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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光到度假 万宁旅游大升级
基础设施完善揽得游客云来  旅游驿站变身旅游目的地

旅游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一步一景，步步入画，真不

愧是最美旅游公路。”春节期间，
游客王先生携家人自驾经过万宁滨
海旅游公路，一路上景色美不胜收。

万宁滨海旅游公路串联了万
宁石梅湾、南燕湾、神州半岛、
老爷海、后滩、保定湾、春园湾、
大花角等多个美丽海湾，沿途能
够看到大海、沙滩、山岭、内海、
河流、渔村、田园、千亩椰林等
多种风光，被誉为“会讲故事的
旅游公路”。

为了促进旅游业质量效益双提
升，万宁市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据悉，仅 2017 年，万宁市便打造
提升了 8 条旅游交通干线，串联了
石梅湾、兴隆等热门景区，并全面
实现道路景观化，打通了全域联通
的旅游交通动脉。万宁全市各镇、
各旅游景区均开通了公交车或乡镇
班车，进一步方便游客。

旅游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也带
动高端体育赛事落户万宁。多届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选择万宁
作为起终点城市，让更多人领略了
万宁秀美的旅游风光。

万宁还围绕旅游交通干线打造
独具特色的旅游区。如围绕滨海旅
游公路，打造海上休闲运动等旅游
新业态，吸引石梅湾游艇会、石梅
湾威斯汀度假酒店、神州半岛沙滩
俱乐部、日月湾冲浪基地等落户；
围绕兴隆国家绿道打造生态旅游
区，建设三角梅主题公园、兴隆热
带花园以及华侨村等万宁特色景
点。

本地原生特色资源也开发成了
特色旅游产品。万宁市东澳镇蓝田
渔村拉网捕鱼体验旅游项目，开发
人工采摘、体验拉网捕鱼、垂钓活
动，并配套农家乐与特色民宿，为
游客提供“私人定制”的乡村之旅、
农家之乐。

旅游基础设施随之完善，2015
年至 2017 年底，万宁市已投入超
过 2000 万元，在高速公路、旅游

景区、旅游度假区、交通集散点等
地新建和改建了 50 座旅游厕所。

擦亮“文化+旅游”金字招牌
万宁拥有众多金字招牌，如“世

界长寿之乡”“世界冲浪胜地”“中
国槟榔之乡”“中国书法之乡”“中
国龙舟小镇”“温泉之乡”“南药
之乡”等。

冲浪运动是万宁市文体旅游产
业的重要内容。2010 年至今，万宁
市已连续举办了 9 届国际冲浪节。
2018 年第 9 届国际冲浪节吸引了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运动员
前来逐浪。

“万宁海湾的气候、风况、浪
况都非常适合开展冲浪运动，是世
界上少有的优质冲浪湾区之一。”
国际冲浪运动协会执行总裁罗伯特
说，“国际冲浪运动协会将把万宁
作为在中国推广冲浪运动的重要一
站，持续推动冲浪运动在万宁的发
展。”连续多年举办的中华龙舟大
赛、万宁国际海钓比赛、环海南岛
国际大帆船赛……万宁将这些“金
字招牌”转化为旅游资源，提升万
宁城市形象与品牌美誉度，推动万
宁休闲体育、文化、旅游、会展等
产业融合发展。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说，这些
金字招牌，是万宁发展的重要资本
和优势。万宁正积极推进“旅游 +”
产业融合，将这些“金字招牌”转
化为旅游资源，解决旅游规划滞后、
产业升级缓慢、产品知名度不高、
配套服务不完善、体制机制不顺等
问题，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推动万宁旅游从景点旅游向
全域旅游、从旅游驿站向旅游目的
地的转变，把万宁建设成世界一流
和海南第三大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

加快全域旅游发展
当前，万宁市结合国际旅游岛

建设，主动融入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加快全域旅游发展，促进万

【侨报讯】每到周末，万宁市山根镇大石岭村总会格外热
闹，不少城里人专门驱车来到这里过周末，家长带着孩子一起
在田头摘菜，在村中骑行，或者参加读书会、品尝农家美食，
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

万宁是海南旅游业发展最早、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先后荣获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冲浪胜地、中国槟榔之乡、中国
书法之乡、中国武术之乡等殊荣。

近年来，万宁着力培育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
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域旅游创建，丰富旅游产品供
给，实现从旅游驿站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这里有诗和远方  文化万宁成城市新名片

万宁精准选商招商 种好梧桐引凤来
▲万宁日月湾渐成冲浪胜地，每年吸引众多冲浪爱好者到此冲

浪游玩。 

▲石梅湾凤凰九里书屋。

▲作为“中国槟榔之乡”，万宁全市槟榔种植面积达 53.2 万亩，
约占全省槟榔种植面积的一半。

▲海南万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六大专项整治行动”，2018 年完成造林 4550 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6.48% 以上。图为游客在万宁兴隆热带花园。  本版图片均为万宁市委宣传部提供

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万宁推动从传统观光游向休闲

度假游转变。通过在石梅湾等滨海
旅游度假区打造主题酒店、滨海观
光、海水浴场、海钓、潜水、房车
露营、海岛探险等旅游产品，让游
客在此体验滨海慢生活方式。

结合当前流行的骑行游、自驾
游等旅游方式，万宁依托兴隆国家
绿道、兴隆热带花园、兴隆热带植
物园等打造热带雨林旅游新产品，
增强游客个人体验，丰富旅游产品
供给。

研学旅游等科普性旅游产品是

万宁近年来发展的新兴旅游业态。
万宁市对兴隆植物园、六连岭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东山岭等老牌景区
景点进行规划，结合热带植物科普、
红色文化传承、东山岭佛教文化与
摩崖石刻等亮点，推出研学旅游新
产品。

文东村、溪边村、大石岭村、
大园村、永范村等一批乡村旅游景
点像珍珠一样散落在万宁各地。该
市联合旅行社推出“美丽乡村”旅
游线路，利用热带高效农业和生态
环境优势，打造面向岛外游客的度
假型乡村旅游品牌。

“十三五”期间，万宁计划打
造 120 个美丽乡村。在去年 10 月
底公布的第三批海南省美丽乡村示
范村名单中，万宁市共有 24 个村
庄获得星级村庄称号，其中有 2 个
五星级美丽乡村，10 个三星级美丽
乡村。

张美文表示，万宁将把美丽乡
村建设与全域旅游创建相结合，通
过做好“山”“水”“民居”“花
果”“农耕”等五大文章，打造“有
故事”的美丽乡村，推动万宁旅游
从传统观光游向度假式旅游转变。
� 文／张茜翼

【侨报讯】与青山为邻，与碧
海作伴，在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书
屋听涛、看浪、品书香，是一件浪
漫的事。

春节期间，广东游客郑女士与
家人来海南旅行过年，她说：“特
别喜欢九里书屋，咸咸的海风中飘
着书香，瞬间就打动了我。”

凤凰九里书屋负责人陈润崛介
绍，从 2 月 5 日至 9 日，九里书屋
围绕�“吟诵与诗词创作”“从红
楼梦中·汝窑说起”“回望荒野——
美国文学掠影”等 3 个主题开展了
3 期分享会。短短 5 天时间，书屋
接待了超过 12500 名游客。

像凤凰九里书屋一样的书屋，
在万宁还有许多。近年来，万宁在
美丽乡村、旅游景区、中小学校园
等地打造出一批知名书屋，形成了
一股清新的文化之风。　　

“村里的书屋 24 小时开放，
离村子只有 100 多米，谁都可以进
来。”万宁市万城镇溪边村 14 岁
的文颖洁说，“书屋有时会请来专
门的书法老师给我们辅导。”

文颖洁所说的书屋，是坐落于
溪边村的溪边书屋。溪边书屋成立
后，定期开展书法培训班、国学班
和文化沙龙，为村民提供文体综合
服务。如今，读书、习字逐渐成为
村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好习惯。

据了解，自 2008 年以来，万

【侨报讯】近日，大唐万宁天
然气发电项目已经签约将开工，建
成后能满足整个万宁的用电需求。
该项目是万宁去年引进的诸多重大
投资项目中的一个。

“2018 年，万宁市成功引进
6 个项目，协议投资总额 101 亿
元。目前，6 个签约项目全部在万
宁注册了项目公司，注册落地率达
100%。”万宁市招商局局长苏祥华
介绍，这些项目涉及文化旅游、医
疗健康、新能源、物流、科研等众
多领域。

去年以来，万宁围绕该市经济
发展大局进行招商，将重点瞄准世
界 500 强、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去
年该市开展招商活动 30 多次，接
待和服务国内外来访客商 120 余批
次，对接洽谈意向投资项目 30 多
个，与泰国正大集团、中国大唐集
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投资协

议，引进一批生态型、环保型、低
消耗项目。

万宁市市长周高明表示，为了
精准招商，万宁市先摸清“家底”。
根据该市“多规合一”成果及优势
资源，重点围绕旅游服务、高新科
技、医疗健康、低碳制造等产业，
重新梳理资源，切实做好招商引资
的基础工作。

为进一步推介万宁的优质资
源，万宁市还通过支持主办 2018
年海南省百强企业发布会，邀请全
省众多知名企业到万宁参会，全方
位推介万宁，倾力打造尊商、重商、
亲商的营商环境。对于前来万宁考
察的企业，万宁召开项目对接座谈
会，探讨企业家们关心的教育、金
融、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内容，
开展项目对接。

同时，万宁正在积极引进旅游、
科技、外语等专业人才，增强招商

队伍，向市场购买高质量招商策划
运作服务，提升项目服务水平。

“海南建设自贸区（港），万
宁发展前景广阔，也是投资兴业的
好机遇。”近日，在广东打拼的万
宁籍客商翁文喜回到家乡寻找投资
机会，他说，万宁籍客商在广东从
事的行业涉及互联网、物联网、电
子信息技术、物流、生物医药等领
域，有技术、资本等各方面资源，
“希望能参与万宁的大开发，为家
乡尽一份力。”

周高明称，万宁将继续优化营
商环境，围绕海南建设自贸区（港）
的定位，结合万宁的资源优势，力
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型工业、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和海
洋产业“四轮驱动”产业发展，不
断完善招商政策制度体系，以最好
的资源和最好的服务吸引国内外投
资者参与万宁建设。

宁共建成农家书屋 198 个，实现该
市行政村全覆盖。每个农家书屋配
图书 3000 多册，聘请 1 名专职人
员进行管理。有的书屋会定期组织
开展文化沙龙、书法培训等活动，
成为万宁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

以“书”为媒，探索“书屋 +”，
万宁将书屋建设与美丽乡村、校园
文化、共享农庄、产业发展和公益
活动相结合，创新书屋建设模式与
服务模式，并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
设，不断增强农村居民的公共文化
获得感。

去年 5 月，万宁市山根镇大石
岭书屋、万宁市万城镇联星村溪边
书屋双双入选海南 2018 年“美丽

书屋”。
“大石岭书屋走红，还给我们

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大
石岭村民彭振环笑着说，大石岭书
屋吸引了大量游客进村，“节假日
的时候每天都有五六百人，大家一
起写对联、话民俗、品美食。为了
制作糯米粑，有段时间我们把山根
镇上的糯米都买断货了。”

万宁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志
斌说，万宁以书屋为载体，探索创
新“书屋 +”新模式，打造服务新
业态，以文化助推文明，让书香浸
润万家，让阅读成为全民的一种生
活方式。
� 文／张茜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