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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举办2020美丽海南乡村游系列
活动。围绕海南乡村旅游，结合现有110
家椰级乡村旅游点，通过举办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以及田园观光、扶贫农产品集市、
民俗文化体验、乡村骑行徒步等形式的系
列活动，吸引岛内居民体验海南丰富的乡
村旅游资源，挖掘乡村旅游消费潜力，助力
脱贫攻坚。

●引导、鼓励全省景区、酒店、旅游综合
体、免税店等市场主体推出不同主题的消费
惠民措施。开展打折季、促销季、优惠季等
各类旅游消费季活动，组织全省A级景区推
出门票减免、发行年度联票，对省内居民推
出套票优惠等促消费措施，吸引本地居民旅
游消费。

●激发大众旅游热情，有序释放消费潜

力。支持工会组织依据规定，组织会员职工
开展职工（劳模）疗休养及春游秋游等系列
活动，鼓励企业、学校等利用周末、节假日在
省内开展团建、研学等活动。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组织本地
旅行社开发针对岛民的跟团游、健康徒步
游、自驾游产品，包括赏花、采摘、徒步骑行
健身、乡村美食、城市微游等。引导旅游企
业利用各种网络销售渠道上线一批本地旅
游产品，满足居民出行需求。

随着疫情阴影的逐渐散去，美丽的海南
岛已恢复往日生机。虽然还不能出远门游览
祖国大好河山壮丽美景，但幸运又幸福的
海南人本就生活在海南岛这个美丽的大景
区中。在这个特殊的春日，全岛上下正以
一天也不耽搁的干劲，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三大主导产
业的旅游业，不但需要全体旅游人的携手
努力，更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岛主们的关心、
爱护和支持。海南旅游疫后重振计划的第
一步，需要岛主们来共同开启！

一起出发吧，从今天就开启一个特殊
的“岛主巡岛”计划。第一站，就到那些每
年吸引数千万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的美丽
景区去。作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旅游目的
地，从2月21日起，海南全岛各大A级景区
已经陆续恢复开园。截至目前，全岛6家
国家5A级景区已全部恢复开园，19家国
家4A级景区近日将会实现全开园。为了
激发大众旅游热情，尤其是回馈本岛居民，
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活动，还有不少景
区推出面向本岛居民的优惠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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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盛开 出游正当时

3月22日上午，海南
省发布《海南省旅游业疫
后重振计划——振兴旅
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
（2020-2021年）》（业界
简称为旅游“30条”），在
业界引发强烈关注，也向
旅游市场发出一个强烈
信号：在疫后旅游市场复
苏的起跑线上，海南旅游
已经强势开跑！

两天前，海南省政府
与携程集团在海口举行
工作座谈，共商旅游业疫
后重振发展工作。携程
集团是海南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以来接待的第一
个企业访问团，也是第一
次摘口罩召开座谈会。
此举标志着海南旅游业
复工复产已进入一个全
新阶段，旅游业疫后重振
大幕全面拉开。

就在同一天，一份特
殊的调查报告刷爆旅游人
朋友圈——中国旅游研究
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
实验室联合启动“2020疫
情后旅游大数据调研项
目”发布的《15项发现和
待启动的旅行：国人疫情
后旅游意愿调查报告》显
示：海南位居今年出游热
门目的地第二名！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的好转，从2月下旬开始，
海南各大景区陆续恢复
开园，海南旅游业开始从
“暂停”渐渐重启。旅游
“30条”的发布，正式打响
了海南旅游业疫后重振
第一枪。

春已暖，花正艳。不
负天涯好时光。疫后旅
游市场重振，生活在这个
美丽海岛上的岛主们先
行。在旅游“30条”中，特
别提出要“激发大众旅游
热情，有序释放消费潜
力”。其中，开展“海南人
游海南”活动被作为重振
市场的第一步。并具体
提出要“引导、支持全省A
级景区发行年度联票，对
省内居民推出套票优
惠。倡导、刺激乡村旅
游，引发海南乡村游的热
潮，促进消费扶贫……”

温馨提示

1、游客进入景区须经体温检测与

佩戴口罩，体温正常且佩戴口罩方可入
园，体温不达标或未佩戴口罩者不能入园

2、游客入园须核验本人身份证明

方能验票入园，一人一票一证，外省来琼
人员还需提供居住地社区开具的隔离14
天证明方可入园

3、在排队和游玩时请戴好口罩，

保持一定距离（间隔1米以上）

在3月22日的发布会上，省旅文厅明确提出将从四个方面推动“海南人游海南”活动：

1、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
（2月22日恢复开园）
2、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3月9日恢复开园）
3、三亚蜈支洲岛景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4、三亚大小洞天景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5、三亚天涯海角景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6、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2月28日恢复开园）
7、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2月22日恢复开园）
8、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
（2月21日恢复开园）
9、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
（2月22日恢复开园）
10、三亚大东海旅游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11、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12、兴隆热带植物园
（2月25日恢复开园）
13、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14、三亚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
（2月24日恢复开园）
15、鹿回头风景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16、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2月21日恢复开园）
17、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2月21日恢复开园）
18、博鳌水城旅游景区
（2月22日恢复开园）
19、海南白石岭旅游景区
（2月22日恢复开园）
20、亚龙湾海底世界
（2月21日恢复开园）

全岛已恢复开园的
部分A级景区

1、海口冯塘绿园
（冯塘村）
2、海口连理枝渔家乐乡村旅游点
（山尾头村）
3、三亚抱龙森林公园
（抱龙村）
4、琼海北仍村乡村旅游点
（北仍村）
5、琼海沙美村乡村旅游点
（沙美村）
6、文昌好圣航天农庄
（好圣村）
7、乐东尖峰椰林湾农家乐
（尖峰镇）

全岛已恢复开园的
5椰级乡村点

近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景区游玩，
感受海洋魅力。 武昊 供图

近日，游客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游玩并拍照留念。
武昊 供图

近日，游客在琼海市嘉积镇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乘小火车观光。
蒙钟德 供图

近日，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景
区体验水上飞人项目。 武昊 供图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开园时间：3月20日 9:30
营业时间：周一至周五09:30-17:30

周六、周日09:00-18:00
这是一座全景式展现岛屿热带雨林野

生态，浓缩海南岛动植物精华的天然博物
馆。这里古木参天，藤蔓交织、奇花异草，
曲径清幽，不仅有各种奇珍异兽、珍稀植
物。在 2018 年 11 月 10 日更是迎来了 5 岁
的大熊猫兄弟“贡贡”和“舜舜”安家落户海
南岛，它们现在就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精心打造的“熊猫世界”等待大家！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开园时间：3月19日
营业时间：08：30—17：30
售票截止时间：17：00
槟榔谷是我国首家民族文化型5A级景

区。景区以海南黎族苗族原生态文化为主
题，集文化展示、旅游观光和民俗文化体验
为一体，由非遗村、甘什黎村、雨林苗寨、田
野黎家、《槟榔·古韵》大型实景演出、兰花小
木屋、黎苗风味美食街七大文化体验区构
成，风景秀丽，文化魅力十足。景区内还展
示了十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黎
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保护名录。

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道镇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内

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
开园时间：3月19日
营业时间：09：00－17：00
铜鼓岭主峰海拔338米，是海南岛最东

端最著名的临海山岭，素有“琼东第一峰”
之称，其三面环海，地貌奇特，植被繁茂，伴
随主峰连绵起伏有18座大小不同的峰岭，
形似坐镇边疆的卧虎，又如大海中崛起的
蛟龙，气势磅薄。铜鼓岭处在海岛与海洋
的交汇处，受热带海洋季风型气候的影响，
时有云雾缭绕，植被丰茂，多种国家级植物
及野生动物身居其中，空气中负氧离子含
量高，被称为海南东部的天然氧吧。

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境内，距文
昌市区28公里

海南（定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开园时间：3月14日
营业时间：08:00—18:00
文笔峰位于海南省定安县的中部，它平

地拔起，山色秀美，为海南省著名景点之
一。文笔峰从山腰至山顶主要由玄武岩和
片理岩组成，山上植被茂盛，山顶常有云雾
缭绕。文笔峰虽然没有华山之险峻、青城之
清幽，却有翠竹之挺秀，松柏之常青。主殿
堂玉蟾阁敬奉南宗五祖白玉蟾，基本造型为
八角形楼阁，其飞檐、重檐辅之以灯光，在夜
间可以见到道经所述天宫“八角垂芒”的景
象，其建筑风格为玉蟾宫建筑的特色代表。

地址：海南省定安县龙湖镇丁湖路（即东
线高速路41公里龙湖出口西行3公里处）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开园时间：3月6日
营业时间：08：30—17：00
呀诺达雨林藏在北纬 18°的世外桃

源，坐拥天然的自然屏障，隔绝人世的风雨
喧嚣，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造就雨林的万
般不可思议 。在呀诺达雨林，您可以绕着

木栈道走走停停，可以细嗅微风里的兰花
香，可以聆听历经岁月的雨林故事，可以感
受雨林蓬勃的朝气，可以尽情地在雨林里
深呼吸。

地址：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道镇三道农场

海南东山岭风景区
开园时间：3月5日
营业时间：08：30—17：30
售票截止时间：16：30
东山岭海拔184米，坐拥旖旎的美景、

漫山的奇石、丰富的物产，被誉为“海南第
一山”。岭上奇石遍布，摩崖石刻众多，著
名的“东山八景”不仅壮观惊奇，还有着传
奇故事，充满文化气息。

地址：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以东2公
里处

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开园时间：2月21日
营业时间：08:00—18:00
登高望远，三亚的山、海、城、天、树、鸟

和兽等独特的自然景观一览无余，在凤凰
岭上也能游遍天涯海角。凤凰岭上的原始
森林是国家重点生态保护林，是地处北纬
18°的真正热带森林。踱步森林中，能让
游客感受阵阵清新凉意。在这里，游客可
卸下尘世的纷扰，穿越森林，呼吸最清新的
空气，畅享休闲的快乐时光。山顶公园中
延伸出一条总长约2公里可供游客观光的
森林步道，漫步于负离子高达1000多个含
量的“热带森林”中，让您尽享大自然带来
的舒适愉悦。

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狗岭路

A03 专题

游客在呀诺达景区体验秋千项目。
武昊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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