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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臧会彬冤 商报记者从海南
省旅游委获悉袁春节黄金周袁全省
旅游系统以全域旅游为主线袁丰富
旅游产品供给袁 推出旅游新产品袁
新业态袁全省各市县积极践行野旅
游+冶 理念袁 将推出众多充满游乐
性尧参与性和体现性的野旅游+冶节
庆活动袁精彩纷呈遥

三家亚特兰蒂斯酒店尧海口长影野环球 100冶一期项
目在春节期间开门迎客袁高端度假生活将受到品质游客
野热捧冶曰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尧三亚海棠湾水
稻国家公园打造野农旅融合冶新品牌曰火爆全球的太阳马
戏叶阿凡达前传曳尧全新编排的大型实景剧叶红色娘子军曳
登陆三亚袁旅游演艺展现多元文化的魅力曰丽星邮轮再
次造访海南袁 开通由海口和三亚出发的国际邮轮航线遥
海口推出野火山口要要要假日海滩冶等 4条高品质尧主题化
的亲子游线路袁适宜春节假期全家出游曰蜈支洲岛旅游
区尧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尧亚龙通用航空联合推出野海
陆空一日悦享游冶产品袁集野海尧陆尧空冶三栖度假模式于
一体袁也将给游客出行增添更多选择遥
此外袁三亚还新推出野海上看三亚冶观光航线袁串联起

六大景点袁包括三亚港尧国际邮轮港尧东岛尧西岛尧南山尧
天涯海角日月石等袁无需舟车劳顿袁便能一次性饱览鹿
城岸线尧岛礁尧标志性景区等景观遥

春节长假前后和期间袁央视春晚三亚分会场尧海口
野生动植物园的海野首届雨林音乐节尧三亚玫瑰谷梦幻
玫瑰灯光秀 &电音狂欢节等特色文艺活动曰海口野绿骑
海口之世外桃源冶尧陵水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游尧2018定
安南丽湖国际樱花文化节尧野2018昌化江畔木棉红冶旅游
文化活动月等乡村旅游活动曰 海口市第十三届万春会尧
火山口公园的野春节十二生肖游园活动尧南山景区新春
祈福法会尧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野稻田集市冶旺年新春第
一集尧 定安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新春庙会尧2018年琼
中新春主题灯展等民俗旅游活动曰2018首届中国体育庙
会尧2017要20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渊三亚站冤等体育
赛事袁将给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遥

旅游 +演绎旅游节庆新精彩

新业态引领春节旅游新潮流 景区优惠带给游客新惊喜

海口将继续发挥旅游集散地尧 交通中转地的重要
作用袁以野请到海口过大年要要要幸福与你共团圆冶为主
题袁旅游促销活动预计将在春节期间全面收获成果袁同
时海口多个创新大型旅游项目春节开始面向公众开
放袁预期旅居游客渊候鸟冤尧中长途自驾游客以及海口本
地游客海口会大量增加遥

受三亚尧海口辐射带动袁由陵水-万宁-琼海-文昌
串联的东线辐射带旅游市场预计将显著增长遥 值得注
意的是袁三沙旅游热度排名第六袁延续 2017年春节的火
热趋势袁再次进入榜单前十袁游客对南中国海域的探索
兴趣不断提高袁 预期将迎来三亚邮轮旅游和离岛深海
探险旅游产品的发展的新高潮遥

热度第六三沙体验成新风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商报记者从海口市
文体局获悉袁今年海口市第十三届万春会新闻发布会将于 13日在海
口万绿园召开袁届时将公布此次万春会的 LOGO遥 据悉袁本届海口万
春会的主题为野欢乐幸福年袁筑梦新时代冶袁开幕式定于 2月 16日渊大
年初一冤袁活动将于 2月 16日渊大年初一冤至 2月 21日渊大年初六冤及
3月 2日渊元宵节冤在万绿园开展遥

2018年海口万春会以野谱写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新篇章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冶为宗旨袁将举办具有海南地方传统和民
俗文化尧广场艺术尧健康运动尧趣味游园尧花灯展示等主题元素的文化
活动袁激发市民和游客参与热情遥
本届万春会除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节目外袁 还增加了少

儿节目尧曲艺节目尧黎族织锦表演遥 此外袁不仅放眼国内袁还会引进更
多尧更新颖的表演形式袁将为市民朋友献上数十场精彩的文化盛宴遥
同时邀请海南八音尧麒麟舞尧琼剧尧公仔戏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
秀传承人现场演出袁用现代的舞台效果结合古老的艺术形式袁焕发海
南民间艺术新生机袁助推海南优秀传统和文化产业发展遥

第十三届万春会 16日开幕

琼俗荟萃万春会万春会精彩活动早知道

1.野不忘初心窑筑梦祖国冶激扬椰城文艺演出
时间院2018 年 2 月 16 日要21 日渊正月初一

至初六白天冤遥
地点院海口市万绿园中心舞台尧美舍河凤翔

湿地公园广场遥
2.野保护非遗窑传承发展冶文化椰城展示展演
时间院2018 年 2 月 16 日要21 日渊正月初一

至初六白天冤遥
地点院海口市万绿园尧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遥
3.野欢乐祥和窑幸福万家冶和谐椰城游园活动
时间院2018 年 2 月 16 日要21 日渊正月初一

至初六白天冤遥
地点院海口市万绿园尧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遥
4.野贯彻十九大窑唱响主旋律冶 奋发椰城文艺

汇演
时间院2018 年 2 月 18 日要21 日渊正月初三

至初六白天冤遥
地点院海口市万绿园遥
5.野华灯璀璨窑多彩海口冶靓化椰城主题灯展
时间院2018 年 2 月 16 日要3 月 2 日遥
地点院海口市万绿园尧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春棠冤为
迎接 2018年春节的到来袁 方便广大人民群众购置年
货袁欢度春节袁弘扬大路镇传统集市文化袁2018大路年
货节于 2月 8日在大路镇幸福街盛大开市遥

据了解袁活动期间袁大路镇委镇政府免费为各村
贫困户提供摊位袁让他们在年货街销售自家生产的各
种农产品袁欢欢喜喜过大年遥年货节现场袁远近闻名的
大路大米尧莲雾尧番石榴尧粽子尧花生油尧咸鸭蛋等野五
朵金花和野新三贵冶系列大路特色农产品成为年货街
上大家争相购买的年货遥

琼海大路年货节开市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柴彦
明 实习记者 嘉宁冤迎新年袁贺新春袁品美食浴 舌尖
上的三亚要要要由三亚市天涯区组织举办的 2018
年天涯味道新春美食节遥
美食节活动开始于 2月 9号直至 11号结束遥

本土特色小吃袁天涯老字号美食袁带您体验原汁
原味三亚年浴同时还有书法名家 1000幅春联免费
送袁海南趣味游戏乐不停浴 2018年天涯味道新春
美食节与您不见不散浴

三亚举办天涯味道美食节

春节黄金周 海南 60余项优惠措施放野价冶迎客

浓浓年味邀您在海南过大年

春节长假前后袁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尧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尧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尧陵水南湾猴岛
生态旅游区尧兴隆热带药用植物园等 24家旅游景区将
推出 60余项优惠措施袁放野价冶迎客遥

2月 6日袁2018年春节长假旅游市场预测报告发
布袁三亚荣登春节国内游人气目的地排行榜首遥 另外袁
根据中国旅行社协会以及途牛尧 艾威等旅游媒体和机
构发布的 2018年春节黄金周旅游趋势报告袁海南荣登
春节境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榜单遥

在城市旅游热度方面袁 三亚和海口旅游热度位居
前列袁三亚旅游热度的聚集趋势更为明显遥旅居养老者
的春节团圆阖家欢尧北方游客避寒跨年游尧高端家庭市
场的阳光海岛度假游等旅游市场将成为市场主体遥 在
现有优势景区旅游产品多样性不断增强的基础上袁新
项目也不断激发市场兴奋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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