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圈”依托 ⇓
将全省作为一个整体科学规

划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城乡和陆
海协调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两极”引领 ⇓
以“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

济圈与“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为
南北两极，充分发挥两极在全

省休闲渔业发展中的引领示
范作用。

“三区”联动 ⇓
海南岛东西部沿海市

县与中部内陆市县，作为
两翼协同、中部辅助的休

闲渔业发展推进区。

“一点”探索 ⇓
选择若干适宜的岛

屿与海域开展试点，探
索休闲渔业的新型发

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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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我们休闲海钓项目一共
卖出144张票，其中‘休闲网箱海钓’就
卖了121张，简直成了疫情期间公司的

‘自救神器’！”7月10日，三亚天涯海角
景区负责运营海钓项目的海之燕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春永边忙着给
公司员工发奖励微信红包边介绍道，今
年2月20日起，景区恢复营业，休闲网
箱海钓项目成了接待海钓游客的主力
产品，“每天进景区游客约1000人，休
闲网箱海钓项目接待客人60人至150
人，接待率达5%至15%。”

王春永所说的休闲网箱海钓项
目，是该公司去年底投资建设的新项
目，网箱周长80米，并投放1万尾金
鲳鱼。游客乘坐快艇可在网箱上进
行海钓，“这个项目吸引很多普通的
海钓爱好者，无需再跋涉远海垂钓就
可以‘秒中’，收获满满。此外，最让
我意外的是，其产生的生态效益远大
于经济效益，投放金鲳鱼后，竟引来
周边许多‘傻瓜鱼’在此安家，成了它
们的‘育儿所’！”

早在10年前，王春永就开始开拓
休闲海钓旅游市场，随后依托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度假区、天涯海角景区的优质
客源和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打造三亚
海钓体验基地，截至2019年底，该公司
已累计接待海钓客人约22万人次。

“我十分看好休闲海钓旅游前景，接
下来还准备再投资5万元加固网箱海钓
的船锚，加大抗台风性能，吸引更多游
客。”王春永说，经过多年探索，公司多方
位发展游艇海钓、休闲网箱垂钓、海钓餐
厅等休闲渔业产业。

休闲渔业的发展也有力带动当地
渔民的转产转业。“今天的浪有点大，船船
有点晃，如果是在风平浪静时进行海
钓，是十分惬意的事。”今年55岁的船
长黎良金是三亚天涯区渔民，在游艇上
边驾驶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一个浪
涌都要踩准，船才能保持平稳。“我转产
转业快7年了，现在月薪9000元。随
着自贸港建设提速，政府越来越重视休
闲渔业发展，由此带来的相关岗位也会
越来越多。我们渔民最懂大海的脾气，
假以时日进行相关培训，一定能为自贸
港建设贡献力量！”

据王春永介绍，公司雇佣三亚天涯
区附近村庄的9位渔民，从事水手、船长
等岗位，月薪从4000元到9000元不等。

“海南具有发展海钓旅游无可比
拟的先天优势，光近海就有鱼类600
多种，气候条件优良，一年四季都适合
开展各种休闲垂钓体验。”海钓旅游
专家江伟华介绍，海南四面环海，钓
场众多，环岛钓场有130余处，钓
点达上千个，其中还有国际钓
鱼协会（IGFA）认定的“世界
第三大海钓钓场（七洲列
岛—大洲岛）”，生物多样
性及生态系统结构相
对稳定，具有引进国
际高层次海钓比
赛的先决条件。

“我从来没有坐过游艇，也很想体验一下游艇海钓，虽然有点晕船，
但乘风破浪是一种很‘飒’的体验！”7月10日，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来
自广西的游客陈景山在游艇上摆好姿势拍照。随着游艇缓缓在海钓区
停下，他和其他游客纷纷拿起渔具，体验游艇海钓乐趣。

游艇海钓是我省发展休闲渔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海南省休闲渔业
发展规划（2019－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海南要构建“一
圈、两极、三区、一点”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热带休闲渔业发展格局。《海
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支持海南加快探
索休闲渔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发展游艇游钓”。

今年以来，随着自贸港建设步伐的加快，我省游艇海钓、渔文化旅
游体验、海钓赛事、渔业小镇建设等休闲渔业新业态成为新兴消费投资
热点，海南休闲渔业正在扬帆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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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县农业农
村部门相关负责人赴浙江调研休闲渔业发
展。“浙江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发展休闲
渔业，海南与浙江、山东等省份休闲渔业产
业发展差距大，起步晚，我们一定不能再走
弯路，要高起点、高站位。”省农业农村厅二
级巡视员陈良表示，休闲渔业是新兴交叉产
业，涵盖一二三产业，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方向。通过推动休闲渔业产业化、品
牌化发展，促进各类要素集聚，使之成为乡
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将有效实现渔民就
业增收。另一方面，休闲渔业产业链条长，
新业态、新产品众多，是高质量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的现实需要。

据介绍，近期，我省将加快推进《关于加
快推进休闲渔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海南省
休闲船舶海钓管理办法》《休闲渔业船舶检
验标准与管理办法》《海钓行为规范与准则》
等政策法规的出台，为休闲渔业的健康有序
发展保驾护航。

“接下来，我们将率先在海口、三亚、文
昌、万宁、琼海、陵水、乐东等市县结合实际
制定休闲渔业试点实施办法。”陈良表示，为
支持休闲渔业试点建设，省财政厅将投入
5000万元资金支持休闲渔业发展。目前，试
点各项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下一步，将加
快启动试点建设，形成试点经验，建立休闲
渔船检验、休闲垂钓、渔事体验、钓场认定等
生产操作规范及服务标准，确保发展有法可
依、管理有章可循，引导休闲渔业经营主体
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促进我省休闲渔
业安全、有序、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规划》，我省将谋划推进“五个一”
休闲渔业建设品牌工程，即创建认定一批全
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
园），创建一批海钓赛事基地，创建一批休闲
渔业小镇和美丽渔村，创建一批有影响力的
赛事节庆活动，投放一批清洁能源休闲渔
船。通过“五个一”品牌工程，培育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热带休闲渔业亮丽品牌。同时，截
至2025年，我省将培育和发展不低于7个休
闲渔业（海钓）特色小镇，创建不少于5个国
家级最美渔村、100个省级以上美丽渔村。
全省中远海中大型休闲渔船（专业海钓船）
达到150艘（含30米以上钢制渔船改造），近
海新型休闲渔业船舶（游钓船艇）改造新建
5000艘（8-30米复合材料），其中清洁能源
动力型3000艘。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规划》还指出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研究
制定休闲渔业在财政、土地使用、海域使用、
船艇改造、行政审批等方面的优惠扶持政
策”等。

海南休闲渔业正在扬帆启航，不久的将
来，将成为我省经济发展新引擎。

（本报三亚7月20日电）

异军突起
休闲海钓成老牌企业疫情
期间的“自救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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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偌大的海上休闲渔业平台上，
欣赏海天交融，品一品红酒，尝一尝海钓
大餐，开启美妙的海上休闲之旅……这或
许是不久的将来，游客在海南可以体验到
的新的休闲渔业消费场景。

“陵水具有一张现成的名片‘疍家
渔排’，但由于传统养殖渔业业态老化、餐
饮设施未进行升级，未能有效挖掘疍家休
闲渔业发展的潜力。”陵水黎族自治县钓
鱼协会会长符宗朝说，陵水应深度挖掘疍
家独特的渔业文化，通过搭建海上休闲渔
业平台等方式，为游客提供“吃、住、玩”一
条龙服务，让渔民当导游，带领游客体验
当地“赶海”“下网捕鱼”等安全系数高的
休闲渔业活动，让传统渔业文化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符宗朝说，生活在新村港的疍家人
已在当地住了上百年，他们以舟为家、视
水为陆、打鱼为生、浮生江海，“乘着自贸
港建设的东风，期待我省休闲渔业相关
政策落地后，我希望通过‘企业+合作
社’模式发展休闲渔业，大力带动当地渔
民转产转业。”

江伟华表示，千年来海南形成了独特
的渔业文化，如潭门108兄弟公祭海、儋州
调声、陵水疍家文化等，深挖这些传统的
渔业文化、民俗风情，将为休闲渔业的发
展带来新的突破。

不仅是海南独特的渔业文化受到投
资者的青睐，不少企业也看中海钓赛事的
发展前景。

登上三亚鑫马休闲渔业发展有限公
司旗下的“鑫马一号”渔船，船长60米，
由钢质渔船改装升级，有33个房间，有
32个标准钓位，未来能满足50名钓客海
钓需求。

“公司从4年前就开始布局休闲渔业
发展，目前已完成对船舶、码头、游客服务
中心的改造，接下来我们还将为三亚上千
名渔民进行转产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更
多的休闲渔业就业岗位。”三亚鑫马休闲
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腾表示，目前
公司十分期待我省休闲渔业相关方案细
则出台，计划在举办深海海钓赛事方面发
力，吸引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高端休闲游
客户。

全国人大代表王书茂表示，琼海潭门
广大渔民非常拥护发展休闲渔业的方针
政策，截至今年5月已成立了5家渔民经
济专业合作社，现加入合作社的渔民超过
1300人，占潭门传统渔民的60%以上，其
中船长67人、轮机长59人，为潭门休闲渔
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同时，5家渔民合
作社引进资金，成立了专门的休闲渔业运
营公司“荣耀海洋运动俱乐部公司”，为合
作社进行服务和进行市场化运营，做好渔
民转产技能业培训。

此外，《海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提出，建设10个渔业风
情小镇和30个美丽渔村的战略目标，将给
渔民转产转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2018年以来，我省积极推动琼海潭门
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转业，打造渔业风情
小镇。支持琼海、临高、乐东、儋州等渔业
市县在渔业文化比较浓厚、渔业风情比较
突出、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渔业乡镇推动
渔业风情乡镇和美丽渔村建设，并大力发
展渔村生态渔业，积极推进美丽渔村旅游
示范区建设。

据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
至4月，渔业小镇、渔业和旅游小镇完成投
资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235.7%、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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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乘坐游艇出海海钓。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7月10日，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游客在网箱养殖场海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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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热市场 渔业小镇、海钓赛事掀起投资、消费热潮

全省布局
海南将新建一批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