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气渐旺
乡村游释放消费热情

“最近两个周，来游玩的人越来
越多。”3月初以来，龙寿洋村党支部
书记李树的微信朋友圈，几乎每天
都在转发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的
《开园公告》。

李树介绍，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作为琼海市老牌“网红”旅游目的
地，已经颇具知名度，随着《开园公
告》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广而告之”，游人也纷至沓来。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每天入园人数
均超过千人。

乡村游对乡村和村民意味着
什么？在龙寿村就能找到很好的
答案。

龙寿村位于嘉积镇城区外围，
地理位置极佳。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经过几年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以

“优氧农业+生态田园旅游+美丽乡
村”为核心，构建“田园+花园+乐
园+学园”完整产业链的开发模式，
乡村旅游收入一直是龙寿村集体经
济收入及扶贫分红的来源。“园区里
有农家乐、农产品销售区、品茶区等
消费项目，游客来了，就带动了消
费。”李树说。

“除了位于鱼良村的七星伴月
乡村景区，今年裕山村的千株樱花
盛开，进一步丰富塔洋镇乡村旅游

产品，游客热情很高，不仅能赏美景
品美食，还能带走农产品，带动本地
农产品消费，促农增收。”琼海塔洋
镇委书记叶厉豪介绍，该镇举办的

“农夫市集”活动，通过创新活动内
容，以发放代金券等丰富多样的形
式促销，全力拉动旅游消费，也让游
客的乡村游有更多的乐趣。

琼海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指出，
《重振计划》的出台对我省旅游发展
来说是一股强劲动力，其中第十七条
提出的倡导、刺激乡村旅游，引发海
南乡村游的热潮，促进消费扶贫，已
经在琼海多个美丽乡村相继显效。

商机“久违”
宅家更渴望亲近自然

日前，三亚市民王艳娇自驾到吉
阳区大茅村，带着家人参加三亚市举
办的“春意盎然·瓜果飘香”三亚乡村
旅游采摘节。活动现场开设了芒果、
番茄、沙拉菜、百香果等采摘区，还有
诸多体验项目，如草地放风筝、参观
生态博物馆、参与拓展项目等。

让王艳娇更为称赞的是，活动主
办方专门开通了美丽乡村旅游专线，
安排了两辆大巴车接送市民游客，在
规定时间内抵达活动现场的市民游
客，每人还可领取一份小礼品。

不仅是三亚、琼海，当前我省多
个市县均推出乡村游旅游活动。在
澄迈县，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9家椰

级乡村旅游点在政府引导下陆续开
放，并迎来游客高峰期。当地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鼓激发旅游业复苏，
特别是支持乡村旅游点完善各类设
施建设。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
健生认为，疫情让亿万国人变“宅”
了，在消费心理、消费行为和内容及
结构上也将发生变化，游客将更在意
旅游景区、目的地的“健康”“养生”等
元素。

山里有树，河里有水，家里有人，
田里有粮，园里有菜，栏里有肉……
乡村体验所呈现出来的生活图景，也
将为更多人所喜爱。“这一切在未来
或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契机与
重要卖点。”王健生说，当前，各地政
府、企业都看到了“久违”的商机，乡
村游或将成为疫情过后旅游业复苏
的“爆发点”。

热度延续
升级与融合是大趋势

“如今乡村游，不仅要拼自然风
光，还要拼硬件设施、拼服务体验，让
游客真正能体会到乡村游的‘硬核’
产品。”龙寿洋万亩田野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贤铭说。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在今年2月，在政府牵头下，龙寿洋
园区做好防控，有序复工复产，优化
园内旅游服务功能布局和环境设计，

观光小火车等全新旅游项目建设一
刻不停歇，按照原有进度推出，使园
区摆脱了仅有“赏花拍照”功能、服务
单一的状况，朝打造5A级乡村生态
旅游景区迈进一步。

过去，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博学
村以高端民宿吸引了众多岛外游人，
然而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过后民宿
经营低迷。但博学村民宿的创办人
陈统奎并不急，在他看来，疫情过后
的乡村游有着巨大的生机。

早在前几年，陈统奎已经意识到
未来人们“久在樊笼里”，会产生“复
得返自然”的渴望，因而已经在民宿
周边种下荔枝、火龙果等果树。如
今，荔枝果实已经冒出了头，“就等5
月果子成熟，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好
转，届时博学村将会迎来大量游人。”
陈统奎对接下来的乡村旅游发展十
分看好，“疫情终将过去，春暖花开，
未来可期。”

“如何让乡村游长期‘火’下去，
产品提质升级、文旅融合是大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核心问题还是乡村旅
游产品的创新。这并非简单图新鲜、
凑热闹、瞎创意，而是必须立足于当
地特色资源，找准定位，在此基础上
进行创新，凸显生态、文化内涵，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民宿、田园康养、乡土
体验、创意农业、农耕研学、生态露营
等新产品形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乡
村旅游产品体系。

（本报嘉积3月29日电）

海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春暖花开，窝在家里时
间长了，一家人出来走一走，
感觉特别好！”3月28日，在
琼海市龙寿洋万亩田野公
园，游客路书云坐在园区刚
建好的旅游观光小火车上，
面对一望无际的花海，陶醉
其中。

日前，随着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我省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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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重振计划》），各市县积极
响应，助力旅游业恢复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调查发
现，众多的旅游业态中，短途
近郊的乡村游颇受青睐。各
地政府、企业也纷纷发力，通
过乡村游振兴乡村产业，促
进乡村休闲旅游消费增长，
打造乡村休闲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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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省短途近郊的乡村游受青睐

久宅斗室里 复得返自然

本报三亚 3月 29 日电 （记者
林诗婷）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
推进，在产品、服务、气候等多重优
势的助推下，三亚旅游市场逐渐回
暖，各涉旅企业也积极创新促销手
段，刺激旅游消费水平提升。3月
28日，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恢
复开园，当日接待游客量约 2500
人。同时，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
客房入住率也稳步爬升，当天入住
率约70%，入住的2400余人中，逾
八成为岛外游客。

目前，三亚·亚特兰蒂斯正逐
步复工复产，水族馆、水世界以及
部分餐厅等设施已恢复营业。同
时，该酒店积极提升产品品质与服
务水平，采取多元营销方式来刺激
消费，比如，与携程合作通过抖音

直播推介产品，当晚直播间累计观
看人数达51万人次，一个小时内销
售额约1025万元；创新推出“三天
两晚安心游”“奈苏日式料理餐厅
周末自助晚餐”“水世界儿童票9块
9畅玩”等产品。

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三亚采取与疫情形势相适应的防
控措施，在企业扶持、景区酒店改
造升级、营销推广方式创新等方面
发力，多举措推动旅游消费升级转
型。下一步，该市将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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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推广、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核心吸引物、加大金融扶持政
策力度等方面持续发力，推进旅游
业复兴发展。

旅游市场渐回暖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入住率攀升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韦雪梅

3月29日，天气晴朗，春风拂面，
正是春游赏花的好日子。儋州市蓝
洋樱花庄园，白色、红色、粉红色的热
带樱花开满枝头，与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构成美丽的图画。众多游客前
来品樱花淡雅清香，看花瓣随风起
舞，儋州人游儋州旺了新景点。

蓝洋樱花庄园是海南农垦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共享农庄的配套
项目，占地仅70余亩，是一座“袖珍”
樱花园，栽种“泰国樱花”热带花旗木
树苗共500余株，去年只有一部分樱
花树开花，没有对外营业。经过精心
养护，今年樱花树几乎全部开花，花
期将持续2个月。

儋州市推出疫后重振旅游计划，
鼓励儋州人游儋州。3月26日，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24小时》栏
目报道了蓝洋樱花庄园的樱花美景，
更是让距离儋州市区仅10多公里的
蓝洋樱花庄园知名度大增。

蓝洋樱花庄园3月15日开始对
外试营业，每天到此赏花的市民游客
在千人左右。经过央视报道，樱花美
景刷爆儋州市民的微信朋友圈。“很
多原本不知道蓝洋樱花庄园的市民
看了相关报道后慕名而来，近两日的

游客量也快速增长，园区越来越热
闹。”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郑夏鸿说。

“看到微信朋友圈都在刷樱花，
清明假期我一定带家人回去看看。”
在海口上班的韦燕说，没想到家乡还
有这么一个樱花盛开的美丽景点，他
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赏花。

“蓝洋樱花庄园只是蓝洋温泉共
享农庄很小的一个配套项目，正在建

设之中的是蓝洋温泉共享农庄，更值
得市民游客期待。”郑夏鸿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蓝洋温泉共享农庄规划占
地面积5600亩，计划总投资46亿元。

据悉，蓝洋樱花庄园的樱花树有
两个品种，一个品种的花期是每年2
月至5月；另一个品种的花期是4月
至7月。蓝洋樱花庄园将于3月30
日开始按照有关规定收取门票。

（本报那大3月29日电）

央视打“广告”，儋州人游儋州旺了新景点

“袖珍”樱花园“网红”打卡地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专题
交流会，专家学者建言金融发展——

海南金融机构要注重
零售业务国际化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陈薇）3月28日下午，由海南改革发展研究基金
会主办的“疫情会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吗？——
对中国的启示”专题交流会在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
目前为止，尽管美国和全球出现巨幅金融市场动
荡，但就其性质而言，还是与2008年以快速去杠
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有所区别的。而保障包括经
济金融在内的全球安全最好的办法是国际社会联
手抗疫，尽快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专家学者们还与我省金融监管部门、各主要
金融机构高管就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走势、金融监
管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商业银行与小微企业应
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金融安排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曹远征建议，海南金融机构把握自贸
港建设机遇，把金融产品更多往服务上转移，更加
注重零售业务、客户的国际化，提供信贷、保险等
复合型金融服务产品，充分发挥私人银行功能，并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海南健康、教育等产业，让金融
服务有更多的附加值。

昌江今年拟安排
69个县重点项目

本报石碌3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海南日报记者3月29日从昌江黎族自
治县县委、县政府获悉，今年拟安排县重点项目
69个，比2019年数量增加5个，总投资614.2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9.4 亿元，比 2019 年增加
6%。其中，省重点项目2个，即海南昌江核电二
期和核电小堆项目，总投资424.5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14.8亿元。

重点项目建设事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
生福祉。近两年来，昌江全力推动优化营商环
境“17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8条”等措施
落实，争取了一批批重大项目相继在昌江落地
开工，为该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
大引擎。

昌江县委、县政府要求，要深化县级领导干
部联系服务企业和企业联络员制度，相关单位
要高度重视，落实好责任，相互沟通协调，主动
对接，紧抓服务工作，争取项目按期开工。加快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遴选一批高质量的集中开
工和签约项目，保证项目“实打实”落地。

海南今年首批出口鱼苗装船出海

秀英边检站“移动办检”
保障复产企业出口创汇

本报万城3月29日电（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朱晨鹏 通讯员刘超）3月27日上午，满载着15万
尾章雄鱼苗的日本籍渔船“第五十八真好丸”号从
万宁大洲岛水域启程，前往日本，拉开了今年我省
鱼苗出口创汇序幕。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秀
英边检站通过申报信息掌上办、数据筛查降风险、
简化手续缩时间，保障了我省今年首批鱼苗顺利
出境。

27日上午10时许，秀英边检站4名民警穿戴
防护装备，从万宁乌场临时开放点乘坐快艇前往
大洲岛水域渔排，将检查窗口从开放渔港口前移
至渔排装卸点，登上渔船开展船体检查、人证对照
等查验工作，现场办理《搭靠外轮许可证》《登轮许
可证》等手续。从该船停靠渔排、装卸作业到办结
通关手续，全程仅用两小时。

“严防疫情输入是底线，缩短通关时间是根本
目标，对于鱼苗养殖复工复产企业来说，争取时间
就是保障效益。”秀英边检站站长林添雄说，该站
提前部署、深入调研，综合分析海上流动渔排养殖
特点和服务对象的通关需求，积极与海关检疫等
联检部门沟通合作，根据鱼苗出口季节性、时效性
和鲜活性的实际，实施App电子申报、无人机接
送船、电子轨迹筛查、检查窗口前移等便利措施，
在严密口岸安全管控的同时，最大限度提高了鱼
苗船的通关效率。

“边检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渔船办检程
序，大幅缩短了鱼苗装运时间，提高了鱼苗存活
率，降低了货主、船方的经济损失，为我们解决
了实际问题。”海南章鸿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宋
小刚说。

据了解，此次鱼苗出口创汇80多万美元，近
期将陆续有20多个航次，预计总出口鱼苗逾400
万尾，有望创汇2100多万美元。

本报海口3月29日讯（记者张
期望）3月29日上午，海口东寨港大
道北段工程完工投入使用，标志着东
寨港大道全线通车，江东新区新增一
条南北走向城市主干道。

东寨港大道北段工程，南起东寨
港大道与校际五路的交叉口，北至江
东大道二期，全长约1676米，规划宽
40米，双向4车道。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道路、桥涵、排水、照明及绿化
工程等。

3月2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东寨港大道北段道路已铺
上了沥青，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全部
设置完毕，道路绿化工程和路灯等配
套设施均已投入使用。

“随着北段工程完工，东寨港大道
全线通车，该路是江东大道至美兰机
场联络线，将成为江东新区南北走向
交通大动脉。”海口东寨港大道北段工
程施工单位海口太平洋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锦红介绍，该路建成通车后，
江东新区路网进一步织密，沿线居民
出行更方便，有助于促进江东新区区
域协调发展。

海口东寨港大道全线通车
连接江东大道和美兰机场，为江东新区南北走向大动脉

东方市500万元以上
固投项目复工率98%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东方市在建的500万
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56个（不含房地产项
目），截至3月26日，55个项目已复工，复工率
98.2%，满负荷工人数 7168 人，到岗复工人数
6033人，工人到岗率84.2%，全市复工复产工作
稳步推进。

为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东方市多举措、多
渠道化解用工荒问题。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根据企业的需求，做好跟踪服务，当
好企业复工复产的“服务员”，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稳步推进复工复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3月29日，俯瞰东寨港大道北段。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