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吉祥物 椰娃欢欢和乐乐

欢乐主题曲 《永远的邀请》

欢 乐 用 语 瓦爱鲁（海南话“我爱你”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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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
了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2020年
6月1日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提出，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
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
开放门户，给海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发
展机遇。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已成功举办了
二十届，它是全民同乐的盛大节日，是吸引
游客的旅游产品，是海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旅游文化名片，也是展示海南旅游文化的重
要平台。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推动海南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即将于 11月 20日开幕的
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以“宣传旅游新业态、营销旅游新产品、推
出旅游新线路、创造旅游新效应”为核心，以
“提高旅文结合度、提高国际化水平、提高民
众参与度、提高市场影响力”为目标，把欢乐
节打造成地方文化特色鲜明、大众参与性
强、面向全世界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
游文化交流平台。

对于欢乐节期间各版块活动的详细情况，欢

乐节组委会办公室将编印《2020年（第二十一届）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活动指南》进行专门介绍，

并在欢乐节前免费发放给群众和游客。此外，大

家还可以下载智游海南 APP，或通过登录智游海

南小程序、海南旅游官网、阳光海南网，关注海南

旅游文化官微，及时获取欢乐节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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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11月20日盛大开启

海岛年度欢乐盛宴， ！

今年的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
动从11月20日持续到12月31日，
在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期间，全
省各市县和旅游商家将积极举办各
类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县
策划推出的配套活动已经超过170
项，如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马球运动海南表演活动、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暨海南（东方）旅游美食
与商品巡回展销会、“欢乐海南 自
在澄迈”2020千人沙滩狂欢暨守护
海洋环保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充分融入海南的休闲度假、本土民俗
民族文化、运动娱乐等特色，同时结
合各类国际性活动，充分体现欢乐节
的全民参与度，凸显国际化元素。

欢乐节组委会通过整合全省精
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购物旅游等
多方面资源，在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
期间创新推出六条主题旅游线路，引
导省内外游客来琼旅游。

一是海南精品景区游。分东线、
中线、西线三条旅游线路将全省精品
旅游景区串联，展示海南高端旅游产
品，开展景区折扣优惠活动。

二是海南欢乐购物游。将离岛
免税店及岛内主要旅游商家串联形

成购物旅游线路，统一开展促销打折
活动，促进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增长，
加速经济内循环，给游客带来快乐的
购物体验。

三是海南欢乐美食游。以在海
口举办的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
为中心，安排若干条海南美食体验旅
游路线，集中宣传海南独具特色的美
食文化。

四是海南欢乐乡村游。发动海南
各家旅行社和互联网媒体，将遍布全
省的乡村旅游景点进行线路串联和销
售，带动海南全域旅游。

五是环岛高铁游。将环岛高铁
沿线市县旅游景点景区进行串联包
装，推出环岛高铁自助游线路，让游
客深度体验高铁环岛游的魅力。

六是高尔夫温泉休闲养生游。
结合高尔夫球比赛、温泉养生论坛等
活动，集中推广海南康养旅游产品。

大亮点
精彩纷呈

活动规格高、质量高，文旅体活
动深度融合

本届欢乐节由文化和旅游部、海南省政府主
办。办节规格高，活动质量高，各主、分会场活动
多样，“旅游+文化+体育”的特点更加突出。今年
欢乐节设置了海口主会场和5个分会场，170多项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丰富多彩，文化、旅游、
体育活动深度融合。共振·重启2020博鳌国际文
创论坛暨2020博鳌文创周、2020BMW越山向海人
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2020年海南沙滩运动嘉
年华、2020腾讯数字文创节（TGC）、“新生代 新国
漫”—2020中国动漫产业年会、海南国际啤酒节、
海南自贸港首届黎锦国际“象模”时尚艺术活动等
文化、体育活动，将丰富游客的节假生活。

重点突出艺术特色及海南本土
民俗文化

本届欢乐节将延续备受游客喜爱的海南文化特
色，鼓励和支持各市县积极举办彰显地方特色文化
的节庆活动。如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2021

“自贸港之声”新年音乐会——国家顶级演奏家传承
非遗·永不落幕的文化寻根、东方市江边乡山兰节、
骑楼旅游文化周、海南八音、琼剧展演等，创新活动
方式的同时注重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充分展示海南
本土民俗文化特色。另外，欢乐节期间还将开展欢
乐周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吴牧野钢琴独奏音乐
会、“锦尚添花”古典民族音乐会、“中国风”海南民歌
再创作展演专场音乐会，“海南欢乐夜”旅游文化音
乐集市，2020海南草莓音乐节等文化艺术活动，彰显
出本届欢乐节浓郁的艺术特色。

以节带展，以展促节，带动市场
消费

本届欢乐节延续节庆活动与旅游展会活动相
结合的模式，将往年欢乐节的两大主题展升级为
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2020年
（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2020海南国际
旅游装备博览会三大展会。展会面积由5万平方米
增加至8万平方米，展品种类丰富多样，三大展会将
强力促进旅游+会展产业发展。活动期间，还将举
行海南国际啤酒节、万宁首创奥莱欢乐购物节、第
四届博鳌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际美食节，
以及一系列的离岛免税购物活动，以此吸引游客
和群众广泛参与，拉动市场消费。

民众参与热情高，节日氛围浓郁

欢乐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二十届，早已经成为全
民同乐的盛大节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力。2020年欢乐节期间将举办雅居乐清水湾·2020
海南草莓音乐节、2020 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2020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2020三亚
目的地婚礼博览会、第三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
2020第二十四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

“海口欢乐节欢乐无限 海野双国宝金秋巨献”活
动、跨年狂欢PARTY等节庆活动，增强市民游客
的参与度，提升年轻群体对欢乐节的参与热情。

全省联动聚合资源，增强品牌影
响力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期间，全省各市县
将举办170多项活动。全省各市县和旅游商家将
全面整合海南全省优质的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
积极举办各类配套活动，充分融入海南的休闲度
假、本土民俗民族文化、运动娱乐等特色。通过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推出海南精品景区游、海
南欢乐购物游、海南欢乐美食游、海南欢乐乡村
游、环岛高铁游和高尔夫温泉休闲养生游六条主
题旅游线路，促进旅游消费增长。今年的欢乐节
延续了去年的办节模式，以海口为主会场，活动在
全省范围内铺开，各市县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本
次活动除了得到各市县旅文系统的大力配合以及
企业的踊跃参与外，还得到了省直部门及企业的
鼎力支持。同时，各活动主办方还邀请了文旅部、
各省市的重要嘉宾，省外办还邀请了各国驻华领
事参与欢乐节活动。通过本届欢乐节，加强海南
与各省市、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品牌形象。

传播形式多样，注重“时度效”

本届欢乐节将通过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博、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平台，实时报道欢乐节资
讯，全面展开宣传工作，形成“一盘棋”的大宣传格
局，扩大活动的影响力。期间，拟联合携程、美团、
马蜂窝等国内各大OTA举办系列宣传活动，吸引
更多游客来琼旅游消费。并同时
在广播电台、电视、户外LED大屏、
高铁站、高速公路、出租车LED屏、
公交车身等载体上投放广告，提升
欢乐节活动的热度和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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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

欢乐主题月 精彩不停歇

17项主要活动

欢乐盛宴
缤纷多彩

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开幕式暨文艺演出

时间：2020年11月20日20:00-22:0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
活动内容：开幕式上，演出团体将会带来充满浓

郁国际风情和海南本土风俗特色的演出，展示我省独
特的民俗文化及国际风情，丰富欢乐节群众文化活动

1

2
“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
时间：2020年11月20日17:30-19:3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
活动内容：“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将以独

特的形式向出席欢乐节的嘉宾全方位、多维度地展
现海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及全新的旅游产品

3

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2020年（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2020
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开馆仪式

时间：2020年11月20日09:00-09:25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活动内容：现场将举办三展的开馆仪式，期间还

会开展“智游海南APP”上线试运行发布会。开馆仪
式由迎宾暖场表演、开场舞、领导致辞等环节组成

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内容：展馆面积约20000平方米，展示涵盖国

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产品、体育旅游产品
以及会奖旅游产品等多个领域，打造国际休闲旅游目的
地交流合作平台，促进海南旅游文化产业全面融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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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暨
2020年中国旅游美食大赛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内容：展馆面积为35000平方米，将举办国

际国内食品展、海南国际餐饮食材展、海南国际特许
加盟展，同期还将举办2020海南自贸港世界旅游美
食论坛和2020年中国旅游美食大赛等活动

5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
时间：2020年11月20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活动内容：展馆面积为38400平方米，将打造以

“陆、海、空”旅游装备设施、旅游出行方式及旅游出行目
的地为主要元素的旅游产业博览会，搭建世界一流的旅
游出行装备展示中心、体验中心、交易中心、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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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周系列文化艺术活动
时间：2020年11月21日-29日
地点：海口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活动内容：包括吴牧野钢琴独奏音乐会、

“锦尚添花”古典民族音乐会、“中国风”海南民
歌再创作展演专场音乐会，“海南欢乐夜”旅游
文化音乐集市，2020海南草莓音乐节，话剧《奶
酪的诱惑》《余生请多指教》《革命之路》《恋爱的
犀牛》《断金》，杨丽萍作品舞剧《春之祭》，“自贸
港之声”新年音乐会——国家顶级演奏家传承
非遗·永不落幕的文化寻根，《乘风破浪的姐姐》
演唱会等

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
时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骑楼老街、海南省博物馆
活动内容：文化周以“传承 创新 共创锦绣

世界”为主题，规划“论、秀、展、选”四大板块活
动，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锦绣产品
展示平台、中国锦绣文化的舞台、海南黎锦苗绣
文化与世界交流相融的窗口

2020BMW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
峰赛

时间：2020年12月12日00:00-24:00
地点：三亚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

黎族自治县
活动内容：通过组织跑者来参与全程比赛，

感受海南经济发展成就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推
广举办地旅游特色，共同迎接新时代

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2020博鳌文
创周

（1）2020 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
时间：2020年11月21日-22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活动内容：活动由博鳌旅游传播论坛主论

坛、“乡创·乡建之美丽乡村沙龙”——文旅大咖
体验与人文对话、场景化非遗创意展、博鳌国际
旅游奖颁奖典礼、巨量引擎文旅专场活动——
解锁文旅行业内容营销新场景等活动组成

（2）共振·重启 2020 博鳌国际文创论坛
暨2020博鳌文创周

时间：2020年11月14日-20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活动内容：活动将涵盖文创、文旅、乡创三

大板块共计1场主论坛和28场分论坛，并同步在
博鳌镇以海的故事为中心，举办趣嗨文创市集、
街画艺术节、海街灯光节等相关活动

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时间：2020年10月1日-2021年1月3日
地点：东西南北六个环岛滨海市县（东-万

宁；西-昌江；南-三亚、陵水；北-海口、文昌）
活动内容：以沙滩运动和休闲文化为载体，

计划推出活力、极限、智慧、悦跑、欢跃和乐活6
大主题系列活动、18个体育旅游概念产品，并配
套开、闭幕式和2020第二届海岛沙滩运动及旅
游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实现“六个城市，六大
主题，一城一品一特色”活动格局

2020腾讯数字文创节（TGC）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市万绿园
活动内容：由“数字文化市集”“电竞潮流

场”“明日博物馆&游戏Spark馆”三大主题版块
组成，提倡“数字让文化更有趣”

“新生代 新国漫”—2020中国动漫产业年会
时间：2020年11月24日
地点：海南希尔顿酒店会议中心
活动内容：年会将以“新生代 新国漫”为主

题，聚焦“十三五”时期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成就，
推介国产动漫新作品、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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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时间：2020年11月22日-24日
地点：海口市
活动内容：“大学生短片大赛”和“大学生文

艺展演”作为第三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两
大主要活动，将以大学生群体喜闻乐见的视频
短片及文艺演出的形式，极大激发大学生群体
的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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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
时间：2020年8月1日-12月31日
地点：全省各市县
活动内容：嘉年华包括海岛美食节、网上零

售促销节、免税购物节、汽车生活节、家电促销
节、夜间狂欢节、码上消费节、老字号文化节；物
产展销、餐饮购物、传统节庆、地方风俗系列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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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啤酒节
时间：2020年12月24日-2021年1月2日
地点：三亚市鸿洲国际游艇码头
活动内容：活动将营造出陆地＋海洋的独

特场景氛围。同时，通过“上千款啤酒+游艇+迪
斯尼式巡演+沉浸式互动体验”，创造出一个以
消费者为中心的海滨都市范国际啤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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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闭幕式

时间：2020年12月31日
地点：三亚海棠湾免税商场后广场
活动内容：活动包括开场演出、领导致辞、

欢乐节视频回顾、总结颁奖、宣布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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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文化和旅游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

承 办 欢乐节组委会 海南省各市县人民政府

时 间 2020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

主会场 海口市

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万宁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分会场

活动口号

自由贸易港 欢乐旅游岛

海南岛 休闲岛 自贸岛

好享海南 欢乐有你

世界旅途 海南起航

欢乐的海岛 梦想的天堂

免税海南 购物天堂

7

8

9

10

11

12

本届欢乐节主会场设在海口市，另有5个分会场设在三亚市、儋州
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各会场在欢乐节期间将开展会
议展览、文化艺术、体育赛事、优惠促销等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吸引广
大游客来海南旅游观光，打造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大会场
全岛欢乐6

海口主会场活动
海口作为本届欢乐节的主会场，

将推出一系列精彩的配套活动。
其中，11月19日在亚特（国际）

会议中心将举行2020海南自贸港世
界旅游美食论坛。11月 21日-22
日，在海口世纪公园、万绿园、海口湾
公园举办“海南欢乐夜”旅游文化音
乐集市。在11月20日-2021年5月
5日期间，在海口三角梅共享农庄举
行海口跨年三角梅花展。“海口欢乐
节欢乐无限 海野双国宝金秋巨献”
活动将于11月22日在海南热带野生
动植物园举行。MOVA灯光艺术节
和跨年狂欢 PARTY 将于 11 月 28
日-12月31日在海口市日月广场举
行。在12月1日-31日期间，日月广
场还将开展日月广场 4 周年庆活
动。2021“自贸港之声”新年音乐会
——国家顶级演奏家传承非遗·永不
落幕的文化寻根活动将于12月29日
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上演。12月 10
日-18日，在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
骑楼旅游文化周活动将会与市民游
客们见面。除此之外，还有11月18
日-19日在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举
行的文旅国际峰会暨第十三届世界
酒店论坛。12月8日在海南省博物
馆特展厅将举行“觉色敦煌——文明
的回响”展览。

三亚分会场
三亚分会场将举行5场节庆会

展和体育赛事活动。有10月-12月
期间举行中国·三亚第22届南山长
寿文化节系列活动；11月27日-30
日在三亚市天涯海角游览区、红树林
天涯海角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20第
二十四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
庆节；11月28日-12月4日在三亚半
山半岛帆船港、三亚湾举行第十一届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三亚）；以及

12月8日-11日举行2020三亚目的
地婚礼博览会，2020年12月26日-
2021年1月3日在三亚湾及附近海
域举行的2020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
华三亚站活动。

儋州分会场
2020第八届海南（儋州）雪茄文

化旅游节将于11月27日-12月 31
日在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带领游
客市民感受雪茄文化的魅力。12月
20日举行的2020第十一届海南儋州
国际马拉松赛将带领跑友穿越儋州
市区及白马井镇，感受不一般的奔跑
体验。

琼海分会场
2020年第二届海南官塘温泉文

化旅游节将于11月底在琼海市官塘
区举行；11月24日-27日在博鳌亚
洲论坛会议中心将举办第四届博鳌
国际美食文化论坛暨博鳌国际美食
节。通过这些精彩纷呈的康养及美
食消费活动，将展现出琼海丰富的旅
游产品和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

万宁分会场
2020年第十一届万宁国际冲浪

赛将于12月15日-31日在万宁日月
湾、石梅湾赛场举行。2020万宁国
际马拉松赛将于12月27日开跑。12
月1日-12月31日，在万宁首创奥特
莱斯举行万宁首创奥莱欢乐购物节。

陵水分会场
11月28日-29日在清水湾旅游

区将举行雅居乐清水湾·2020海南
草莓音乐节。2020年12月-2021年
3月在清水湾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将
举行第三届清水湾海上艺术节。11
月中旬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化广场
还将举行第 17 届海南省东西南北
中（东部片区）广场文艺会演等活动。

在2019年（第五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上，来自意大利的参展嘉宾喜笑颜开。乐凯 摄 往届欢乐节活动中，外国游客尽情嬉戏。 武昊 摄2019年欢乐节闭幕活动中，演员与市民互动。高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