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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动态

新华社北京12月 22日电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
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
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大力发展体育旅游，
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 22 日印发《关于大力发
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突破 1 万亿元。

《意见》指出，体育旅游是旅游产业和体育产
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是以体育运动为核
心，以现场观赛、参与体验及参观游览为主要形
式，以满足健康娱乐、旅游休闲为目的，向大众提
供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涉及健身
休闲、竞赛表演、装备制造、设施建设等业态。体
育是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旅游是推进体育
产业的重要动力。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是丰富旅游
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
级的必然要求，是盘活体育资源、实现全民健身和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必
然选择，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
新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见》提出的发展目标为，体育旅游基础设
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

化，基本形成结构合理、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的体
育旅游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到 2020 年，在全国
建成 100 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建
成 100 家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推出 100 项体
育旅游精品赛事，打造 100 条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培育 100 家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体育
旅游企业与知名品牌，体育旅游总人数达到 10 亿
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 15％，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
突破 1 万亿元。

根据《意见》，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四项基本
原则为：市场主导，政府扶持；消费引领，培育主
体；强化特色，打造品牌；加强监管，规范发展。重
点任务包括引领健身休闲旅游发展、培育赛事活
动旅游市场、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主体、提升体育旅
游装备制造水平、加强体育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保障措施包括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政策保障、
完善投融资机制、加大宣传推广、规范市场秩序、
建立人才培养体系。

《意见》要求，各级旅游和体育部门要增强对
体育旅游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和责任感。按照本意见要求，抓紧制定贯彻本意
见的具体办法，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2020年体育旅游
总消费规模将超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随着新年元旦以及旅
游旺季的到来，为确保节日期间中外游客的安全，
提高景区旅游服务质量，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
游区节前对景区的游览车辆运营安全和景区森林
防火安全进行全面大检查，切实做好各项安全和
保障工作。

连日来，该景区对所有的游览车进行全面的
检查及维修，特别是对游览车辆的制动、转向、轮
胎、螺帽等进行检查及维修，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排
除。另外，景区节前对安保员工进行严格的森林
消防培训，车辆指挥停泊，加强了护林防火安全防
范措施，排除安全隐患；景区每个停车场都设有专
人指挥车辆的停放和分流，每个景点设有专人指
挥游客上落站，有效地控制游客的分流，避免游客
出现拥挤的现象。景区还加大对重点部位的索
桥、滑索、栈道的维护，为节日期间游客的安全保
障工作做好准备。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2 月 22 日，由三亚市
旅游委邀请的西班牙“网络新媒体红人”体验团
一行 10 多人到三亚进行考察体验。体验期间，考
察团通过国际知名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实时同
步开展线上宣传推广和体验传播，提高三亚全域
旅游在西班牙及欧洲市场提升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网络新媒体红人”体验团首先体验了蜈支
洲岛的动感飞艇，360 度的漂移旋转让体验团大
呼刺激过瘾。随后体验团进行了潜水体验，感受
除了冬季纯净的空气和“三亚蓝”外，还见识了别
样的蜈支洲岛“深海蓝”。随后乘坐电瓶车进行
了环岛游项目。环岛游后山，在海洋之星、观日
岩景点远眺绝美的风光及半山半海、渐变的三色
海引来体验团交口称赞，对旅游区的环境保护给
予高度评价。

据了解，此次西班牙“网络新媒体红人”三亚
行是三亚旅游委践行全域旅游的成果，邀请国际
嘉宾体验三亚代表性景区，通过线上社交媒体软
件传播，为打开国际市场添砖加瓦。

上图：西班牙网媒体验团成员在体验潜水乐
趣。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三亚前11月入境游客
同比增长近两成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12 月 21 日，三亚市旅游

委组织全市 30 余家旅游企业、三亚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三亚学院、三亚旅行社协会召开三亚市旅
游扶贫工作协调会。就三亚各旅游企业与建档立
卡贫困村结对帮扶相关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

会上，市旅游委负责人向与会单位人员传达了
《海南省旅游企业帮扶脱贫工程专项活动实施方
案》的文件精神，并下发了《三亚市乡村旅游扶贫
重点村分类实施表》，就结对帮扶工作充分征求参
会各企业意见，现场进行调整和安排，最终确定 16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都有对应的酒店和景区指定帮
扶。

会议指出，全市各贫困村的旅游资源都非常丰
富，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发展三亚市旅游业的延伸
服务。本次旅游扶贫工作，酒店、景区可以按照安
置就业、农产品定点销售、培训指导、项目开发、共
享客源、宣传营销等多种方式开展，企业为贫困村
提供就业岗位、农产品销售等工作，不仅能对外展
示企业文化，扩大企业影响，提升企业的服务内
容，更能实实在在的解决贫困村里的实际问题，是
一项互惠互利的惠民工程，各企业应当保持和发
扬奉献精神，为三亚市旅游扶贫工作贡献公益力
量。

据了解，三亚市建档立卡的 16 个贫困村中，诸
如抱安村、扎南村等都拥有不错的特色农产品和
自然资源，也有非常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资
源整合，将为贫困村、为三亚提升旅游吸引力，留
住游客，带动地方旅游发展和经济提升。

三亚旅游企业
帮扶脱贫工程专项活动开启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西班牙新媒体红人体验团
走进蜈支洲岛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日前，在深圳欢乐
海岸水秀剧场举行的世界华人婚礼产业颁奖
盛典（简称 ACGCWI）上，三亚半山半岛获颁
盛典产业贡献奖、创新示范基地、特别贡献
奖、新锐人物等四项大奖。

今年 10 月 1 日，三亚半山半岛婚庆文化
创意产业园正式建设启动，产业园区规划有：
中央海景大道商业街、欧洲艺术风情小镇、帆
船港海景商业街等三大主题商业街；8 个婚拍
摄影基地，风格从地中海到欧式简约，取景从
水下、陆地再到空中，致力于打造成为高端婚
拍及影视取景基地。产业园目前成功吸引全
国 400 多家影楼前来加盟合作，其中仅建设最
早的小东海婚纱摄影基地一处，从 2014 年正
式营业至今连续实现婚纱年拍摄量突破 10 万
对。产业园已成功举办了 2016 三亚目的地婚
礼博览会，获得了婚庆产业杰出贡献奖、最佳
婚拍基地等奖项，在全国婚庆界获得一致好
评。

作为全球华人婚礼行业最高规格、最具
影响力的年度盛事，ACGCWI 被誉为世界华
人婚礼产业的奥斯卡。

世界华人婚礼产业颁奖盛典举行

半山半岛获四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胡拥军）12 月 23 日中午 12：20，
随着一架波音 757-200 客机（235 座）平稳降落在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标志着“新西伯利亚=三亚”
定期航线正式开通。此次航班的开通，也为三亚
入境游市场打开广阔的空间，随着三亚更多国际
航班的开通，三亚境外旅游市场增效明显。据有
关数据显示，今年 1—11 月，三亚接待入境游客
38.54 万人次，同比增长接近两成；旅游外汇收入
2.02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三成。 其中，仅 11 月
份，三亚接待入境游客 4.94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四成；旅游外汇收入 3186.46 万美元，同比增长超
过八成。

三亚的阳光和海滩吸引着远道而来享受阳光
的俄罗斯人。近年来，俄罗斯成为目前三亚最大
的境外客源市场。而这些游客绝大多数都是通
过航空运输的方式来到三亚的。现已开通的三
亚至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
克、海参崴、阿斯塔纳等 10 多条俄罗斯航线，为俄
罗斯游客享受阳光、拥抱大海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为三亚开拓入境
旅游市场铺平了道路。”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王
菲菲介绍，今年 6 月，为激励我省旅游企业积极开
拓入境客源市场，省旅游委和省财政厅联合发布

《海南省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办法（试行）》，对
我省旅行社、会展公司、旅游饭店等旅游企业及
有关旅游行业协会进行奖补，最高可获 50 万元奖
励。 同月出台的《海南省整合和调整有关民航客
运财政补贴政策条款实施办法》，则对境内客运
航班、境外客运航班等进行补贴，其中包括新开
境外航线航班补贴、琼港空中快线航班补贴、琼
台航线定期航班补贴、入境境外旅客量补贴等。

三亚“借力使力”，积极“走出去、请进来”，根
据“航线开到哪里，营销就做到哪里”的原则，前
往俄罗斯、德国、英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走出去推介旅游资源产品，同时
积极邀请境外旅游商等考察团到三亚体验三亚

的独特魅力。
在今年 8 月举行的 2016—2017 年海南冬春航

季航空市场推介会上，三亚与多家航空旅游企业
签订了三亚直飞阿拉木图、莫斯科等俄语区域和
万象、琅勃拉邦等澜湄区域国家共 9 条国际航线
合作协议。

“三亚·阿拉木图”定期航线于今年 10 月 15
日开通，航线开通后飞抵三亚的首批客人——哈
萨克斯坦旅行商团在经过几天的考察体验后，纷
纷感叹着迷于三亚的优越海滨、中医理疗。“三亚
的滨海资源得天独厚，中医理疗很神奇、有效，这
次三亚之旅很难忘。回去之后，我会把三亚介绍

给朋友顾客，让更多人来感受体验这里的独特魅
力。”哈萨克斯坦 COMPASS 旅行社负责人索菲亚
说。

“相关扶持奖励办法的出台，旨在进一步调
动三亚旅游企业拓展旅游客源市场，尤其是高端
旅游客源市场的积极性，加快三亚旅游业、会展
业的发展，促进三亚旅游经济、会展经济的持续
繁荣。”王菲菲说，接下来，三亚将加大力度为境
外客源市场“量身开发”有针对性的特色旅游产
品，继续开通国际航空和国际邮轮航线，同时进
一步创新旅游营销模式，优化客源结构，巩固和
拓展三亚境外旅游客源市场。

近日，中外游客
在 亚 龙 湾 热 带 天 堂
森 林 旅 游 区 登 高 望
远 ，沐 浴 温 暖 的 阳
光 ，体 验 热 带 雨 林
游，领略三亚四季如
春的美丽风光。
通讯员 黄庆优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俄罗斯游客愉快地飞抵鹿城。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