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宿产业发展
2016 年 2 月，三亚被列为
全省第一批验收的全域
旅游示范区

2017年，三亚将建设 46个
美丽乡村；2020 年前完成
100个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去年以来，三亚通过“十镇百村”美丽乡村建
设工程，引进优质旅游企业，逐步打造出符合
各乡村特色的民宿，实现村民转产转业

制图：陈钰靖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9 月 11 日，三亚
市首期全域旅游民宿培训班在市委党校
开班。来自三亚市各区旅游文体局、民宿
从业人员、美丽乡村村干部等 100 多人参
加本次培训。培训邀请中国城市经济学
会休闲旅游产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旅游
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
军作为主讲嘉宾，以“民宿发展概论”为主
题，围绕民宿规划设计、民宿开发建设、民
宿运营管理等内容给与会人员释疑解惑。

据悉，2016 年 2 月，国家旅游局公布
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海南成为唯
一的省级示范区，三亚被列为全省第一批
验收的全域旅游示范区。2017 年 4 月，三
亚明确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将建成 100 个
美丽乡村、打造 8 个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而在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
民宿是必不可少且非常能体现本土特色
的一个产品。去年以来，三亚通过“十镇
百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引进优质旅游
企业，逐步打造出符合各乡村特色的民
宿，让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实现
村民转产转业。

吉阳区中廖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黎
族村庄，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这里被
打造成为一个以“好山、好水、好风光、好
民 风”闻 名 遐 迩 的“ 五 星 级”美 丽 乡 村。
村民李芬芬过去一直在三亚市区打工，
今年村里建起了富有特色的拼装式民宿
和帐篷酒店，李芬芬回到村里的民宿工
作。

据了解，为了能更好地挖掘中廖旅游

资源，海南华侨城还与村民以合作出租的
形式，把 50 间房屋改建成为黎族特色民
宿，并配套茶社、餐厅、咖啡厅等 9 个民宿
项目，后续还将建设儿童欢乐田园、冒险
乐园、乡创学院、彩棉科普基地等 12 个项
目。

除了企业筑巢引凤带动民宿产业发
展外，三亚还依托景区的辐射带动，带旺
乡村旅游。在亚龙湾玫瑰谷景区周边的
博后村已有近 20 家民宿，成为远近闻名
民宿产业村。三亚今年在夏季旅游促销
中，也加大了民宿旅游产品的推广，采取
与星级酒店产品打包的模式，向重点客源
地市场和旅行商推介美丽乡村。

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民宿产业
的培育是发展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要工作任务，积极发展民宿产业有利
于挖掘三亚地域特色，开发出三亚本土乡
村风情的旅游产品。打造出以民宿为亮
点的三亚乡村旅游特色，将形成三亚旅游
新的增长点。针对三亚民宿的发展，三亚
已经开始着手相关工作。今年，三亚将投
入 10 亿元，建设 46 个重点美丽乡村，2020
年前完成百个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打造一
村一特色的热带乡村民宿。

而业内人士指出，与传统连锁酒店不
同，民宿颇具风格特色，并非“批量式生
产”式，游客在对民宿的选择上，除风景优
美等因素外，更具当地特色的高品质民
宿、度假别墅成为消费新宠。

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民宿产业将成三亚旅游新增长点

金茂（三亚）度假酒店有限公司金
茂三亚希尔顿大酒店余热回收节能
服务项目获支持资金39.99万元。

三亚华宇旅业有限公司亚龙湾
华宇度假酒店中央空调专用节能泵
改造和热水系统节能改造项目获支
持资金19.7万元。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三亚天
域度假酒店 LED节能灯、空气能热
水器、变频器改造项目获支持资金
7.36万元。

三亚林海旅业有限公司三亚湾
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LED灯具节能
改造项目获支持资金25.95万元。

海南财富海湾置业有限公司三亚
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LED灯具节能
改造项目获支持资金19.32万元。

三亚君汇酒店开发有限公司三亚
凤凰水城凯莱度假酒店LED灯具节
能改造项目获支持资金6.48万元。

三亚明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三亚
悦信国际大酒店高效蓄冷系统集成
项目获支持资金200.1万元。

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三
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
目获支持资金1000万元。

三亚8个项目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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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2017 年我省节能与循环

经济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
支持计划公示
三亚8个项目
拟获支持资金
近1319万元

本报讯（记者 邓铭瑶）近日，三亚日报
记者从市公共机构节能办获悉，海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17 年省节能与循环
经济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支持计划已经
公示完毕，香水湾君澜度假酒店余热利用
节能改造项目等 13 个项目纳入 2017 年省
节能与循环经济专项资金支持计划。其
中，三亚悦信国际大酒店高效蓄冷系统集
成项目等三亚 8 个项目在此次公示之列，
拟获资金支持共计 1318.9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亚 8 个项目中，光
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三亚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获得 1000 万
元。据悉，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
目设计总处理规模 1050 吨/天，其中一期
工程为 700 吨/天，已于 2015 年 1 月正式投
入使用。项目二期工程，规模为 350 吨/
天，建设地点仍在三亚市南岛农场 14 队，
建设用地面积约 3100 平方米。

本报昆明 9月 12 日电（特派记者 胡
拥军）蓝天白云、洁白的沙滩、葱翠的椰子
树、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今天，由三
亚市旅游委、陵水县旅游委、保亭县旅游
委和乐东县旅商局联合组织的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 2017 旅游营销推介会首站活动
在昆明举行。

推介会上，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办公室副主任郑聪辉向
在场的 150 位昆明旅行商代表介绍了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的概念，并展示了独具魅力
的大三亚旅游产品，向昆明旅行商代表和
当地市民发出诚挚友好的邀请，欢迎前来

体验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更丰富更精彩的
度假资源。

据介绍，旅游业是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的支柱产业之一，2016 年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四个市县共接待过夜游客 1954.78
万 人 次 ，占 海 南 省 39.3% ；旅 游 总 收 入
352.58 亿元，占全省 52.5%。此次旅游推
介活动是今年“大三亚旅游圈”旅游合作
联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型抱团营销活
动，活动不仅加速整合了大三亚旅游圈
的特色资源，也促进了琼南旅游产业的
均衡发展。

昆明市旅游委副主任邹可对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同行和企业代表表示热烈欢
迎，希望通过此次营销推介会搭建两地涉
旅企业交流平台，让更多的昆明人民了解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旅游资源，助推两地
经济文化友好交流。

推介会现场，特别安排了企业洽谈签
约会，大三亚旅游圈 19 家涉旅企业与昆
明参会企业进行了友好磋商，达成交易合
作意向。据初略统计，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 预 计 为 大 三 亚 旅 游 圈 输 送 旅 客
48000 人次左右。

据悉，此次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2017 旅
游营销推介会共设置昆明、贵阳、成都、合

肥四站。“三陵乐保”（三亚、陵水、乐东、
保亭）四个市县旅游委（局）通过联合举办
系列旅游营销活动，推广独具魅力的大三
亚旅游产品，促进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旅游
市场的发展，打造区域旅游目的地。

据悉，建设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将旅
游资源共享，抱团取暖合力打造，是省委、
省政府着眼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海南

“十三五”发展和省域“多规合一”改革大
局做出的重要部署。举行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旅游营销推介会对三亚、陵水、保亭、
乐东四市县在国内重要客源城市的知名
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9 月 12 日，
南海开渔将近一个月，三亚崖州中心
渔港累计进港卸鱼渔船 875 艘次，累
计卸鱼量达 1046 吨。

当天，三亚日报记者在崖州中心
渔港看到，连接冰厂与渔船的廊道“哗
啦啦”将冰注入船内；一筐筐海鱼抬上
岸，金线鱼、鱿鱼、鲳鱼……各种鱼儿
在光线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平均每天大概能收购 1000 多斤
鱼，主要销往深圳、上海等城市。”南
发 998 渔行的蔡水治从事收购渔获行
业已经 8 年了。他告诉记者，今年南
海开渔后，收购上来的鱼种类变多
了，个头也增加了不少。

“ 随 着 渔 港 海 鲜 交 易 的 不 断 增
长，我们在不断完善渔港的配套设
施，争取更多的渔船进港，带动渔港
经济发展。”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
公司生产经营部调度主管黎公涛说，
目前渔港的交易中心、物资仓库（海
产品库）、综合楼办公室、海鲜市场、
冷库（海产品库）三楼冷藏间等生产
配套区启动招商招租工作。此外，药
店、理发店、小吃店等生活配套设施
正在加快引进，以便更好地满足渔民
朋友的生产生活需求。

崖州中心渔港

开渔近一个月 卸鱼量逾千吨

崖州中心渔港，出海捕鱼归来的渔民在码头上进行渔获交易。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讯（记者 陈人波）9 月 11 日上午，
三亚 125 名赴上海市长宁区跟岗学习的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在长宁区新教育培训中心
举行跟岗学习开班典礼，并按学前教育、小
学、初中、高中进行对口跟岗分班，学习时
间为半个月。

据介绍，此次赴上海跟岗学习的对象主
要是三亚市直属各中小学校和各区中小学
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数学教师，还有市、区
两级教育行政机关管理人员，各学科工作室
人员，以及已与上海长宁区对口缔结为友好
学校的公办民办各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
师，包括部分中小学校（园）长。

据了解，这次跟岗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教
师礼仪、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与评价、教育
综合改革和课堂教学、校园信息化管理、基
于课程标准的听评课和评议等等。形式主
要是分组分学段到学校跟岗学习，集体授
课，以及现场课堂互动、教学调研等等。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共享着两校卓
越的研究团队、领先的研究平台，我们更有
责任为实现海洋梦、中国梦添砖加瓦。”9
月 12 日，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启动仪式上，作为两
校联合招收的首批研究生，夏振刚同学在
发言中透着满腔热忱。

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中国海洋大
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首批招收了渔业工
程、食品工程、环境工程三个专业的 30 名
研究生，学制 3 年，初期采取“1＋1+1”模
式（中国海洋大学在学 1 年基础课、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在学 1 年以实践为主、中国
海洋大学在学 1 年完成硕士论文）培养，
毕业时将颁发中国海洋大学的毕业证书
和学位证书。

据了解，2015 年 4 月，中国海洋大学与
海南省人民政府本着“突出特色、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海南省积极支持
中国海洋大学以特色优势学科为基础，在
海南省建设立研究生分院，并按计划招生；
2016 年 10 月，中国海洋大学与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签署了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书；
2017 年 9 月，联合招收的首批研究生迎来
了开学季。

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史宏达说，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是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的良好模式，是北方与南方、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性尝试。结合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资源优势，两校确定
在渔业工程、食品工程、环境工程招收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并精心挑选合作导
师，以此拓展学生视野，增进学术交流，共
建人才队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校长曹瑜表示，学
校实现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的“无缝”地接，将真正培养创新性、应用
型海洋人才，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和国际旅
游岛建设大局，真正建设成为国际化、开
放型、应用型的高水平热带海洋类高校。

目前，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已有 15 名老
师经审核后，受聘为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培
养导师，并在启动仪式上颁发了聘书。

推广独具魅力的大三亚旅游产品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营销推介首站走进昆明
两地涉旅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将为“大三亚”带来4.8万人次游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与中国海洋大学加强合作
两高校联合培养研究生

三亚125名教师
赴上海跟岗学习

本报讯（记者 杨洋）8 月 8 日，三
亚日报 5 版“道德模范在身边”专栏
刊发《大茅村委会太葵村村民李鸿民
不离不弃守护 4 位患病家人——“90
后”小伙为家人撑起一片天》报道，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9 月 12 日，省
内 8 家媒体聚集太葵村，多方位、多
角度对李鸿民孝老爱亲的故事进行
采访。

当天上午，海南广播电视台、海南
日报、海口日报、法制日报、国际旅游
岛商报、海南特区报、三亚日报、三亚
广播电视台等 8 家媒体来到李鸿民的
家中，实地采访了解了李鸿民孝老爱
亲的事迹。

“为什么愿意放弃工作，主动扛起
重担，照顾一家 4 位病患？”“对未来有
什么展望？”记者们的采访让生性腼腆
的李鸿民有点“招架不住”。李鸿民不
好意思地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不照
顾他们，谁来照顾他们？这是责任，也
是义务。”李鸿民的答案虽朴实，态度
却坚定。

《海南特区报》记者徐一凡说，此
次深入采访被李鸿民孝老爱亲的事迹
深深打动。面对家庭困境，李鸿民并
没有气馁，而是努力挖掘自身潜能，发
扬吃苦耐劳精神，积极改变命运。作
为一名记者，希望能多记录这样的好
人好事，树立社会良好风气，传递正能

量。
据悉，本报报道《“90 后”小伙为

家人撑起一片天》刊发后，引起了吉阳
区的高度重视。8 月 10 日，吉阳区积
极协调，免除李鸿民欠下的 10 多万元
医疗费，家中 3 位患病家人获免费治
疗。8 月 14 日，为了帮扶李鸿民，爱心
接力迅速传开，吉阳区教科局、区农林
局和爱心人士群策群力，因地制宜，为
李鸿民谋划发展林下经济，探索脱贫
致富新路子。

9 月 1 日至 12 日，爱心人士三亚山
东商会会长刘家光多次派人到李鸿民
家中按其需求搭建鸡舍。目前，鸡舍
已经基本完工。

本报报道《“90后”小伙为家人撑起一片天》引起广泛关注

省内多家媒体记者
采访李鸿民孝老爱亲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