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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去年大年初一，福山
咖啡文化风情镇入园游客量达 3
万人次，以家庭出游、自驾游为
主。每家咖啡馆游客爆满，一座
难求。

“我们设置了线上线下投诉
通道，但是从未收到一起游客投
诉，这体现了我们优质的旅游产
品及服务保障。”王广飞说，重大
节假日临近，福山咖啡文化风情
镇不仅会提前策划活动，还会动

员商家备货、打扫卫生、进行安全
生产检查，争取给游客朋友最舒
适的体验。

“元旦一过，我们就着手准备更
多咖啡豆、餐具、桌椅等，还会装饰
门店。”符和玉说，目前已前往海口、
澄迈的技术学校，聘请20多个学生
做假期兼职，并亲自对他们开展培
训，争取以优质的服务让顾客品尝
到咖啡和美食。

自驾游客多，如何避免停车

难？王广飞介绍，福山咖啡文化风
情镇会调动工作人员、保安队对车
辆人流进行引流、疏导。今年春节
期间，该景区会开放2万余平方米
的演艺广场，作为临时停车场，化
解“停车难”问题。

“这些年，澄迈各旅游景点
常年接待，服务到位，基础设施
已经逐步完善，再加上全县‘一
盘棋’，开通旅游专线，接待能
力不成问题。”黄娜说，澄迈已

形成“两横两纵”的高速公路和
国道网络，城乡旅游交通配套
和服务方面也逐年健全，每个
自然村都通上了一条以上的水
泥硬化路。

目前，澄迈已建成福山咖啡文
化风情镇、永庆文化旅游景区、澄迈
汽车站旅游服务咨询中心等8个旅
游服务中心，199家品牌酒店、主题
特色酒店、民宿。

（本报金江1月9日电）

澄迈做好旅游规划与对外推介，打开旅游消费市场

瞄准产品服务“粘”住游客脚步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金山文
化公园、红树林生态公园、罗驿古
村、福丰约亭古镇……不久前，当这
些澄迈旅游名片，以图文、视频等形
式亮相广州时，400多位澄迈籍、粤
籍企业家、务工人员发出惊叹：“很
多年没回家乡，原来澄迈发展这么
好！”“推介到了我的灵魂深处，有机
会一定要去看看。”

“推介反响热烈，不少人在会
场咨询旅游线路、创业环境、甚至

澄迈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政
策。”作为澄迈旅游品牌宣传推介
者，澄迈旅文局副局长黄娜说，当
天不仅推介了澄迈的美丽自然风
光，还在现场设置特色农旅产品展
示区，向推介对象展示澄迈福橙、
桥头地瓜、福山咖啡、瑞溪三宝、侯
臣山柚油、诺丽酵素汁等特色产品
和美食。

事实上，这并不是澄迈在省
外首次进行旅游品牌推介。2019

年 10月 14日，第二十四届北方旅
游交易会在河北石家庄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海南西部旅游联盟儋
州、东方、澄迈、昌江、临高、屯昌、
琼中、白沙等 8 个市县亮相本届
北方旅游交易会，交易会邀请了
美国、巴西、巴基斯坦、加纳、越南
等国际旅游旅游达人，河北省有
关行业协会、旅行社及媒体，会
上，黄娜同样在现场介绍了澄迈
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各种富硒美

食，吸引大批省外游客朋友关注
澄迈，畅游澄迈。

“根据以往经验，走出去推介很
有必要，不仅能让外地朋友留下印
象，抽空来旅游，还吸引了一批人才
来澄迈创业。”澄迈县旅文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几年，澄迈曾在北京、
四川、黑龙江、广东等地开展过多次
旅游、长寿文化、冬季瓜菜推介，吸
引了大批“侯鸟游客”到澄迈县旅游
观光。

发展澄迈旅游，不仅要注重对
外宣传与推介，同样，做好旅游规划
也至关重要。

针对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澄
迈旅文局发布了特色风情小镇之
旅、美丽乡村田园之旅、长寿佛教
文化之旅、生态低碳绿色之旅、咖
啡文化美食之旅、低碳工业体验之
旅、康体养生福寿之旅、传统村落
探秘之旅、红色历史文化之旅等9
条旅游线路。

走进澄迈县大丰镇才存村，民
宿、咖啡厅、饭店一应俱全，与乡村

自然风光相映成趣。这里是备受热
捧的乡村旅游点。

“周末人多时能达到400多人，
平均周末消费能达到2万元以上。”
才存村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何昌锦
说，为了延伸消费，才存村共享农庄
接连开发四季瓜果采摘、公司团建活
动、真人CS、垂钓等娱乐消费项目。

与共享农庄乡村游不同，福山
镇吸引游客的是咖啡与“福”文化。

每年大年初一，澄迈、临高、海
口等市县居民，已经形成一种到澄
迈福山镇“接福”“迎福”习俗。福山

咖啡文化风情镇管委会为了迎合市
民游客的需要，会在春节期间策划
不同内容与形式的活动。

“与以往侧重舞台表演为主
的活动不同，今年春节期间，将配
合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组织商
家在景区内设置摊位，售卖本地
特色小吃、旅游产品。”福山咖啡
文化风情镇管委会城市及旅游管
理局局长王广飞说，此外，还提前
设计“福”字挂件，给市民游客“送
福”，同时开展写春联、糖画、剪
纸、捏面人等传统文化技艺展示

以及福橙优惠展销酬宾活动。
“游客不是来走马观花地看看，

还需要产生消费行为，我们在不断
丰富旅游消费业态，例如提升海洋、
文化、体育、会展、购物露营等旅游
消费，拓展旅游消费热点。”澄迈县
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澄迈还通过
扩大或举办各类促销，围绕亲子研
学、红色旅游、休闲养生、乡村体验
四大主题推出旅游线路，以丰富的
旅游产品、旅游线路和旅游套餐吸
引国内外游客，促进旅游消费，推动
旅游业转型升级。

提升景区吸引力

在澄迈万泰体育馆，潘少丹与小球员们一起交流球技。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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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1月7日下午，澄迈县金江镇富朗
村万泰体育馆内，一群小运动员们正
在紧张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澄迈“迎
春杯”系列体育赛事做准备。在一群
小队员中间，身着亮黄色运动装与孩
子们交流球技的潘少丹，十分显眼。

潘少丹是万泰体育馆的负责人。
出于对运动的喜爱，2014年，潘少丹筹
资建成万泰体育馆，陆续集乒乓球、羽
毛球、篮球、排球、足球等球场和健身
房，咖啡馆、餐厅、陶艺作坊等于一体，
打造澄迈综合体育休闲场所。

“一方面我喜爱体育运动，另外
也为了填补澄迈体育场馆的空白，丰
富家乡人民的生活。”谈起创建万泰
体育馆的初衷，潘少丹说。建成后的
万泰体育馆不仅承担大众体育娱乐，
也承担体育竞技赛事，平均每月举办
三四次规模不等的体育赛事，为澄迈

体育娱乐和竞技体育赛事增添了不
少亮点。

近几年来，潘少丹的健康文体产
业规模不断扩张。2018年，潘少丹在
澄迈万泰体育馆创建海南省首个张
宁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每年邀请
奥运冠军张宁来澄迈教孩子们打羽
毛球，走进当地校园传递奥运精神，
打造澄迈体育品牌。同时邀请全国
体育领域优秀教练到澄迈指导学员
训练，推动澄迈体育运动发展。

2019年10月，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年启动，潘少丹看准时机，不仅积
极促进官方赛事落地万泰体育馆，
还经常亲自组织策划文体活动、技
能培训，把澄迈县男女老少爱好篮
球、排球、广场舞、健身等各项体育
运动爱好者组织起来，引导文体旅
游消费。

“国际旅游消费年是我们做实体
经济的一个契机，依托万泰体育馆，
可以承接赛事和各类活动，吸引大量

人流来澄迈，延伸周边乡村游。”潘少
丹说，每次活动与赛事是万泰体育馆
的人流高峰期，四面八方游客前来参
赛观赛，不仅带动万泰体育馆内的运
动消费，也带动澄迈周边游、农产品
等消费。

“争取一年间组织7至8场公益
活动，有健身、自行车等体育赛事，也
有急救培训类的技能培训，还包括诗
歌朗诵、女性主题沙龙。”潘少丹说，
希望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开展不同类
型活动，有时也把活动场地放到乡
村，吃农家饭，购买农产品，促进村民
增收。

“目前正在做策划，未来计划把
周边村庄的几十座老屋改造成具备
体育元素的民宿，打造一座体育村。”
潘少丹说，富朗村村内闲置房屋多，
建成体育村之后，可充分利用当地闲
置资源，吸纳劳动力就业，也可以吸
引更多游客来澄迈消费游玩。

（本报金江1月9日电）

万泰体育馆负责人潘少丹把爱好“玩”成产业，助力富朗村走出体旅融合新路子

体育邂逅旅游 乡村绽放生机

爱心企业走进澄迈
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年关将至，困难群众的
生活状况始终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1月8日下
午，海南省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组织海南海
蓝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海南传钵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豫宏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爱心企
业到金江镇春芳村委会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活
动，为105户贫困户和特困户送上粮油等慰问品
和慰问金。

活动当天，慰问团一行来到贫困户徐光义家
中，与他拉家常，详细了解他的健康状况、经济来
源、家庭基本情况等，将慰问金和物资送到他手
中，鼓励他要克服困难、保持乐观生活态度，靠自
己勤奋早日脱贫致富，同时送上新春的祝福。

走访中，慰问团成员还购买了贫困户自产的
辣椒等农副产品，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坚，坚定
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澄迈县美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吴学斌：

解民忧 治环境 兴产业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感谢队长了结我一桩烦心事，孩子有了户
口，就不用担心升学问题了。”1月3日上午，在澄
迈县仁兴镇美厚村，村民符槐积见到在村中走访
的吴学斌，急忙上前表达感激。

吴学斌是澄迈县仁兴镇美厚村乡村振兴工作
队队长。2019年2月，以吴学斌为队长的乡村振
兴工作队入村后积极熟悉村中情况，为村民办实
事，解难题。

2019年7月，吴学斌带队员在村中走访时发
现，村民符槐积一直愁容满面，闷闷不乐。详细询问
后，工作队了解到，符槐积的妻子多年前离家出走，
导致2个孩子一直未能录上户口。如今眼看着大女
儿即将升初中却没有户口，这可愁坏了符槐积。

随后，吴学斌及其队员前后十多次自费前往
海口市、澄迈县相关部门，为符槐积来回奔走咨询
户口办理手续。4个月后，工作队为符槐积的2个
孩子补办了出生证明并录上了户口。不仅如此，
工作队还为符槐积等3人申请了农村低保，符槐
积往日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了。此外，工作队还
为美厚村的5名贫困户申请办理了慢病证。

“乡村振兴工作队办的实事多哩！治理污水，
清理垃圾，硬化路面，不到一年，咱们美厚村的环
境大变样。”美厚村委会副主任王汉良说，以往村
民爱护环境的意识薄弱，随地倒垃圾、排污水现象
多，美厚村因此形成不少烂泥坑，环境十分恶劣。

美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向仁兴镇政府申请资
金20万元，向省社保局、澄迈县会计中心申请资
金约16.5万元，对村内12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硬
化了美厚村委会周边道路及场地面积100余平方
米，完成村委会周边网线、电线改造1500米，并从工
作队经费中“挤”出2万元安装18盏太阳能路灯。

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在美厚村建立“巷长
制”，让村内年轻党员担任“巷长”，负责美厚村20
多条主巷道的环境卫生。随着村中环境焕然一
新，村民们也自觉爱护村容村貌。

“乡村振兴还得靠产业，产业兴旺，村民富裕，
乡村才会越来越美好。”吴学斌说，美厚村沙土多，
以种植槟榔、橡胶为主，产业发展动力弱。为了帮
助美厚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工作队多次带村干部
和村民前往保亭、万宁、昌江、琼中等地考察特色
瓜果产业。经过调查研究，在得到村干部和村民
支持后，工作队决定利用美厚村300亩闲置土地
发展百香果产业。

乡村振兴工作队向澄迈县农业农村局争取50
万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经费，又找来海南半池莲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决定以“公司+合作社+村
委会+贫困户”模式，先试种50亩地百香果。“目前
土地已经平整完，正在抓紧注册合作社和商标，等
到春节过后，就可以试种。”吴学斌说，村中还有几
户养蜂农户，下一步计划帮助打通蜂蜜销路，壮大
美厚村养蜂产业。 （本报金江1月9日电）

涉嫌受贿罪徇私枉法罪

澄迈森林公安局2人
被公开庭审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1月8日上午，澄迈县
森林公安局福山林区派出所原科员蔡笃军、澄迈
县森林公安局原科员黄承天涉嫌受贿罪、徇私枉
法罪一案在澄迈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澄迈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织该县森林公安局、
县林业局和县公安局中层以上干部200人现场旁
听庭审全过程。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笃军身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
人钱款；利用工作关系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钱款，共计38.08万元，数
额巨大；被告人黄承天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钱款，共计
5.2万元，数额较大，均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此外，被告人蔡笃军、黄承天收受贿赂后故意
包庇他人，使其不受追诉，还应以徇私枉法罪定罪
处罚。两被告人一人犯数罪，依法数罪并罚，故应
当以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蔡笃军、
黄承天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
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蔡笃军、黄承天当庭表
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
宣判。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1月8日10时许，冬日
阳光正暖，伴着咖啡的浓郁
香气，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
风情镇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不少咖啡馆内外已经有好
几桌客人悠闲地品咖啡。

“周末、节假日人更
多，顾客主要以咖啡消费
为主，现场品尝，一些外地
游客出门前还会挑几份袋
装咖啡作为伴手礼带走。”
向阳咖啡馆老板符和玉一
边招呼客人，一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是澄迈县四大景区之一，
17家各具特色的咖啡馆占
据景区核心位置，吸引着
岛内外游客光临。

近年来，澄迈县把旅
游作为一个重点产业，打
造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
红树林生态公园、福丰约
亭古镇等旅游名片，被评
为“全国生态特色旅游县”
和“中国最美休闲度假胜
地”称号。尤其自2019年
10月 1日以来，澄迈县抓
住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机遇，积极向岛外
推介澄迈旅游资源，展示
“富硒福地、长寿澄迈”全
域旅游品牌形象；对内结
合实际，推出九大旅游线
路，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旅游消费活动吸引游
客，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提升自身接待能
力，让游客“留得住”“不想
走”“还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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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推介引客来

策划活动促消费

澄迈聚焦·旅游消费

澄迈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