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旅游重要
构成要素，保亭的美食资源非常丰富。

说起保亭美食，不得不提到保亭
特色农家乐。保亭的农家乐项目
选址清幽、装饰上独具黎族苗族
农家风情，菜品则多取材于地
道的农家，给人带来了不一
样的农家美食体验。

部分农家乐还有黎
家竹筒饭、苗家三色饭
等特色黎族苗族美食。

在温泉水中泡成的温泉蛋
别有一番滋味，蛋白已煮硬，

内中的蛋黄却是还保持半流体性质。
保亭多渠道整合营销，提升保亭

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的美誉度和知名
度。利用保亭政府网及微信公众号推
介县域内精品旅游线路、美食、特色旅
游小商品、旅游资源及文体活动等相关
信息；利用省内主流媒体平台开展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主题宣传，打响首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金字招牌荣誉，对嬉
水节、红毛丹采摘季、全国群众登山活
动等重要节庆活动开展系列宣传推广；
积极参与“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营销活
动，在“深玩大三亚，旅游更精彩”的首

届大三亚旅游产品创新设计大赛中，保
亭有多个参赛产品获奖。

以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为契机拉
动保亭旅游消费增长。去年10月至
今年9月，保亭推出60项丰富多彩的
旅游消费活动，着力推动形成以“文娱
节庆+旅游”“民俗文化+旅游”“体育
赛事+旅游”“夜间消费+旅游”的文旅
融合产业链。联合全县A级旅游景区
推出售价9.9元的“保亭旅游年卡”，抓
住“海南人游海南”主题活动启动岛内
市场的契机，将温泉酒店、水果采摘、
黎族苗族美食等优质的旅游资源整合

打包，推出乡村田园观光、康养、户外
探索等多主题的旅游线路，满足不同
层次的游客消费需求。截至今年9月
20日，年卡累计销售87612张。

基于保亭良好的旅游基础设施、丰
富多样的旅游产品和高品质的旅游服
务，去年，保亭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县之一，这是对保亭旅游工作的高
度肯定。入选示范区以来，保亭全域旅
游产品多元化、精细化特色突显，保亭
旅游品牌、城市品牌形象日渐突出。

（本版策划/易建阳 撰稿/易建阳
郭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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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旅游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多样，旅游服务水平和能力不断升级

民族风情醉游人 雨林温泉入梦来

保亭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
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建成了2个国家5A
级景区，分别是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和海南槟榔谷黎族苗族文化旅游
区，一个国家4A级景区——海南七仙
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另外，保亭还有
神玉岛文化园、茶溪谷等旅游景点以及
布隆赛、秀丽山庄、番庭村、合口书院、
八村绿水画廊等一批乡村旅游点。

保亭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通
过近年来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和“五网”

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县域内所有行政
村都已通水泥路，村庄环境优美。

据介绍，近两年，保亭完善了全域
旅游标识系统及全域旅游村庄标识牌
建设，对全县导行标识牌进行统一规
划设计，在县城主要街道、车站和旅游
景区、宾馆酒店、乡村旅游点等设置中
英俄韩四国语言对照标识牌、导览图
及村庄标识牌。

保亭完成了什玲、保城、响水等地
区的观景台建设，实施七仙景观道改

造工程、全域旅游骑行绿道项目，还建
成新政、响水及大本驿站，并完善驿站
外围停车场及房车营地配套设施建
设，将发挥旅游驿站的功能，更好地宣
传展示保亭的旅游形象及旅游资源。

为加快社会投资项目建设，助力旅
游项目点线面打造，保亭对神玉文化园
旅游区等项目跟踪建设进度，同时积极
推动呀诺达探索（Discovery）旅游综合
体项目、甘工鸟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
进海棠山、探戈坞魔幻谷、海峡两岸旅

游区等精品旅游项目建设，提高保亭旅
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进一步完善
旅游功能，提高旅游设施配套，保亭近
年来加大旅游公厕的建设力度，“厕所
革命”从景区扩展到全域。

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部分自
驾游客、骑行爱好者纷纷深入保亭农
村，饱览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同
时，一些村民也主动参与到旅游服务中
来，开农家乐，办民宿，销售农副产品，
从旅游中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

山海互动，蓝绿相融。保亭的热
带雨林旅游独具特色。呀诺达景区依
托热带雨林资源，目前已建成雨林谷、
梦幻谷、三道谷等景观和呀诺达禅驿度
假酒店，涵盖哇哎噜玻璃观景平台、悬
崖观海秋千、高空滑索、踏瀑戏水、冰雪
奇境、雨林拓展、真人CS等多元体验，
是一个以“原始绿色生态”为主格调的
复合型生态文化区，也是一个融汇民俗
风情、观光娱乐、休闲体验、健康养生为
一体的大型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

槟榔谷景区主打黎族苗族文化旅
游，内有非遗村、甘什黎村、雨林苗寨等
九大文化体验区，风景秀丽，资源独特。

神玉岛景区打造“以文化为魂，
以旅游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创新
项目体系，开发具有核心竞争优势
的文化旅游拳头产品，从而形成以
文化为魂、健康为根、以人为本的

“快乐+健康”升级型幸福生活全生
态服务平台。

保亭七仙岭热带雨林温泉是海南

岛开发和保护最为完好的温泉之一，
享有“天下圣泉”的美誉，也是一处自
喷温泉，温泉水质软滑、清澈透明、无
色、无味，含有锌、锶、锂、溴等多种人
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具有清净肌肤、美
容、保健功效，正是“水滑洗凝脂”，被
称为“七仙美人泉”。

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是少有的既
有热带原始森林景观又有优质温泉的
旅游胜地。该公园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地貌景观壮观，水文、植物、气候旅

游资源俱全，还有众多的社会人文旅
游资源等，是一块集奇峰、温泉、风情、
田园、气候、森林为一体的大型生态旅
游吸引地。

保亭拥有海南七仙岭温泉高尔夫
球会、宁远高尔夫球会等多个高尔夫
球场，非常适宜都市人休闲度假养
生。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条件和自然
环境，让这里的高尔夫球场生长着品
质优良的草种，使游客的高尔夫体验
更加丰富。

旅游服务不断提质升级

旅游资源丰富产品多样

旅游设施逐步完善

神奇的热带雨
林，醉人的黎族苗
族风情，纯天然的
野溪温泉，再加上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近年来陆续
打造的一些美丽乡
村，使得该县拥有
独特的旅游资源和
丰富多样的旅游产
品，给游客提供了
多元化的旅游体
验。到保亭一游，
许多游客感慨“不
虚此行”。

近年来，保亭
秉承建设“雨林温
泉谧境，国际养生
家园”的发展理念，
以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宜养的全域旅游
示范县为抓手，不
断适应新环境、新
形势、新常态，完善
县域内旅游基础设
施。同时，保亭创
新旅游营销手段，
积极融入“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旅游
接待能力进一步增
强，旅游知名度和
美誉度不断提升。

保亭旅游年卡线路推荐

一、雨林温泉养生之旅（2条线
路）

①雨林静修养怡之旅（三天两
晚）

特色体验
1、入住雨林谧境温泉酒店。
2、随意体验酒店提供的静心禅

修、雨林养生瑜伽、养生太极、茶玉
禅香等养生活动。

3、品尝二十四节气养生餐。
4、文化授习，体验东方最古老

的强身术（太极、瑜伽）。
·推荐酒店：七仙岭君澜度假酒

店、雨林仙境酒店、荔苑温泉酒店、
七仙瑶池酒店、康乐温泉度假酒店、
龙湾珺唐酒店、神玉岛旅游度假区

②七仙岭温泉高尔夫体验之旅
（两天一晚）

特色体验
1、入住七仙岭温泉高尔夫球会

或特色温泉度假区酒店

2、面对秀丽巍峨的七仙岭尽情
体验山地高尔夫的神奇魅力

3、享用酒店天然温泉SPA、缓
解压力、放松心情

·推荐酒店：七仙岭高尔夫球
会、宁远高尔夫球会、雨林仙境酒
店、七仙瑶池酒店、康乐温泉度假酒
店、龙湾珺唐酒店、南美温泉山庄

二、热带雨林探险之旅（2条线
路）

①呀诺达雨林一天一晚深度体
验

特色体验
1、参观最原始的热带雨林香巴

拉，游览时间预计3小时至5小时。
2、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攀爬

急流瀑布体验踏步戏水的惊险刺
激。

3、体验哇哎噜玻璃观景平台、
悬崖观海秋千、高空滑索、雨林拓展

等新鲜刺激的探险雨林探险项目。
4、品尝呀诺达特色的雨林药

膳。
5、清晨起早，欣赏雨林日出。
6、景区配备专业多语种的电子

导游器进行全程讲解。
随意体验酒店提供的静心禅

修、雨林养生瑜伽、养生太极、茶玉
禅香等养生活动。

·推荐酒店：呀诺达雨林一号度
假酒店、雅布伦田园休闲山庄、布隆
赛乡村文化旅游区

②七仙岭热带雨林探奇一日游
特色体验
1、登高望远，既可享受登山的

乐趣，又可观赏秀丽的山水风光。
2、登高攀岩、体验丛林旱滑道

和玻璃水滑道。
3、在七仙岭山脚，即可在温泉

中沐浴，又可在什那溪暖流中游泳。
4、品尝二十四节气养生餐。

5、文化授习，体验东方古老的
强身术（太极、瑜伽）。

三、黎族苗族风俗风情之旅
黎族苗族山野文化体验之旅

（两天一晚）
特色体验：
1、游览海南槟榔谷黎族苗族文

化旅游区，驻足非遗村，体验黎村、
苗寨、看黎族阿婆精美刺绣、了解黎
锦厚重的历史文化渊源、享用黎族
波隆原味养生美食。

2、参加黎族传统打年糕、竹筒
饭制作。

3、体验刺激的田野卡丁车、观
看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韵》）

·推荐酒店：槟榔谷兰花客栈、
田园客栈

四、美丽乡村自驾之旅
田园风光，黎乡野趣之旅（两天

一晚）
特色体验：
1、入住七仙岭雨林温泉酒店豪

华客房，品尝黎族苗族特色养生餐、
新鲜时令热带水果、享用酒店室内
外纯野溪温泉，体验五行温泉、本地
特色药浴温泉。

·推荐酒店：七仙岭君澜度假
酒店、雨林仙境温泉度假酒店、龙
湾珺唐酒店、荔苑温泉酒店、南美
温泉山庄

2、在黎族苗族农家乐采摘基地
体验寓教于乐的采摘过程，欢享当
季鲜果。

3、在保亭特色农家乐逛农家山
庄，享黎族苗族美食，临水垂钓、棋
牌娱乐、山林徒步、充分感受田园风
光，山野风情。

·推荐农家乐：秀丽山庄、隆滨休
闲农庄、七仙农家乐、阿清嫂农家乐。

(易建阳 郭羽佳 整理）

保亭经典旅游线路推荐

线路一
三亚-保亭（海渝中线）
（一）三天两晚游
第一天：上午槟榔谷黎族苗族文化旅游区

（体验刺激的田野卡丁车、感受厚重的黎族苗族
文化、观看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韵》）→下午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雨林观光、踏瀑戏水、
高空滑索）→晚上入住七仙岭旅游度假区温泉
酒店（享受宁静雨林、野溪温泉）

第二天：上午七仙岭景区（登高攀岩、体验
丛林旱滑道和玻璃水滑道）→下午神玉岛旅游
度假区（饱览湖光山色、漫步雨林栈道）→晚上
入住神玉岛旅游度假区（品尝黎族苗族特色美
食、享私密宁静夜晚）或七仙岭旅游度假区温泉
酒店（享受宁静雨林、野溪温泉）

第三天：上午茶溪谷景区（感受云上茶场，
漫步恐龙谷解密侏罗纪）→返程

（二）一日游
上午槟榔谷黎族苗族文化旅游区（体验刺激

的田野卡丁车、感受厚重的黎族苗族文化、观看
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韵》）→下午神玉岛旅游
度假区（饱览湖光山色、漫步雨林栈道）→返程

线路二
海口-保亭（中线高速）
第一天：下午茶溪谷景区（感受云上茶场，

漫步恐龙谷解密侏罗纪）或神玉岛旅游度假区
（饱览湖光山色、漫步雨林栈道）→晚上入住神
玉岛旅游度假区（品尝黎族苗族特色美食、享私
密宁静夜晚）或七仙岭旅游度假区温泉酒店（享
受宁静雨林、野溪温泉）

第二天：入住七仙岭旅游度假区温泉酒店，
上午七仙岭景区（登高攀岩、体验丛林旱滑道和
玻璃水滑道）→下午前往槟榔谷黎族苗族文化
旅游区（体验刺激的田野卡丁车、感受厚重的黎
族苗族文化、观看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
韵》）→晚上入住槟榔谷兰花客栈（贴近黎族苗
族人民原始生活）或赴三亚（距28公里）

线路三
海口-陵水-保亭（东线高速）
第一天：中午到达七仙岭旅游度假区，入住

七仙岭旅游度假区温泉酒店（享受宁静雨林、野
溪温泉、体验黎族苗族美食）

第二天：
线路1：上午槟榔谷黎族苗族文化旅游区

（体验刺激的田野卡丁车、感受黎族苗族文化、
观看大型实景演出《槟榔·古韵》）→返程

线路2：上午神玉岛旅游度假区（饱览湖光
山色、漫步雨林栈道）→下午茶溪谷景区（感受
云上茶场，漫步恐龙谷）→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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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海南槟榔谷黎
族苗族文化旅游区体验田
野卡丁车项目。

俯俯瞰瞰位位于于保保亭亭黎黎族族苗苗族族自自治治县县金金江江农农场场南南茂茂片片区区秀秀丽丽队队的的秀秀丽丽山山庄庄。。

保亭黎族姑娘正在采摘红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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