海南打造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助力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本届欢
乐节“全面升级”，上
升为由文化和旅游部
与海南省政府共同主
办的节庆活动。

20年来，欢乐节
已经成为海南与世界
加强旅游、文化、体育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
台，更是全面展示海
南对外开放形象的重
要窗口。在全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加
快推进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之际，海
南借助 20 年精心培
育的旅游文化品牌全
面展示开放新姿态。
本届欢乐节活动涵盖
旅游、文化、体育、会
展等多种类型的272
项活动，规模为历年
之最，在全面展现了
海南旅游发展的新时
尚新魅力的同时，也
向世界发出了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盛
情邀请。

2019年10月1日，为期一年的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正式启动，这是省委、
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起
步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旅
游消费提质升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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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节上升为由文旅部与海南省政府共

同主办的省级节庆活动，于2019年11
月22日正式启幕并持续至当年12月
31日，成为历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
高、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届。2019年的
欢乐节以海口市为主会场，三亚市、儋
州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
县为分会场，同时启动的全域旅游欢
乐主题月在全省各市县分别举行。为
期一个多月覆盖全岛的272项活动，
受到国内外游客和全省人民的热捧。

这其中，有来自海南的邀请——海
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欢乐海南”大型
旅游推介会，《久久不见久久见》《万泉
河水清又清》等海南经典歌曲在现场演
绎；有业界人士交流合作的平台——第
四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第五届
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第四届博鳌
国际旅游传播论坛、2019中国文旅营
销高端峰会暨首届中国旅游映像节等
系列活动吸引众多参展商采购洽谈、专

家学者思想碰撞；有经典活动与新业态
的有机结合——“天容海色”中国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2019海南草莓音乐节、海南沙滩运动
嘉年华、2019年第十届万宁国际冲浪
赛等，凸显出海南旅游文化的新时尚新
魅力……与此同时，在11月22日开启
的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中，全省各
市县还推出272余项各类节庆文化活
动，共同打造海南岛年度欢乐盛宴。

“本届欢乐节推出了一系列集旅
游、文化、赛事、节庆于一体的欢乐
盛宴，‘旅游+文化’‘旅游+体育’的
特点更加突出，满足了来自国内外
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多样化需求。在
促进海南旅游、文化、体育融合发展
的同时，更好地提升了海南国际旅
游品牌形象，助推海南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

孙颖表示。
当北国寒风凛冽之时，海南岛依

旧暖阳如春。2019年欢乐节开幕式，
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的一场别开
生面的开幕式晚会喜迎八方来客。中
国东方演艺集团带来的精彩开幕晚会
也同时拉开了本届欢乐节“艺术演艺
周”活动。这是欢乐节首次推出这一
活动，以营造欢乐节高雅艺术氛围，提
升海南文娱产品深度与广度。从

2019年 11月22日持续至当年11月
30日，从岛内外众多艺术演艺剧目中
挑选出的舞剧《梁祝》、大型杂技剧《战
上海》等不同风格及类型的十台精品
剧目，分别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东方环
球大剧院等剧场演出，彰显本届欢乐
节浓郁的艺术特色。

不仅有艺术范儿，还有运动魅
力。在本届欢乐节主、分会场活动中，
2019吉成健美之夜暨第九届三亚国

际沙滩健美先生比基尼小姐大赛、
2019第十届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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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赛等赛事，吸引游客和群众广泛参
与，仅2019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就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8万名选手激情角逐。海南“体育+
旅游”融合发展，正在成为又一个旅
游消费亮点。

欢乐，更为全民打造。本届欢乐
节以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旅游优惠
活动发动全民参与，让市民和游客共
享海南旅游发展成果。

2019海南草莓音乐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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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WUCG三亚电竞节、2019
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东方擂-MMC

战神录职业格斗亚洲杯、第二届清水湾
海上艺术节、2020年迎新年第四届“大
美屯昌”梦幻香山千人徒步活动、第二十
届福橙采摘节、“奔格内”琼中绿橙旅游
季主题活动……为期一个多月的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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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融入海南休闲度假、民俗文
化、运动娱乐等特色，大大提升了市民

游客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在加快推进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

海南积极推进实施“三个一”惠民演出
计划，拓展文旅融合发展深度。跌宕起
伏的情节、瑰丽多姿的壁画、美轮美奂
的舞蹈和古朴典雅的音乐……2019年
12月21日晚，作为2019年（第二十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引进的惠民演
出精品剧目，大型舞剧《大梦敦煌》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倾情
上演，为椰城观众奉上了一道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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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节组委会还利用
欢乐节品牌效应和营销平台，整合全
省旅游景区、椰级乡村旅游点、免税店
等多方面资源，推出六条主题旅游精
品线路，让全民共享欢乐“实惠”。

结合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活动规模为历年之最

旅游与文化、体育深度融合 引领海南旅游消费新潮流

节庆氛围浓郁，共享欢乐“实惠” 市民游客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全面展示海南对外开放形象 对外交流合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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