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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体育事业新局面

一年来，围绕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区建设，省旅文厅编制《海南国
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行动实施
方案》，积极推动示范区的“一圈”
（环海南岛体育旅游圈）、“五区”
（北部综合体育旅游区、南部热带
滨海休闲度假体育旅游区、东部会
展健康体育旅游区、西部山地与海
上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区、中部热带
雨林民族特色运动体育旅游区）、

“五极”（海口、三亚、儋州、万宁、琼
中）等建设，包装了沙滩运动嘉年
华、亲水运动季、嗨跑海南、骑行海
南、高尔夫系列赛事、青少年系列
赛事等体育赛事活动IP，成功举办
第十三届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和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32项，
其中“全国运动会冲浪比赛”等多
个赛事为首次举办。

保障国家体育战略，打造体育
冬训天堂也是我省体育工作的重
要方向。2021年，国家体育训练
南方基地“一核”项目完成概念性
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多
点”基地保障14支国家队849人
以及其他省市队伍1480人来琼冬
训，为运动健儿们的备战作出了海
南贡献。东京奥运会后，中国乒乓
球协会向省旅文厅发来感谢信，感
谢其对中国乒乓球队的鼎力支持
和全力保障。

体育事业的长足进步也结出
硕果。我省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上取得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最好成绩——东
京奥运会上运动员高盼获得跆拳
道表演赛金牌，运动员毕焜获得帆
板RS：X级铜牌，这块铜牌也是中
国历史上在这个项目首次获得奖
牌；第十四届全运会上海南省代表
团获4金2银1铜，群众体育比赛
项目取得1金2银2铜。在2021
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乙级联赛中，
琼中女足挺进决赛，成功拿下中甲
（即中国足协甲级联赛）资格。

2021年海南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产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积蓄新动能 阔步新征程
2021 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
党100周年，“十四五”正式
开局。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系统抢抓自贸港建
设重大机遇，以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为抓手，推动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事业发展
取得扎实成效。

岁末年初，作为我省三
大主导产业之一的旅游业交
上答卷：2021年全省接待国
内外游客8100.43万人次，
同比增长 25.5％，恢复至
2019年的97.5%；旅游总收
入1384.34亿元，同比增长
58.6% ，较 2019 年 增 长
30.9%。旅游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更加凸显。

与此同时，一场场文化
演出、一项项体育赛事、一
个个电视节目背后，是我省
旅文系统立足于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不懈努力。全省人
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
幸福感，也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
撑和力量源泉。

擦亮海南旅游金名片

2021年最后一天，2021年（第二十二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暨中国
旅游集团“全岛一家”海岛漫游节在三亚
举行，以全民共享欢乐的节日氛围辞旧迎
新。而正在进行的“琼岛春萌·岛主探岛
之旅”岛内旅游推广活动，也为在岛的市
民游客开启一场海岛“旅文盛宴”。

2021年是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的关键之年，立足于构建“一中心、
三天堂、一高地”的旅游发展目标，省旅
文厅打造了“海南健康游欢乐购”“亲子
游青春季”“阳光岛欢乐季”“重走琼崖红
军路 追逐百年红色足迹”“约‘会’自贸
港”等五大主题推广IP，建立由各市县
旅文局、行业协会、OTA平台、5大免税
集团等组成的“处处有旅游、行行+旅
游”的联合营销模式，营销推广品牌化效
应显著增强。“我和春天的约‘惠’”“海南
夏天‘童’Young嗨”以及2021年海南
康养旅游推广活动、2021年世界研学旅
游大会等300余场各类促销活动先后上
演，有力挖掘了购物旅游、康养旅游、研
学旅游“三大回流”的消费潜力。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强力推进，
也为海南旅游产业发展蓄力聚能，省旅
文厅连续5年荣获“海南省招商工作优
秀单位”称号。去年以来，省旅文厅积极
开展招商推介，努力实现“招大引强”，先
后在北京、西安、海口、成都、上海等地举
办8场招商推介会，组织参加招商活动
20余次、举行招商座谈近90次，促成全
省集中签约、开工旅游文体产业项目32
个，新注册旅游文体企业40余家，实质
性运营服务类项目4个。一年中，凯撒
旅业完成迁址三亚，全地形穿越项目落
户观澜湖电影公社，陵水富力海洋欢乐
世界开业迎客，显示出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的磁场效应。

随着“旅游+”给市民游客带来新体
验，“处处有旅游，行行+旅游”的局面不
断深化，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阶段成效
显著。去年以来，琼海市、万宁市、定安
县、海口市秀英区、三亚市海棠区被认定
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海昌梦幻海洋
不夜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等5个村
被纳入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录，琼海市博鳌镇等3个镇被纳入第一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名录，评定2家
省级旅游度假区、18家A级旅游景区、

38家椰级乡村旅游点，认定2家旅游
小镇、30家金银铜宿，红色景区实现
高A级的突破，五指山、文昌、屯昌
等市县均实现高A级旅游景区
“零”的突破。

提升琼岛文化软实力

“向前、向前、向前！千帆竞发破
长浪，奇兵十万下海南。孤岛奋战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迎晨曦！”激昂澎湃
的开场音乐中，红旗漫卷舞台，琼崖战
士似一棵棵参天巨树，立于天地之间
……2021年7月4日、5日，现代琼剧
《红旗不倒》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
两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一年来，省旅文厅坚持以人民群
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文艺精品不
断涌现。《红旗不倒》《黎族家园》《呦
呦鹿鸣》3部剧目入选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庆祝建
党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红旗不倒》《黎族家园》《解放海南
岛》《英雄，往北走》4部剧目入选文旅
部“庆祝建党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工程”。

一年来，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精彩
纷呈。由100名师生组成的海南文艺
演出团应邀到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
程》，受到文旅部通报表扬；围绕庆祝
建党100周年主题，引进《红色娘子
军》《唱支心歌给党听》等精品剧目18
场次；举办少儿民歌文艺季、乡村达人
秀、乡村“村晚”等基层群众文化活动
3830场，覆盖城乡老年人、残障人士、
农民工等，惠及群众1300多万人次。
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扎实
推进，使得群众文化成为实现共同富
裕的精神力量。

文艺佳作涌现，各类展览也不间
断。“故宫·故乡·故事——故宫博物院
藏黄花梨沉香文物展”“绿色黄金——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展、“长
乐未央——大唐长安文物展”等展览
让观众流连忘返。2021年，全省各级
各类博物馆策划推出各类展览 100
余场，实施教育活动296次，参观人数
近200万人次，其中“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琼崖纵队文物史料展”入选中
宣部、国家文物局庆祝建党100周年
精品展览推介名单。

一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扎实推进，让人们看到了“非遗”的
巨大生命力。2021年，我省4个项目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13项非遗代表性项目
受邀参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海南
非遗研学发展大会、2021海南非遗购
物节等活动以“线上＋线下”等模式
举办，有力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
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推进广电事业新发展

能收看到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的
电视节目，是琼海市会山镇棉头村村
民王更清这半年来最舒心的事。

棉头村由于地处偏僻，一直没有
通光缆，有线电视信号无法通达。为
确保边远地区村民收听收看好广播电
视，省旅文厅将“优化边远地区广播电
视覆盖效果”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第一任务事
项，解决边远地区群众收听收看广播
电视问题。2021年，共解决2541户
群众收看广播电视“急难愁盼”问题，
在全省第二期“我为群众办实事”十大
典型案例评选中名列总分第一。

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提
高基层特别是老少边贫地区广播电视
公共服务水平，有力保障党的声音传
入千家万户，只是我省广电系统坚持
为民惠民、服务民生的一个缩影。

围绕党和国家重要时间节点、大
事要事，深入做好脱贫攻坚等重大主
题宣传，省旅文厅指导全省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行业积极行动，发挥了广
电行业的独特作用。2021年，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其中我省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作为全国50个先进集体、2个受表彰
的电视栏目之一，荣获“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大型党建理论
访谈特别节目《光荣的追寻》第四季在
海南卫视开播，并入选庆祝建党100
周年重点广播电视节目。

不仅如此，海南广电产业也有进
一步发展。由引进到海南的公司出
品，全程在海南拍摄完成并审片上报
的电视剧《女心理师》取得琼剧审字
001号，实现了“零的突破”。海南“天
然摄影棚”的效应愈发凸显，《理想照
耀中国》《我们的新时代》等一批影视
剧、综艺节目在琼拍摄。

从大力推进城乡广播电视公共服
务体系一体建设，到发挥广播电视和
网络视听行业特色和优势积极服务脱
贫攻坚，再到组织推进重大题材优秀
作品创作，我省广电事业唱响新时代
主旋律，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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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工淡学”旅游人才培养案例得到国
家部委认可并向全国复制推广，获第二届
“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三等奖。

在全国率先试点使用保险替代现金或
银行保函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累计
为 221 家旅行社释放占用资金 5582.5 万
元。

利用省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共计
9805.99万元扶持 339个旅游项目，5家公
司获得2021年度省发改委“扩投资 稳增
长”计划扶持，对赌通过后将获得最高5700
万元的资金扶持。

统筹举办旅文行业大讲堂、旅文系统
能力素质提升等各类培训班64个，累计培
训班次69期，“线上+线下”培训人数达到
约8.6万人次。

开展系列文艺活动3830场，惠及群众
1300多万人次。

实施文物平安工程，核定公布28处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公布第一批革命文
物名录。

实施优化我省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覆盖
效果工程，解决 2541户群众收看广播电视
“急难愁盼”问题。

保障 14支国家队849人以及其他省市
队伍 1480人来琼冬训。

荣获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30个，荣获先进个人30名。

➡2021年中国足球
协会女子乙级联赛暨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大学生女
足联赛半决赛中，海南琼
中女足赢球后奔跑庆祝。

赛事组委会供图

⬅ 2021 年 8
月 29 日，第十三
届海南省全民健
身运动会群众比
赛橄榄球项目在
海口万绿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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