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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香还怕巷子深，陵水通过多渠
道、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提高城市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陵水旅游产
品吸引力，助力陵水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

近年来，陵水不断加强旅游产品
开发力度，蓝色海洋旅游和绿色乡村
旅游活力迸发。陵水不断组织涉旅
企业到北京、济南、成都、大连等城市
开展城市形象营销及旅游推介活动，
展现陵水独特魅力，持续扩大“珍珠
海岸·美丽陵水”形象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陵水逐渐从旅游过境
地转化为旅游目的地。

作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成员，
陵水与三亚、保亭、乐东四市县出岛
联合开展旅游营销推广活动，分别到
昆明、贵阳、成都、合肥等城市开展旅
游营销活动，开发跨区域旅游功能区
和旅游精品线路，同时推广旅游标准
化、导游自由执业、旅游诚信商家体
系、旅游联合执法等工作，打造区域
旅游品牌形象。

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工作以来，陵水在旅游营销方面投入
近亿元，建设旅游官网、开通微信公
众号、官方微博和抖音号；陵水的旅
游资讯多次被中央电视台、中国体育

报、人民网、海南日报等国内各大媒
体报道。2017年，陵水“三月三”宣
传视频登陆纽约时代广场。此外，陵
水还在海口市设立陵水风情特色街
区，实现异地宣传引流。

通过丰富的文体活动助力旅游
发展，陵水举办中国（陵水）国际羽毛
球大师赛、国际旅游岛青年狂欢节、
国际游艇博览会、海南黎族苗族传统
节日“三月三”主会场活动、中华龙舟
大赛总决赛（海南陵水）、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等国内外大型活动。陵水
元宵喜乐汇系列活动入选“2017中
国最具影响力特色节庆”。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陵
水正紧密结合海南省“三区一中心”
战略定位，以促进县域经济结构优
化升级为统领，以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以旅游引领
多元产业融合为主线，以承接自贸
港建设政策为驱动，构建“旅游+”

“+旅游”业态融合发展的全域旅游
发展格局，打造一座生态和谐、产业
兴旺、人民幸福的全域幸福旅居
城。同时，陵水将继续助力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力争成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前沿阵地和强
劲力量。

成功摘取“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两项殊荣

陵水旅游

五年苦心经营，五年辛勤耕耘。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带领下，陵水全县干部群众勠力同心，各部门密切配合，推动全域旅
游发展。去年底，陵水旅游行业终于迎来“大丰收”，相继获得两项“国字号”荣誉：去年12月17日，文旅部办公厅公布第四批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单位名单，陵水成功入选；去年12月18日，文旅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的通知》，陵水榜上有名，
成为该批次海南省唯一入选市县。

高位推动
全域旅游加快发展 2016年，陵水正式启动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县委、县政
府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挂帅
的工作领导小组，《陵水黎族自治县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
将旅游业定位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先后制定《陵水黎族
自治县旅游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陵水黎族自治县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等规划，配套出台《全域旅游创建
工作实施方案》《实施全域旅游发展
战略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

陵水创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由人大、政协
对全域旅游发展进行督导、督办，保
障各项政策措施有效实施；建成全省
首个县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旅游质
量监督管理所、旅游警察、旅游工商
分局和旅游巡回法庭集中办公，形成

“1+3”旅游监管合力，同时依托“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解决跨区域旅游监
管难题。

交通的通达性直接影响到游客
的体验度，陵水构建了“快进、慢游”
交通网络。东线高速贯穿陵水境内，
到三亚半小时车程，到海口2小时车
程，环岛高铁设有陵水站，陵大（陵水
—大本）线接东线高速到保亭。同
时，陵水在全省率先实现107个行政
村100%通公交车，建成吊罗山旅游
公路和清水湾旅游大道，交通枢纽实
现“运游一体化”；开通县内旅游专线
和陵水至三亚城际公交线路，打破城
际交通掣肘，实现跨区域客源引流。

同时，陵水大力实施《陵水黎族
自治县乡村旅游客源开发资金奖励
办法（试行）》《陵水黎族自治县入境
旅游奖励补贴办法（试行）》等政策，
配套制定财政、国土、规划、住建等领

域专项支持措施；在全省率先推行
“旅游+金融”模式，开通旅游企业投
融资快速通道；疫情期间，印发实施
《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
疫情共渡难关政策十七条措施》和
《凝聚全域力量提振旅文消费十四条
措施》等政策，发放消费代金券300
余万元；向企业发放补助、补贴近千
万元、减免或缓缴各类资金过亿元，
刺激消费行为，增强发展信心。

陵水农业部门、光坡镇等单位推
动“旅游+农业+城镇化”融合发展，
创建光坡休闲农业风情小镇，连续5
年举办圣女果采摘旅游活动，探索农
旅融合升级发展、带动居民增收致富
的成功模式。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项荣誉
确实来之不易，历时5年，在做汇报
材料过程中，办公室工作人员经常加
班加点，在关键时间点，通宵加班都

是家常便饭。”陵水旅文局旅游工作
室主任周晶晶说，有一次早晨6时
许，在提交汇报材料前几小时要换视
频画面，几家景区在接到协助提供素
材的通知后，半小时内就提供了视频
素材，大家配合非常默契。

陵水力促“旅游+城镇化”融合发
展，由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规划800
亩建设用地，建成清水湾4A级旅游
景区，建设亚洲最大国际游艇码头和
全国首家为入境游艇提供担保的游
艇会，建设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树
立地产转型旅游的典型范例。

“雅居乐集团是一家以房产开发
为主的品牌企业，近些年来，集团在
不断谋求转型，加大对旅游板块的投
入，我们积极配合陵水旅文局各项工
作，不断增加一些旅游业态，提升游
客旅游体验度。”清水湾旅游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和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是载入
陵水旅游发展史册的大事件，这离不
开县委、县政府的高位推动，相关部
门的鼎力支持，以及旅游行业工作者
的辛勤付出。”陵水旅文局局长陈世
洪说。

陵水地处北纬18
。
，拥有“三湾三

岛两湖一山一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黎苗风情、疍家民俗等人文资源
别具魅力。中国首家（无居民）海岛型
的5A级景区分界洲岛、世界上唯一
的热带岛屿型猕猴自然保护区——
4A级景区南湾猴岛、4A级景区清水
湾，以及展示千年传承的椰田古寨等
旅游景区，如颗颗珍珠般分布在陵水
118.57公里的海岸线上，铸就了“珍珠
海岸 美丽陵水”的美誉。

近年来，陵水全县旅游基础设施、
旅游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旅游业发展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全县覆盖双语
标识标牌，建成A级旅游厕所48座、
高星级标准酒店13家、品牌连锁酒店
9家、评级民宿4家，建设旅游大数据
监管平台、南海海域休闲船艇监控调
度指挥中心暨海上旅游大数据中心和
南海海上旅游数据共享平台，主要景
区景点覆盖智慧旅游服务。

陵水累计投资4.6亿元建成45个
美丽乡村，目前陵水县政府还与雅居
乐集团合作，将投入不少于4亿元共
建5个美丽乡村，持续夯实椰级乡村
旅游硬件基础。

陵水还不断增加旅游新业态，为
游客提供多样化选择。该县通过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和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三区
并创”，实现旅游引领海洋、教育、森
林、农业、体育、文化、地产和医疗等多
业态融合发展，打造了吊罗山国家森
林公园、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热带水果采摘基地、海洋主题公园、游
艇码头、艺术中心、婚拍基地、滑翔伞
基地等系列旅游新业态产品，先后获
评“国家森林旅游示范县”“最美中国
目的地城市”“中国滨海休闲度假旅游
最佳目的地”“中国最美外景地”“中国
最具网络人气体育旅游胜地”等荣誉。

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以来，陵水以旅游业引领产业多元
融合，力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2016
年至2019年，陵水接待旅游人数从
341.04万人次增长至549.13万人次，
增幅达61%；旅游总收入从21.31亿
元增长至39.34亿元，增幅达85%，实
现了小步提速到阔步提质。2019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陵水全县生产总值
55%，旅游产业增加值增长率6.2%，
跑赢当年GDP增速。在“破除房地产
依赖”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旅
游业成为陵水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引
擎和主要抓手。

密切配合 齐心开展创建工作

2018 年 2月，陵水被列为全国
第四批旅游标准化试点创建地区，
成为海南省首个县级创建单位。陵
水对标自贸港建设新要求，以标准
化为引领，不断促进旅游业提质增
效。

一方面，陵水加强旅游标准工
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陵水旅游标
准化示范地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全县范围内的旅游标准化工
作；另一方面，在领导小组下设旅游
标准化创建办公室（以下称为陵水
县旅标办），并将15个相关职能部门
纳入创建旅游标准化示范地区成员
单位，确定18类56家涉旅企（事）业
单位为创建工作试点单位。这些单
位都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并明确了
专人负责，与陵水县旅标办定点联
系、上下联动，搭建起了便捷的沟通
桥梁。

“景区吃喝游玩都有标准化流
程，价格透明，玩得放心。”近日，在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体验潜水的游

客罗才雄为景区的标准化优质服务
点赞，“工作人员全程按照标准流程
进行引导、讲解，从选择项目到完成
潜水，最后回岸更衣等，每个服务环
节都无缝衔接。”

走在分界洲岛旅游区，无论是
道路上的标识标牌还是工作人员的
服装、礼仪，都能感受到景区服务的
规范化与标准化。这离不开近年来
陵水扎实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引导
涉旅企业以标准化为抓手提升管理
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全县旅游产业
提质升级。

据了解，近年来，分界洲岛旅游
区建立了标准化工作督查制度，建
立健全570项企业标准，细化运营管
理流程115项，管理和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

不仅如此，陵水聘请专家团队量
身定制“创标”方案，对相关部门、试
点企业和全县旅游企业进行大范围
创标培训。同时还对56家试点企业

“创标”进度进行监督并实行“一对

一”辅导，提高工作效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陵水坚持

“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先后组
织县旅标办、试点企业负责人赴武
汉、三亚学习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的先进经验；邀请国家、
省旅游标准化专家现场开展集中培
训，累计参训人员4000多人次，培养
了一批旅游标准化工作的骨干力量。

此外，陵水结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地方标准，围绕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任务，先后出台
《陵水黎族自治县创建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地区实施方案》《陵水黎族自
治县旅游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陵
水黎族自治县旅游标准化工作奖励
暂行办法》等文件，逐步完善符合陵
水自身需求和特色的旅游标准体
系，推进具有“陵水特色”的旅游标
准化建设。

陵水还积极组织旅游标准化知
识竞赛，引导全县旅游行业强化品
牌、标准、质量和创新体系建设，打

造陵水旅游行业品牌“第一方阵”，
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
游发展环境。

如今在陵水乡村红色旅游点坡
村，村内导览图、花圃围栏还是村内
游玩设施的设计不断完善，而书屋、
民宿、时光邮局等设计更让这个古老
村子多了许多现代旅游服务元素。

在强化旅游标准创建工作的资
金保障方面，《陵水黎族自治县旅游
标准化工作奖励暂行办法》中提出，
每家试点企业给予扶持奖励3万元，
目前已全部发放到位。

陵水旅文局市场产业室主任李
阳介绍，陵水各景区景点、宾馆酒店
非常支持陵水旅游标准化创建工
作，“旅游标准化涉及内容很广，对
一个他们来说，光材料撰写和归档
都是一件很烦琐的事，但各试点涉
旅单位都按要求来做，哪怕是在受
疫情影响、旅游遭受重创的情况下，
他们也在继续完善各自区域内的标
识标牌。”

标准化引领 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

加大宣传 提升“珍珠海岸”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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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位于海南岛的东南部

总面积1128平方公里

海岸线118.57公里

现有

国家5A级旅游景区1个
4A级旅游景区2个

3A级景区1个
国家森林公园1座
国家湿地公园1座
游艇码头2座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

省级特色小镇4个和椰级乡村旅游点8个

游
客
在
陵
水
分
界
洲
岛
潜
水

游
客
在
陵
水
分
界
洲
岛
潜
水
。。

武
昊
武
昊

摄摄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一处瀑布。 方山 摄

陵水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 武昊 摄

陵水提蒙乡下旺村鸭塘月色旅游点。 武昊 摄

（本版撰文/易建阳 周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