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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李艺娜）岛外游客在各大湾区

“宅酒店”“秀沙滩”；抢各类优惠券到
免税店里开启“买买买”模式……刚刚
结束的2022年春节黄金周，“海南过
大年”又多了新玩法。数据统计显示，
今年春节黄金周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541.13万人次，同比增长17.9%，实现
旅游总收入 75.3 亿元，同比增长
29.3%，旅游市场迎来“开门红”。

早在春节之前，省旅文厅就已开
启“阳光岛 欢乐季”联合推广活动，
各大OTA平台、景区酒店、免税店和
新媒体等联合开展的“和风丽日享海
南”“琼岛春萌岛主探岛”主题推广，
线上线下全媒体营销，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打卡度假，让这个
春节黄金周人财两旺。

“在‘阳光岛 欢乐季’联合推广
活动中，我们联合OTA平台、媒体、
涉旅企业、各大免税店及银行、航空
公司等提前启动了海南春节旅游旺
季市场营销，分别面向岛外岛内游客
推出‘发现海南之美’‘和风丽日享海
南’‘琼岛春萌岛主探岛’等主题活
动。”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坦言，希望
通过多平台、多渠道、多方式推广，让
更多市民游客第一时间了解到更多
海南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并吸引他
们到海南体验分享。

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之
下，省旅文厅利用微信平台推出的

“发现海南之美”主题推广活动，推出
了订制海南旅游红包封面、种草软
文、线上投票；结合海南冬春季旅游
热点，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分别推出
海岛食之道、海岛住好宿、海岛行逍
遥等推文及宣传海报；结合时下流行
的打卡新玩法，在网上发起打卡“海
南100点”活动，邀请市民游客深入
海南，探索和发现身边美好……据不
完全统计，活动通过腾讯新闻客户
端、微信订阅号、微信视频号等平台
宣传推广，总曝光量接近700万。

除了线上推广，省旅文厅还联合
新浪海南通过事件营销线下“种草”。
围绕琼中女足新年愿望，新浪海南在
微博发起#琼中女足新年愿望是去海

南各大景区打卡#话题。话题发起后，
中免、海旅免税、深圳免税、槟榔谷、天
涯海角和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等50
余家涉旅企业纷纷向琼中女足发出邀
约。截至目前，相关话题阅读量达
2534.8万。

结合平台优势和特色，各平台渠
道多样助推海南旅游。如美团还分
本地和异地场景推出“浪迹三亚全攻
略”“High玩过暖冬 住高端酒店”等
主题活动，活动上线40天，活动页曝
光超过3704.8万；春运期间，海南航
线市场特点呈现进出港客流量不均
衡的态势，海南航空针对海南市场专
门推出秒杀机票、家庭购票优惠、青
年购票优惠、海南区域春节可用“自

由飞”“惊喜飞”产品，以实际行动惠
及旅客；携程则推出了包括“亚特春
节 纯玩一票通”“亚特兰蒂斯新春特
惠”等优惠活动，并在“2022春节冬
游季门票春节大促”上线海南多个精
品旅游产品……

全方位的营销推介有力丰富游
客出游选择，带动旅游消费潜力释
放，海南也成为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国内最热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去哪
儿网后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海南地
区旅游订单总销售量同比2021年春
节增长17%。来自携程的统计显示，
在酒店消费中，超过三成游客选择单
价在600元以上酒店入住，海南旅游
越来越受高端消费客群青睐。

海南通过线上线下联合推广开启海岛旅游黄金季

花式“吸粉”带动文旅消费新热潮

本报八所2月8日电 （记者张
文君 特约记者方宇杰）今年春节期
间，东方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19.72
万人次，同比增长7.18%，旅游总收
入9264.24万元，同比增长27.87%。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7日从东方
市旅文局获悉的。

据悉，今年春节假期，东方自然瑰
宝园、鳄珍鳄鱼基地、娥仙岭、永涛花梨
谷等地为热门景点景区，吸引大量市民

游客。辖区内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数
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33.52%，其中
A级旅游景区接待超1.6万人次，同比
增长13.4%，椰级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超2万人次，同比增长141.38%。

本报万城2月8日电 （记者张
惠宁）2月7日，正月初七，万宁旅游
热度不减。当天中午12时，在兴隆
兴生中路美食一条街，一家新开的餐
馆“娘惹侨”前排队等候就餐的客人
还有二三十人；几公里之外的巴厘村
景区人头攒动，车流不断……

2022 年春节假期，万宁接待
游 客 50.1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31.63%，旅游总收入 3.04 亿元，同
比 增 长 40.11% ，过 夜 游 客 人 数
15.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9.65%，
过夜旅游收入2.04亿元，同比增长
53.98%。

在兴隆中澳温泉度假酒店总经
理王键看来，今年万宁春节旅游的红
火，主要原因在于近两年来万宁市委
市政府对旅游产业的规划、策划和推

广，“像各种冲浪比赛等运动赛事，数
场音乐会，对万宁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带动很大。”王键说，“今年春节，除了
去三亚，还要到万宁看看，成为一种
趋势。”

2020年以来，万宁市委市政府
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冲浪优势，把
体育旅游作为四个百亿元级新兴产
业之一，重点打造冲浪产业链等八
个主导产业，推进“体旅融合”和“文
旅融合”，打造海上运动、生态观光、
乡村度假和美食购物等旅游业态，
举办全运会冲浪比赛等一系列高品
质体育赛事和文化演艺活动，利用
各种新兴媒体和影视综艺平台打造
年轻活力运动的万宁城市形象。今
年春节假期，万宁石梅湾、日月湾和
神州半岛三大湾区累计接待游客

36.87万人次，成为万宁海上运动的
直接受益区域。

兴隆巴厘村景区已有 20年历
史，是一家主打印尼文化为主的景
区。“印尼有个巴厘岛，海南有个巴
厘村，我们通过网上直播等方式宣
传东南亚文化，并在线上成功推广

‘穿娘惹服到巴厘村打卡’的网红
活动，春节7天，有5万人次自驾游
巴厘村，半数的人会租一套娘惹服
穿并拍照留念。”巴厘村村长陈绍
生说。

在巴厘村可以欣赏印尼的图腾
文化、观看印尼歌舞，还可以品尝到
东南亚美食，“一定要传承万宁侨乡
文化，坚持自己的语言特色，保持地
道的兴隆侨味，景区才能长远发展。”
陈绍生对记者说。

万宁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3.04亿元，接待游客50.14万人次

文体融合“游”新意

本报金江2月8日电 （记者高
懿）2月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今年春
节黄金周，澄迈共接待游客18.51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376.73 万
元。该县经营性住宿单位累计接待
过夜游客 4.4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9.17%。

全县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2.15
万人次，同比增长17.53%。其中，椰
级乡村旅游点累计接待游客6.86万
人次。

春节期间，澄迈组织开展福丰约
亭古镇新春游园、群众体育赛事等多
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旅游文化节
庆活动。

澄迈还组织开展多场文化惠民
活动，充分展现澄迈县美丽且独特的
自然风光及人文风情，于1月26日
和27日分别在大丰镇肖阳文化室、
福山镇花场村、桥头镇玉包港、桥头
镇儒朋文化室举办2022年红色文艺
轻骑兵进基层活动，活动将延续至2
月28日。

澄迈春节黄金周总收入9376.73万元，接待游客18.51万人次

文化惠民庆佳节

东方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9264.24万元，接待游客19.72万人次

珍奇景观醉游人

本报嘉积2月8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杨时艾）2月7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旅文局获悉，春
节期间，该市共接待游客47.52万
人次，同比增长3.1%；旅游总收入
3.09亿元，同比增长12.5%。

今年春节，琼海组织开展各类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民俗节庆和旅
文活动，全市旅文市场呈现供需两
旺、活动丰富、特色鲜明的特点。

春节期间，博鳌留客村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客
在留客村体验星空房、田园热气
球、大黄鸭、蔡家宅换装秀旅拍等
游玩项目，品尝特色美食小吃。

琼海市旅文局副局长施良辉
告诉记者，春节期间，琼海市各美丽
乡村纷纷推出各式各样游玩体验
活动。博鳌留客村推出“2022琼海
粉潮艺术新春嘉年华”，沙美村推出

“博鳌沙美露营节暨首届咕咔亲子
勇气赛”以及“捏鸡屎藤”“打年糕”
等年味浓郁的民俗活动，美丽乡村
成为近郊游、自驾游、亲子游的首选
目的地，乡村旅游人气爆棚。

“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一种
新年俗、新风尚，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继续推出“南海馆里过大
年”系列活动，七大主题、10场春
节系列活动从腊月二十八延续至
正月初六；白石岭景区推出“游”

“玩”等多样精彩的体验项目，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登高望远，攀
岩穿越，飞拉达、丛林飞越、玻璃滑
道、玻璃观景台等探险项目备受青
睐，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施良辉表示，下一步将更加深
入地挖掘琼海旅游资源和文化资
源，策划更多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
旅游线路产品呈现给市民游客。

琼海春节黄金周旅游总收入3.09亿元

处处美景皆留客

本报石碌2月8日电（记者刘
婧姝 特约记者黄兆雪）今年春节
假期，昌江黎族自治县共接待游客
19.76万人次，同比增长12.6%；旅
游 收 入 722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2.3%；过夜游客3.9万余人次，同
比增长7.5%；一日游旅客15.67万
人次，同比增长12.6%。这是海南
日报记者2月8日从昌江旅文局获
悉的。

春节期间，正值木棉花花开，
昌江各木棉花观景点、棋子湾度假
区、聚源花卉基地、棋子湾共享农
庄等地迎来不少游客，促进当地旅
游发展。

“第一次见到木棉花，特别漂
亮，是相机拍不出来的美。”在七叉
镇尼下村昌化江畔木棉红观景点，

来自辽宁的游客李颜伊在看到木
棉花后发出感叹。

在棋子湾共享农庄，棋子湾
兰花文化旅游季活动正如火如荼
开展，兰花博览会、黎族歌舞表
演、瓜果蔬菜采摘、美食集市等
活动，为群众节日出游提供好的
去处。“春节期间，每天都有几千
名游客到访，买花的人很多，非
常热闹。”棋子湾共享农庄董事
长周载耀说。

眼下正是昌江“冬登春赏”黄
金旅游季，该县大力开展2022海南
昌江木棉花音乐游园汇、2022海南
昌江春赏木棉·美丽乡村生活节、第
八届“昌化江畔木棉红”全国摄影大
赛等系列活动，不断挖掘和丰富木
棉旅游资源，吸引更多游客到昌江。

昌江春节黄金周旅游收入7220万元

木棉吐艳引客来

我省19个单位获评
2021年度应急管理工作考核优秀单位

全力防范化解风险
持续提升防治水平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邱阿宇）日前，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公布关于2021年度应急管理工作考
核结果的通报，经省委、省政府同意，评定海口市、
省农业农村厅、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等19个单
位为“2021年度应急管理工作考核优秀单位”，三
亚市、省发展改革委、国家管网集团海南省管网有
限公司等45个单位为“2021年度应急管理工作
考核良好单位”。

据悉，2021年12月13日至12月25日，省安
委会办公室组成8个应急管理工作考核组，对全
省各市县、有关省直部门和企业开展现场考核。
根据现场考核评分，结合各单位2021年度事故控
制、日常工作成效、工作创新做法等情况进行综合
评定，形成最终考核结果。

通报要求，希望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再接再
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紧密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领域实际，高标准、
严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持续提升自然灾害防治水平，加快推进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好安全环境。

海南航空春节期间运送
往返海南旅客超20万人次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邵长春）记者从海
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获悉，今年春节期间（1
月31日-2月6日），该公司在海南市场相关经营数
据实现大幅增长，与2021年春节相比，海南航空运
力同比增幅41%，客流量同比增幅达45%。

春节期间，海南航空共执行国内航班2821
班，日均403班；7天共运送旅客31.5万人次，同
比增幅15.21%；并针对18条国内热门航线增加
航班、更换宽体机执飞。

受离岛免税、热门景点及节日各类文旅活动
的拉动影响，春节期间海南旅游受到广大游客青
睐。作为深耕海南近30年的本土航空企业，海南
航空严格落实民航局关于春运运输保障和疫情防
控工作的总体部署具体要求，积极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在运力提升方面，海南航空增频多地往返海
南的航班、增加宽体机投放数量，准备飞机运力
43架，其中，投放宽体机数量11架。在客流量方
面，1月31日至2月7日，海南航空运送旅客超20
万人次。

春节期间，海南航空还结合国内热门出发地
和目的地数据统筹布局节日运力投放，优化航线
网络，重点在热门市场增加运力投放，包括覆盖成
都⇌海口/三亚、重庆⇌海口/三亚、广州/深圳⇌
海口/三亚、长沙⇌海口/三亚、济南⇌海口/三亚、
哈尔滨⇌三亚等市场需求火爆旅游航线。

海南队符芳语和羊叶欣
入选激光4.7亚运集训队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记者王黎刚）2月 8
日，为期 4天的激光 4.7 亚运集训队选拔赛暨
2022年全国激光4.7级帆船冠军赛在海口落幕，
激光4.7亚运集训队大名单也随之出炉。海南帆
船队的符芳语和羊叶欣入选。

本次比赛共吸引各地男、女小水手总计116
人同场竞逐。其中有22名来自社会俱乐部选手。

激光4.7亚运集训队首次面向社会公开选
拔，也让这些热爱帆船运动的孩子们有了更好的
切磋技艺、展现自己的舞台，还可以在交流中不断
提高竞技水平，更好地推广普及青少年帆船运
动。来自深圳梅沙远航队的苏若禺、苏若缺的父
亲介绍，他们一家大年初二就抵达海口提前准备，
两个孩子此前在Topper船型的比赛中竞争力很
强，接触激光4.7级的时间还比较短。苏爸爸说：

“海口的水上运动氛围很好，能有机会来参加这个
国内激光4.7级别水平最高的比赛，两个孩子非
常激动和欣喜，与最高水平的选手们同场竞技将
有助于他们找到差距，能让他们更加明确今后的
训练学习目标。”

据悉，入选集训队的小水手将于2月16日至
18日进行第一轮选拔排名赛。

光大银行信用卡两个月
带动海南消费122.36亿元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王培琳）为全面
展示海南文化和旅游新形象，中国光大银行海口
分行在海南省旅文厅指导下，以信用卡作为消费
媒介，推出欢乐节瓜分百万欢乐币、阳光岛欢乐季
酒店景区抢购、魅力海南、健康中国等多个系列活
动，从去年12月至今年2月6日，光大信用卡已带
动海南消费122.36亿元。

据了解，春节期间，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信
用卡全力开展“春暖年味浓”和“春节不打烊”两大
系列活动。其中“春暖年味浓”系列活动聚焦年货
大战，产品包括新年花卉、坚果零食、粮油特产等
数十种，减价又加量，新年好礼打包派送，大额优
惠强势来袭，极大提升商品交易额。“春节不打烊”
系列活动也实现除夕到初七，天天有优惠，福利覆
盖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

活动内容及开展方式紧跟市民百姓行为动
态，包括瓜分万元新年红包、10元贺岁片、返工加
油等，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持续发挥活
动向心力势能，助力海南春节旅游。

春节期间，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游客众多。通讯员 黄庆优 摄2月8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