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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年入境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 国际直达航线 56 条

海南“国际范”越来越浓

滨海度假、中医理疗、热带雨林等十大类不同旅游套餐，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南国都市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谭琦）外
国游客在沙滩上尽享日光浴、逐浪戏水；
三亚中医院内的俄罗斯游客正体验中医理
疗的魅力……海南的国际范越来越浓。6
日下午，随着俄罗斯飞来三亚的航班降落
在凤凰机场，海南国际旅游岛迎来了年入
境游客量突破 100 万人次的历史性时刻，
这也是海南提前三年实现了“2020 年我省
入境游客将达到 100 万人次”的工作目标。

旅游套餐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记 者 从 省 旅 游 委 获 悉 ， 今 年 1- 10
月，我省接待游客 5344.8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4%，实现旅游总收入 637.6 亿元，同
比增长 25.4%，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88.77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57.1% ， 旅 游 外 汇 收 入
55162.6 万美元，同比增长 128.8%。2017
年底，海南入境游客突破 100 万人次，提
前三年实现了省政府设定的“2020 年我省
入境游客将达到 100 万人次”的工作目标。
6 日，三亚市有关部门在现场为该航
班 228 名俄罗斯的游客送上“海南礼物”，
里面有海南特色的黎锦和特产，还为该航
班的 5 名游客送出了 5 份价值 1 万元的豪华

海南 7 日游的旅游大奖。
根据境外游客的需求，海南省旅游委
策划推出不同的旅游套餐，包含滨海度
假、中医理疗、山海户外、海岛挥杆、热
带雨林、原味美食等十大类产品，满足不
同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与此同时，不断完
善旅游市场监管机制，为入境游客营造舒
心、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
下一步，海南还将围绕“免签、航
线、促销、服务”精准发力，加快入境旅
游发展，对接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旅游国际化水平，加快建成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政策补贴让入境游更加红火
入境游发展的“海南速度”背后，是
近年来海南先后出台各项优惠旅游政策，
激发了全省旅游企业投身入境市场的热情
和信心，全省旅游企业不断的丰富产品，
吸引更多的境外游客。
“有了补贴奖励后，我们的服务产品更
丰富，游客数量也不断增多。”三亚盛达国
旅董事长侯江萍说，从去年出台了相关补
贴奖励政策后，入境游的旅客数量明显提

振兴

升，平均每个月盛达国旅都会接待超过 2
万人次的境外游客。
据统计，海南目前已开通国际直达海
南航线 56 条，覆盖了俄罗斯、韩国、泰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和港
澳台地区。“空中丝路”的不断加密大大提
高了国际游客的可进入性，有效保障我省
入境游客的可持续增长。未来，三亚相关
旅行社还会开通乌克兰往返三亚的定期直
飞航班，为入境游市场助力。

他们冲着阳光沙滩中医而来
“我们计划先去沙滩晒太阳，再去体验
一下朋友推荐的中医理疗。”刚刚从莫斯科
抵达的游客瓦雷里和妻子准备到三亚来度
蜜月，他们计划在三亚玩 8 天，尽情的享
受三亚的沙滩和阳光。
Ena 和一家人已经是第三次到三亚来
了，
去年来体验过中医理疗的她感到非常神
奇，她的颈椎病经过这里中医的治疗，取得
了比较好的疗效。
“颈椎变得舒服了，人也精
神了很多。”Ena 计划住在大东海，离海滩和
三亚中医院都不远，她说三亚的阳光、沙滩
和中医都是自己带着家人来游玩的原因。

俄罗斯乘客下飞机。
（省旅游委供图）
“目前，中医理疗是最受境外游客欢迎
的项目。”侯江萍说，许多境外游客到三亚
后最先咨询的都是中医理疗项目，白天在
沙滩上晒晒太阳，晚上去理疗室好好休
息，做一下身体保健，这是俄罗斯游客最
理想的度假方式。

共享
——关注 2017 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投资 2500 万元建设红色革命景点、历史文化古迹、湿地公园

海口仁里村：全国
“美丽乡村示范村”
沿着羊山特色的村道漫步，看
着绿色的庄稼，吸入野花的清香，
听着鸟儿的鸣叫，别有一番风味。
若是来得恰好，碰上好天气，来到
村前，居高临下，放眼望去，那更是
美妙——远处的旧州岭、文笔峰、
金鸡岭等景色尽收眼底。近处古
老的火山山头，百草丛生，一片绿
色。当带着花草清香的山风徐徐
吹来，无不叫人陶醉。
今年 9 月份，国家住建部等五
个部门公布 2017 年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示范村名单，我省有两个村
被评为“美丽乡村示范村”，其中一
个便是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里
村。
仁里村是我省公布的第一批
美丽乡村，现下辖 11 个村民小组
（自然村），地处羊山地区，具有独
特的火山岩地貌，拥有万亩火山湿
地、小火山口、广阔田洋、百年古树
等颇具竞争力的生态亮点。今年，
龙华区投资 2500 万将新坡镇仁
里村进行连片打造，将仁里村打造
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具有羊山风
情的美丽乡村。其中，前期首批斌
腾、卜太、仁台、养豪 4 个自然村将
同步开工建设。
南国都市报记者 党朝峰 通讯
员 刘伟 王秀霞 文/图

村子不仅有了独特的风景，2016 年全村还
实现整体脱贫。目前，斌腾村石斛种植达到
600 亩，未来计划扩大种植面积。人均种约
6 亩，按每亩年均收入 10000 元计算，合作
社成员每户收入 30000 元。

潭丰洋：湿地公园冷泉涌

省级湿地公园潭丰洋。

仁台村：红色景点处处有
仁台村是一个革命老村,该村是由火山
石搭建而成。每逢周末，都有游客到村里看
文物古迹。
村里房子大体是坐西向东，村中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巷道交错相通；火山石垒成
的老屋和新盖的楼房互相映衬；长寿老人随
处可见。村后有几棵参天古树，村中随处可
见的古石磨、古练武石、古石窟、登马石
等，见证沧桑岁月，延续不老传说。
该村的绿色景观沁人心脾，红色足迹更
是鼓舞人心，在这里有烽火瞭望台、革命纪
念馆、红军井、英雄树、农会亭、麦氏祠堂
等等红色旅游景点。

斌腾村：石斛产业效益高
斌腾村的最大特色是规模种植石斛。由
于生态保护较好，环境优雅，经济发展快，
被省市列为文明生态示范村。

小游客在仁里村开心玩耍。
斌腾村石多土少，地势起伏不平，难以
涵养雨水，四处遍布的火山石成为生态“短
板”，阻碍村民发展农业产业。这里最适合
种植的经济作物是石斛。金钗石斛种植保持
天蓝、水碧、地绿、景美。金钗石斛种植十
二年可收益，后期管理成本低，效益高。
2013 年，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团队第一次把这种植物带到斌腾
村。公司的入驻，不仅解决了村里的就业难
问题，还以“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在村里推广种植野生石斛，组建农业专
业合作社进行统一管理。这样一来，农户不
但可以现金入股、工资 （用工） 入股，拥有
符合合作社种植石斛条件的土地的农户还可
以利用土地使用权入股，解决了农户的后顾
之忧。该公司还承诺获利后，首先提取净利
润的 5%用于村内 60 岁以上老人养老和孩子
上学，提取净利润的 5%作为合作社公积
金，剩余净利润的 90%按照股权比例分配。
就这样，斌腾村在石头上种起了石斛，

“广阔的田洋水绿如蓝，鱼儿在水里欢
快地穿梭，岸边树木郁郁葱葱，珍稀植物水
菜花、水角在此繁衍，白鹭等珍稀水禽在水
面上自由飞翔，风景美不胜收。”如果您生
活在海口或者到海口游玩，最不能错过的一
大风景就是省级湿地公园潭丰洋。
潭丰洋湿地公园总规划面积 662.22 公
顷，东临海南省最大河流南渡江，西临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公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
约 330 公顷典型的羊山火山泉湿地景观，火
山与湿地交融形成的极具地域特色的自然与
人文景观，在国内十分罕见，构成了一个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这里有植被 335 种、动物 101 种，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水菜花、濒临灭绝珍稀植物水
角在此生长；这里有蜿蜒的宋沟和长钦湖，
构成了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这里有数百年
来农耕文化行成的自然机耕道，田园风光一
览无余；这里有多处 300 年以上历史的古石
桥，人文气息厚重；这里有多处地下冷泉涌
泉口，养育着潭丰洋周边的祖祖辈辈。潭丰
洋下一步将积极申报国家级湿地公园，并串
点成线将冼夫人文化公园、仁里美丽乡村等
旅游资源进行统筹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