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王凤龙

A07 专题 关注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海南人游海南 大 三 亚 篇

大三亚“岛民计划”
旅游产品信息汇总表

企业名称

圆核秀都文
旅发展（三
亚）有限公司

三亚亚龙湾
雅阁温泉度

假酒店

三亚亚特兰
蒂斯C秀

三亚亚龙湾
万豪度假
酒店

三亚亚龙湾
红树林度假

酒店

三亚金棕榈
度假酒店

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

三亚湾海居
铂尔曼度假

酒店

海南绿城蓝
湾度假酒店

海南玫瑰谷
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清水湾假日
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湾
喜来登度假

酒店

三亚万丽
度假酒店

海南石梅湾
艾美度假酒店

三亚海棠湾
君悦酒店

三亚希尔顿
花园酒店

三亚银泰阳
光度假酒店

三亚原之宿
酒店

产品详细信息

1、景区名称：秀都魔幻
2、地址：三亚市吉阳区龙溪路 11号
三亚秀都（原亚龙湾会议中心）

3、活动产品：普通席（岛民专享）原
价 288，岛民特惠 100，使用有效期
至 2020年 9月 30日，岛民可使用海
南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海南社保卡
三个证件之一购买使用

房型：雅阁大床房 288元
雅阁双人套 388元
雅阁四人套 550元

1、岛民促销 99 购 1 大 1 小亲子套
票，儿童身高1.4米以下
2、限量秒杀1元票

海南本地居民及海南旅游同业人
员，凭海南身份证或旅游行业工作
证即可享受：
景观房：不含早特惠价 599/699 平
时周末；含早价格: +100/间/晚
餐饮享受7折优惠（套餐和特价食品
酒水除外）
免费延迟退房至下午14:00
活动有效期至：2020年 7月 16日（
暑假7月17日-8月30日除外）

318元双人海鲜火锅自助BBQ一次+
入住免升一级特权（最高升级至超
海小套房）或小火车（1大1小）2圈

318元双人招牌咖喱皇炒和乐蟹+马
拉盏农庄有机时蔬+泰国红宝石

持本人本岛身份证登记入住酒店的
岛民即可享受在原预定的房型基础
上免费升2级入住的优惠，并赠送酒
店双人鱼疗一次（酒店套房不参加
免费升级活动）。有效期截止至
2020年8月31日止。节假日均可适
用，团队客人不能适用此优惠活动。

稻田花海、恐龙奇幻景观门票 45元
或门+车套票70元优惠(仅限海南身
份证、工作证、社保卡购买）有效期
至2020年12月31日

产品一：普瑞思吧 BBQ烧烤海鲜火
锅自助晚餐买一送一。门市价：358
元/位，促销价：358元/2位，使用日
期：2020年6月1日-9月28日（劳动
节 2020年 04月 30日-2020年 05月
04日不可用）；
产品二：栖霞阁自助下午茶买一送
一。门市价：196元/位，促销价：138
元/2人，使用日期：2020年6月1日-
9 月 28 日（劳动节 2020 年 04 月 30
日-2020年05月04日不可用）；
产品三：60分钟全身放松体验按摩
体验买一送一。门市价：738元/位，
促销价：738元/2人，使用日期：2020
年6月1日-9月28日

58元优惠券优惠加购：
提前购买酒店 58元代金券，进店另
付 158元每晚即可入住高级园景房
一间（不含早）。
使用日期：2020年 03月 05日-06月
30日

岛民福利，凭有效证件可享受 38元
门票+电瓶车（全年有效）

360元/1晚，针对本岛居民

有效期至2020.09.29，暑期节假日通
用，全程不加价
豪华海景房 1199元/2晚（可拆分），
含早餐+免税店折扣+718m2儿童乐
园+丰富店内娱乐

原价899元
“岛民“尊享 488元起/间/晚海南省
本地居民凭有效证件入住（身份证/
户口本/居住证/社保卡/学生证）

爱的会籍 599元起/晚含双早+滑板
冲浪+春光礼盒等

预定日期：即日起至2020年7月
31日
入住时期：2020年 3月 15日至 2020
年7月31日
客房尊享 15% 折扣，包含嘉宾轩行
政礼遇

“希”氧吧999元组合套餐

两天一晚套餐，688元含酒店海景房
住宿及蜈支洲岛或千古情门票两
张，有效期至6月30日

两天一晚套餐，488元含酒店高级房
住宿及蜈支洲岛或千古情门票两
张，有效期至7月30日

“我自己抢购了不少三亚的高星
级度假酒店，有鸟巢度假村的，康年酒
店的，听说最近不少网红都在三亚体
验度假，说不定就可以遇上一两个。”
祖籍西安的原女士已经长居海口多
年，每年都要接待不少到三亚旅游的
家乡亲朋好友，自己抢订完这些网红
酒店后，原女士还把抢购信息转发给
了岛外的朋友，不少朋友也跟着囤了

一些高星级酒店的客房。
然而，对不少岛内居民来说，虽然

这些国际品牌度假酒店就开在家门
口，每年都吸引不少岛外亲朋专程赶
来休闲度假，但自己去体验的机会相
对并不多。

天生丽质的“大三亚”旅游，即使放
在全国乃至世界，其旅游资源的丰富及
禀赋都是稀有的。这里有最美的大海，
还有最原生态的雨林。从美丽的三亚
大东海海滩搭乘景区直通车，仅一个小
时就可以来到位于保亭的呀诺达雨林

文化旅游区体验热带雨林风光。从蓝
天、大海、沙滩，到青山碧水，一蓝一绿，
蓝绿互动，带给游客的是两种最极致的
体验。很多游客在三亚感受椰风海韵，
再到保亭体验热带雨林风光以及海南
独特的黎族苗族文化民俗风情。即使
同样是美丽的滨海，三亚的海与陵水的
海、与乐东的海又不一样。在陵水的南
湾猴岛，这里不但可以体验人猴同乐，
还能够欣赏美丽的渔港风光；在乐东的
莺歌海盐场，壮观的晒盐场景让人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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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不知道有多少
岛外的亲朋好友，就是冲
着“大三亚”的美丽和浪漫
来到海南，让我们一次次
感受着“有朋自远方来”的
快乐。守着这么一个享誉
国内外的度假胜地，作为
岛主的我们，已经有多久
没去过了？三亚又新开了
哪些国际品牌的度假胜
地，陵水网红的呆呆岛在
哪里，保亭呀诺达的玻璃
栈道是不是要去体验一
下，岛外亲朋问起的乐东
莺歌海盐场得先去探探路
……在海南岛，要当一名
合格的东道主，了解和熟
悉“大三亚”是必备的待客
“技能”。宅家多时，在这
个特殊的春日里，很多岛
民发现，美丽的“大三亚”
就是岛主们惬意的后花
园。从景区到各大酒店，
现在纷纷推出花样繁多的
“岛民计划”，让岛主们可
以轻松享受国际顶级酒店
的一流服务。

在我省刚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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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提出要“激发
大众旅游热情，有序释放
消费潜力”。开展“海南人
游海南”活动被作为重振
市场的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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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知名
的休闲度假目的地，以三
亚为核心的大三亚旅游
圈，从海棠湾到亚龙湾再
到三亚湾，众多高星级度
假酒店推出了专门针对岛
民的优惠措施。呀诺达等
景区则面向岛民发售年
票，让本岛居民能够轻松
享受到家门前的一流旅游
设施和度假体验。一度
“暂停”的旅游消费，正在
海南人游海南的热情中被
重启加速。正在全力推进
中的海南自贸港建设，让
这个美丽的海岛显现出别
样的生机与活力。

抢到“早鸟价”的岛主
们，这些天已经先行一步，
赶到大三亚体验中国一流
的休闲度假。

这里有多彩独特的黎族苗族文
化，这里有充满热带风情的尖峰岭国
家森林公园，还有我国南方最大的莺
歌海盐场，以及神奇独特的毛公山自
然景观和古海遗迹景观……乐东不仅
好玩，还是个盛产美食的地方。这里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它获得了“天然温

室”“热作宝地”“绿色宝库”等美称。
乐东之乐，乐在山海。乐山，这里

的尖峰岭拥有全国整片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好、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的原始热
带雨林；乐海，这里有长达84公里的海
岸线，自东南向西北依次分布了龙栖
湾、龙腾湾、龙沐湾等3个美丽海湾。

乐东之乐，乐在风情。乐东现有
黎族、苗族人口19万之多，保留着很
多质朴淳厚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
如黎苗“三月三”、黎苗歌舞、黎家婚礼
等。心灵手巧的少数民族同胞，创造
了黎族工艺品、织锦刺绣、剪纸艺术等
特色工艺，值得来亲自体验一番。

有人说，三亚一定是最受大自然宠
爱的孩子。否则，怎么会把宜人的气
候、清新的空气、和煦的阳光、湛蓝的海
水、柔和的沙滩、风情万种的美女、美味
的海鲜……都赐予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呢？被称为“东方夏威夷”的三亚，位居
中国四大一线旅游城市“三威杭厦”之
首，拥有着美丽非凡的海滨风光。

难怪每到寒冬季节，很多人将三

亚作为避寒的乐土。它是中国空气质
量最好的城市、全国最长寿地区之一，
居民平均寿命80岁，被联合国誉为

“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在
三亚长达209.1公里的海岸线上，形
成了各有佳景的19个大小港湾。主
要港口有三亚港、榆林港、南山港、铁
炉港、六道港等。海湾则有三亚湾、海
棠湾、亚龙湾、崖州湾、大东海湾、月亮

湾等。
三亚是一座用碧海蓝天融化人心

的城市。可以赤足走过蜈支洲的细白
沙滩；可以换上潜水服，潜入碧海的深
处；可以仰望南山寺的巨型海上观音
像；可以倾听天涯海角的美丽传说；可
以在五星级酒店听着乐队的演奏，品
尝各种自助美食，也可以在海鲜加工
店大快朵颐，吃各种生猛海鲜……

世界上仅有的“会唱歌”的三个沙滩
之一，中国仅此一个，而上天将它赐予了
美丽的陵水。陵水的清水湾，由于海沙
极细腻，走在沙滩上发出银铃般清脆的

“唱歌声”，被誉为“会唱歌的沙滩”。

陵水的分界洲岛、牛岭是海南岛
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站在牛岭上，常
常可以看到如此的奇观：夏季岭北大
雨滂沱，岭南却是阳光灿烂；冬季岭北
阴郁一片，而岭南却是阳光明媚。到

陵水，从来不缺少新奇的发现，到这里
的海湾、沙滩、岛屿、椰林、原始森林、
瀑布、温泉间开始一次探索之旅吧！
椰风与海韵，古典与神奇，民俗和民
风，都交汇在这样美丽又迷人的陵水。

美丽三亚 浪漫天涯

美丽陵水 珍珠海岸

在海南，有一片世外桃源一样
的地方，就是保亭。这里森林覆盖
率达到 81.5%，负氧离子每立方厘
米在 8000 个以上，人们夸这里“温
而不热、凉而不寒、爽而不燥、润而
不潮”。保亭被称为“中国最美休

闲旅游名县”“最具民俗文化特色
旅游目的地”“中国最佳文化生态
旅游目的地”“中国最佳绿色旅游
名县”“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这里不仅保存着优质的森林资
源，还保存着黎族人民创造的丰富

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中
华民族文化艺术中璀璨的一笔。
来到保亭，心就不禁沉醉在这里
的原始森林、温泉、石林奇峰、天
然溶洞等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族
风情中。

雨林温泉 奇境保亭

山海互动 多彩乐东

三亚蜈支洲岛水上运动。 武昊 供图

美丽的保亭七仙岭。 袁才 供图

游客在陵水分界洲岛学习潜水。 武昊 童国强 供图

乐东少数民族群众跳竹竿舞。 武昊 供图

丰富的滨海旅游资源
让三亚受各地游客欢迎。

三亚旅文局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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