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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20202020年年（（第二十一届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6大会场170余项活动引爆年度欢乐盛宴

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今日

作为一年一届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主要活动，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海
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海南国际旅游装
备博览会（以下简称“三展”）着力展现了海
南作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显著优势，也为
国内外旅游企业创建了一个拓展业务、采

购产品的交流平台。
11月20日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当天，同时举办
“三展”开馆仪式，正式拉开为期40余天的
海南岛年度欢乐盛宴，这也是欢乐节17项
主要活动之一。

开馆仪式现场布置将凸显自贸港、创
新、国际化、休闲、旅游、美食等等元素，营
造浓厚欢乐氛围。开馆仪式上，嘉宾和市
民游客将欣赏到由海口市艺术团带来的精
彩文艺演出。如歌舞《久久不见久久见》、
《炫舞海南》以及街舞、竹竿舞、狂欢舞、少

儿舞蹈等精彩演出。
本届欢乐节“三展”均设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这个周末市民游客到会展中心一
次逛三展，既可品国内外美食，了解旅游新
趋势，又能够体验到最潮的旅游装备和旅
游新方式。

项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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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
幕式暨欢乐主题晚会

开幕式上，演出团体将会带来充满国际风情和海
南本土民俗特色的演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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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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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海南”大型旅游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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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将举行“智游海
南 APP”上线试运行发布会。

时间：2020年11月20日17：30-19：4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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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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9：20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

3

2020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
本届休博会展馆面积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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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7、8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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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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场地面积为35000平方米，将举办2020海
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2020海南国际餐饮食材博
览会，同时举办2020世界旅游美食发展论坛和2020
年中国旅游美食大赛等活动。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4、6 号馆（博览会、大

赛）、海南亚特（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海南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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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
本次活动展馆面积为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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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促进和
发展旅游生产力，大力推动旅游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
的创新、融合、发展；通过培养旅游新业态，增加旅游
消费新热点，提升海南旅游服务质量和国际化水平，
推动海南及国际旅游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时间：2020年11月20日-22日
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1、2、3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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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周系列文化艺术活动
活动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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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儿童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雷雨》和
《雷雨后》首演，丝路中国魅力海南群星音乐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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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年11月20日-12月6日
地点：海口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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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海南锦·绣世界文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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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骑楼老街、海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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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BMW越山向海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
活动主要推介三亚、保亭、陵水整体旅游形象、资

源、经济发展成就等内容，提升当地群众迎接新时代
的精气神；通过组织国内跑者来当地参与全程比赛，
感受当地经济发展成就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广当地
旅游特色，共同迎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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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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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2020博鳌文创周·
2020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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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奖）颁奖典礼、
2020 第五届博鳌旅游传播论坛巨量引擎分会场——
解锁文旅行业内容营销新场景等内容组成。

活动时间：2020年11月21日-22日
活动地点：琼海市博鳌亚洲湾国际会议中心、博

鳌凤凰乡村振兴交流中心
2020博鳌国际文创论坛暨首届文创周
活动包含以“共振重启”为主题的博鳌国际文创

论坛（行业峰会）和以“集市行乐”为主题的海街文创
节（节庆活动）两部分，包含1场主论坛和28场文旅、
文创、乡创、海南自贸港等领域的平行论坛。

时间：2020年11月14日-20日
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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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以沙滩运动和休闲文化为载体，将按照“东西南北”

六个滨海市县的沙滩资源特点进行活动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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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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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腾讯数字文创节（TGC）
TGC腾讯数字文创节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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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年11月19日-24日
地点：海口市万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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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机·开新局·扬国漫”——2020中国动漫产
业年会

中国动漫产业年会采用“1+1”模式，由一个大会、
一个论坛组成。分别为中国动漫产业年会大会、“新
趋势·新需求·新业态-动漫产业促进优质数字文化和
旅游产品供给”专题论坛。

时间：2020年11月24日
地点：海口市希尔顿酒店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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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
通过“大学生短片大赛”和“大学生文艺展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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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年11月22日-24日
地点：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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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二届海南旅游美食购物嘉年华
活动主要由分为两大内容：一是省级组织活动（8

大主题）展示名品名店风采，包含海岛美食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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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市县节庆
活动包括举办物产展销、餐饮购物、传统节庆、地方风
俗系列活动70余场。

时间：2020年9月8日-12月31日
地点：全省各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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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啤酒节
营造陆地＋海洋的独特场景氛围，并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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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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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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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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17

规格高、规模大、
活动丰富

设置 1个主会场和5个分
会场，“旅游+文化+体育”的特
点更加突出

重点突出艺术特色
及海南本土民俗文化

精心设置海南本土民俗文
化活动及欢乐周系列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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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主题展升级为三大展
会，并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节庆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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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多样的活动带动节日
欢乐氛围，增强市民游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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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全面整合海南全省优

质的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促进
旅游消费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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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多重报道方式，实时报
道欢乐节资讯，全面展开宣传工
作，扩大活动的影响力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作为海南标志性旅游节庆活动已成功
举办二十届，经过不断发展与沉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已经成
长为海南省的国际性品牌旅游节庆活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文化和旅游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一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
游文化名片。

欢乐节既是全民同乐的盛大节日，也是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
更是海南宣传旅游新业态、营销旅游新产品、推出旅游新线路、创造
旅游新效应的大平台。本届欢乐节的活动内容涵盖旅游、文化、体
育、会展、商贸等多个方面，充分发挥了旅游业的拉动力和融合力，
打造了产业联动的大平台。

2020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主会场定于海
口，分会场有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等市县，并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持续一个月的170余项主题月活
动覆盖全岛多个市县，充分调动全省参与度，竭力打造全民盛事。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海南省人民政府

活动时间：2020年11月20日——12月31日

主 会 场：海口市

分 会 场：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

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全省各市县

十万张门票免费送
市民游客尽情逛吃

2020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展出面积
达3.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1500余个，参展品
牌将达3000家。将在全岛免费派送10万张
门票，手机用户只需搜索关注“海口旅游”、“海
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找到相关门票派送推
文按照规则晒朋友圈，即可免费获得门票。

中华老字号展区，来自山西、福建、广州
等地老字号将集中亮相，展出品牌包括已有
470余年历史的药材品牌“广誉远”、距今
200余年的酱肉品牌“六味斋”、始于1895年
的山西太谷饼品牌“荣欣堂”等。被誉为“中
国食品名城”漳州将组织20余家名优、特色
食品企业参加此次展会，展品包含罐头、水产
品、果蔬制品、熟肉制品、休闲食品等。

国际特色风情美食街和百年老字号特色
美食街两大街将集中展示国际美食、餐饮美
食、餐饮食材、省外美食、省内市县特色美食
等。在这里，重庆酸辣粉、小面、洪七公叫花
鸡、板栗、铁板豆腐、肉夹馍、漳州鲁面、五香
卷、薯塔、四季鹅饭、年糕、定安黑猪肉粽、定
安黑猪腊肠、腊肉、煮粉粉、火山石烤肠、山柚
油、蜂蜜、宜宾燃面、关东煮、凉面等美食琳琅
满目，可让你大快朵颐，一站尝遍天下美食。

“海南厨房”
再次亮相旅游美食博览会

由省旅文厅精心打造的“海南厨房”这一
旅游美食IP，第三次亮相博览会，为广大游客
市民带来独特的美食与新文创的欢乐大餐。“海

南厨房“是省旅文厅自2017年开始推出的旅
游美食为主题的全新外宣旅游营销IP，希望借
助海南美食这一特色资源符号宣传和展示海
南国际旅游目的地不一样的文化魅力。浓浓
海南味又“色香味”俱全的“海南厨房”随后频频
亮相港澳各大美食展和旅游展中，广受好评和
热捧。通过美食独特的味蕾体验和场景化营
销，“海南厨房”有效加深了当地民众对海南旅
游的印象，成为近年来海南旅游的一大亮点。

今年“海南厨房”展馆扩大至180平方
米，将打造“舌尖上的文创”，以海南最具特色
的“骑楼文化”为主题，打造沉浸式美食消费
场景，将美食消费融入文化生活体验，在本土
美食创新的同时找到年轻人审美与爱好的共
同点，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文化。“海南厨
房”此次精选了20家极具代表性的企业参
展，盐焗文昌鸡、清补凉、海鸭蛋、鸡屎藤等市
民游客耳熟能详的海南特色美食悉数到场。
这些参展企业将会通过“高颜值+原汁原味”
的创意作品，多样化展现海南美食美学。

展馆现场将有厨艺大咖秀、抽奖赢好礼、
伴手礼拍卖、主播带你“云逛”海南厨房等丰
富的娱乐互动活动。与往届不一样的是，今
年展馆里设了商家秀环节，参展企业会拿出
各自的看家本领，现场制作海南本土网红美
食。除了与现场观众互动，这些活动会通过
直播同步分享给五湖四海的游客，让岛内外
游客了解海南本土美食特色及亮点，极力呈
现海南美食背后的故事与文化。活动期间，
现场观众不仅可以将“海南味道”打包带走，
岛内外游客亦可通过直播间下单第一时间享
受海南美味。

在本届旅游美食博览会上，“海南厨房”

特设爱心展位，严格筛选海南好味道，邀请海
南小众餐饮企业作为代表参展，让“小而精”
的中小企业走进大众视野，进一步弘扬海南
美食文化。此外，现场设非遗展位，看能工巧
匠如何将椰雕、贝雕等制成杯碗筷勺等工艺
品，融入人们日常餐饮生活中。

一镇一品
消费扶贫精品展销

为配合省委、省政府关于电商扶贫、消

费扶贫工作，今年美食博览会还特别设立了
“海南一镇一品消费扶贫精品展销区”。展
会提供了100个免费展台，由海南各镇推选
优秀扶贫企业、优质产品进驻美食博览会现
场进行展销，在全面展示海南消费扶贫成
果的同时，为扶贫产品开设营销专场，帮助
优质扶贫企业拓宽销路，做大做强，助力脱
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海口、乐东、文
昌、定安、琼中、儋州等12个市县近60家扶
贫企业的 80种精品特色扶贫产品将亮相
博览会。

2020年海南国际
旅游装备博览会

装备展成会展中心二期首秀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展成为刚刚竣
工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二期的首秀项目，市民
游客可以借此一睹刚刚竣工的这个以“钢铁海
鸥”为主体造型的现代化绿色智能会展场馆。

展会分为三大展馆八大展区，即高端旅游
交通装备、旅游基础设施装备、户外旅游运动
装备的三大馆；以及涵盖智慧出行、房车及露
营装备、户外旅游设施、游乐设施、户外运动装
备、海洋旅游装备、低空飞行装备、全国旅游出
行目的地的八大展区，参展企业将超过500
家，届时现场展示展销的旅游设施设备将超过
1000种。

本届旅游装备展吸引了众多大牌企业，中
国客车行业领先企业宇通客车、中通客车、北方
客车、金旅客车等商用车品牌；蔚来、理想、比亚
迪等智慧出行新能源车企；鹍翔、途野、秋野地、
中国房车生活俱乐部等露营装备及房车品牌；
更有以清水湾游艇会、甲子金林机场、红角岭滑
翔伞基地为代表的海陆空旅游新业态携体验装
备亮相展会现场。

展示旅游新装备

要想玩得够嗨、够潮流，旅游装备少不
了。以“新旅游 新装备 新发展”为主题的
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将为市民游
客带来最IN、最FUN的旅游新装备。如智慧
出行展区将主要展示旅游客车、乘用车零配件
制造企业等旅游出行体系全产业链；物联网、
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云平台等智慧与虚
拟旅游服务平台。房车及露营装备展区将展
示房车及房车相关的配套设备、帐篷、防潮垫、
背包、睡袋、防风衣裤、户外休闲椅、户外水具
炉具、指南针/定位系统等露营装备。

户外旅游设施展区会展示露营主题公园、
户外旅行主题馆、特色乡村旅游馆、民宿、生态
木屋、帐篷酒店、户外家具、移动别墅、折叠房
等等。游乐设施展区将展出过山车、滑行车、
摩天轮、碰碰车、旋转木马、观览车、卡丁车等
等游乐设施装备，以及景区导视设备、公园指
示牌等。

户外运动装备展区会展示自行车、滑板、沙
滩摩托、球类运动装备、游泳装备及器材、攀岩装
备、高尔夫用具等；以及泳装、冲浪服、潜水衣、骑
行服等运动服饰及装备。海洋旅游装备展区则
会展出船艇类设备、潜水用品、水上飞行器、水上
自行车等水上娱乐设备、钓具渔具、水下摄影机、
水上救生设备、水上通讯导航及监控设备、卫星
定位搜救系统等设施。

展馆还专门设置了全国旅游出行目的地
展区，届时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全国各大
旅游目的地、自驾旅游精品线路及全国各省特
色旅游线路沿线城市、各景点景区等。展会期
间还将举办各类配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欢
乐体验。如现场将举办“一起搭，一起哒”亲子
搭帐篷比赛、“我的旅行王国”积木活动、“手绘
风筝，放飞梦想”风筝DIY放飞活动等丰富的
亲子露营活动，届时市民可以带上萌娃，体验趣
味旅行，一起畅游欢乐世界。（本版文字/吕文）

到休博会，感受旅游新时尚

2020休博会以“自贸新海南，休闲旅游岛”
为主题，展会面积约2万平方米，分为海南休闲
旅游展示展区、中外休闲旅游展区、休闲旅游业
态展区、休闲旅游商品展区、体育旅游展区、文
化展区、馆外展区等展区，是海南首个综合性旅
游展会。海南休闲旅游展示馆将设置海南休
闲旅游主题展区、其他市县展区、新媒体中心展
区。展示海南全域旅游建设成果和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民族村落、星级景区、森林公园、滨海
乐园、生态氧吧等全域旅游建设的突出范例，及
宣传海南5A/4A级旅游景区等。

本届休博会将重点突出旅游与文化以及
体育、康养医疗等融合，深度挖掘休闲体验式
旅游，并针对业界和市民游客的需求，为参会
嘉宾和观众提供旅游购物咨询等服务。没到
现场参展的展商或买家，可采用线上远程值
守展台、远程洽谈等方式参与，享受线上展馆

的便捷服务。
休博会期间，组委会将同时组织买家和

卖家专业洽谈会、主宾省推介会、舞台互动抽
奖及表演、定向运动赛事等活动。

海南非遗馆首次亮相欢乐节

旅游与“非遗”的融合让“见人见物见生
活”的非遗传承保护更具活力，也赋予旅游更
为蓬勃的生命力，能够让市民游客更深层次、
多维度地感知多彩的本土特色文化。本届休
博会专门推出海南非遗馆，以更好地展示和推
广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南非遗馆将
展出海南黎锦文化、沉香文化、制陶技艺、藤编
技艺、海南椰雕、海南传统戏剧等海南非遗代
表项目，以实物展示、图片展示及T台表演秀
展示等多种形式向观众展示海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项目。

展会期间，海南非遗展馆将通过《大美黎
锦》服饰T台表演秀等来展示海南黎锦文化的

精彩和魅力。《大美黎锦》服饰表演秀以黎锦的
色彩元素为表演语境，巧妙地将传统黎锦与现
代服饰相融合，诠释黎锦的永恒美感。表演时
间为20日、21日，其中20日为上午9时—11
时，下午14时30分—16时；21日为上午10时
—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16时。

展会期间海南非遗馆还将围绕“锦、香、
茶”的文化氛围，将海南“黎锦文化”“沉香文
化”“茶文化”进行巧妙结合，除了在现场展示
海南传统的黎锦文化之外，还将在展馆内进
行沉香文化及茶文化展示，市民游客可以前
往非遗馆亲身感受和体验海南深厚的黎锦文
化、沉香文化和茶文化。

欢乐节摄影作品展将亮相休博会

一张精美的风光或人文图片，会让人们对
图片中的景色或目的地心生向往。不少网红旅
游目的地更是凭借精美图片，成为游客纷纷前往
的打卡热门地，进而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由省

旅文厅和海南特区报联合主办的以“自由贸易港
欢乐旅游岛”为主题的202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摄影作品展将亮相休博会。摄影展将通
过精美图片，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海南康养旅游、
文化旅游、海洋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购物
旅游、森林旅游、小镇旅游、乡村旅游、科技旅游、
婚庆旅游、低空飞行旅游、房车自驾旅游等海南
旅游新业态的独特魅力，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大
美海南、多彩海南的视觉盛宴。

据了解，此次摄影展将展出组委会精心挑
选出的100幅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均为省内外
摄影家们的精品力作。展出的作品围绕“自由
贸易港”“欢乐旅游岛”两大主题。此外，摄影展
还将展出2020海南自贸港旅游摄影大赛的优
秀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展出效果。在展馆布
置上，摄影展将融入欢乐海岛、免税海岛、梦想
的天堂、自由贸易港等元素，从多角度、多形式
展现正在建设中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的风采及魅力，为欢乐节营造良
好节日氛围。

大亮点

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旅游推介会。（资料图片）

第二届中国-东盟大学生文化周活动。（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