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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该局全面启动商务综合执法工作，
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工作计划，按要求、分阶段开展
工作，实现了商务执法工作的常态化、正规化。

组织对农贸市场进行集中整治，重点治理越丰
路集贸现象，杜绝商贩占道经营。 越丰路两侧占道
经营现象严重，交通堵塞、行人不便、人车滞留，存
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进出带来
了极大的困难。该局组织建设了越丰路市场农民自
产自销区， 总投资 50 万元， 解决了越丰路交通拥
堵、占道经营等混乱局面。同时，彻底治理市场卫生
保洁不到位、摊点摊位乱摆乱放等现象。 按照省商
务厅的要求，还编制了《五指山市农贸市场“十三
五”发展规划》，对农贸市场发展进行规划，为促进
五指山市内贸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升行业的整体
水平做出了有力贡献。

4 月 29 日和 30 日，该局紧紧围绕“守诚信、促
消费、倡低碳、惠民生”活动为主题，组织本地企业
开展了一系列促销活动，参与促销活动的企业有 7
家，销售总额达到 78 万元。

该局长期对商贸市场运行状况进行监测，监测
项目有统计信息、生活必需品、重点流通资料和生
产资料四个类别，按时将市场的商品价格波动和总
量平衡，及时向市政府和省商务厅作出结构调整的
宏观建议，并分析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情况，协助
有关部门落实国内贸易、 对外经济合作相关的税
收、信贷保险等政策，疏通五指山市商品流通的各
个环节，确保商品流通的有秩运行。

该局今年上半年还突出抓好招商引资工作，加
大宣传，优化招商平台，积极做好招商统计项目的
摸排筛选和查余补漏工作，并分类建档，确保招商
统计信息准确、全面。

9 月 30 日，五指山市旅游商务
局揭牌成立， 五指山市的旅游、商
务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五指山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五指
山市的旅游和商务各项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绩。据统计，今年上半年，
该市接待游客 72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15.92%，旅游收入 1.2 亿 ，同比
增长 25.59%。 第一季度，五指山市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 亿
元，同比增长 13.5%。

今年上半年， 五指山市旅游重点项目建设
顺利推进。 怀特彩云飞大酒店已营业；红峡谷旅
游景区一期红峡谷漂流已营业， 独轨观光车车
站即将建设完成，10 列独轨观光车已投入生产；
黎峒文化园项目一期黎苗古镇正抓紧施工，游
客中心已完成规划设计， 黎祖大殿装修工程基
本完工； 花舞人间景区入口展示区景观工程已
完成招投标，5 月已动工建设。

旅游新业态稳步发展。 乡村旅游异军突起，
五指山市政府已初步同意旅游商务局牵头编写
的《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 经综合评
比，水满乡在全省众多乡镇中脱颖而出，被列为
2014 海南十大最美小镇。 同时，该市牙胡村等 9
个村庄被列为全省乡村旅游建设示范点， 水满
新村等 11 个行政村被列为全省美丽乡村旅游
扶贫重点村。 为做好乡村旅游的开发，促全市乡
村旅游规范有序发展， 旅游商务局已牵头正式
启动对全市乡村旅游及水满新村、 牙胡梯田的
规划设计。

今年以来，五指山市持续推进旅游市场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上半年，协调组织工商、消防、质监、食
品药品等单位， 扎实开展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工作，
截止目前，已召开旅游安全工作会议 2 次，举办旅
游安全生产培训班 1 次， 开展旅游安全大检查 4
次，排查和整治旅游安全隐患 7 处，全市旅游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

强化常态化监管。 在省旅游委的指导下，完成
了全市电子行程管理系统建设，明确旅游各要素供
给标准，实现对旅游活动全要素、全过程的监管。

畅通旅游投诉渠道。强化了旅游咨询和投诉的
一体化管理机制，完善了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咨询
投诉受理平台，加强舆论引导。上半年，共受理旅游
咨询 113 条，受理旅游投诉 21 起，游客对咨询、投
诉受理的满意率均为 100%。

加快旅游产品
体系构建实现

规范旅游
市场秩序取得

加大商务执法力度，
市场建设和监管进入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揭牌成立，今年以来五指山市旅游和商务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大力开展 “走
出去”旅游宣传促销工作，旅游宣传促销
工作迈出新步伐。

为推动旅游商品创新， 提高五指山
市旅游商品的知名度， 提升旅游商品消
费， 该局组织旅游商品企业相继参与了
亚太旅游协会在厦门举办的第十一届海
峡旅游博览会， 国家旅游局在义乌举办
的 2015 第七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
会。 为吸引更多台湾旅客来五指山市旅
游，扩大入境旅游市场，该局还派员参与
了第十八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2015
海峡两岸高雄旅展。 “走出去”系列旅游
宣传促销工作效果明显，经统计，五一期
间，五指山市共接待游客 3.31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1.24%，旅游收入 1489.5 万元，同
比增长 16.71%。 过夜游客 8362 人次，入
住率 69.7%，同比增长 13.11%，景区景点、
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 2.6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37%。

精心打造节庆活动，借活动带人气。
4 月 20 日-21 日， 为把五指山市隆重举
办的乙未年祭祀袍隆扣大典以及黎族苗
族婚庆习俗展示活动等系列活动办出影
响力，该局联合三亚康泰旅行社、三亚春
秋旅行社对外广泛宣传，诚挚邀约，组织
了有 1200 名省内外游客参加的观礼团，
观礼团的到来，极大活跃了“三月三 ”系
列活动的气氛。 整个“三月三”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向外界有效展示了“绿动五指
山·养生翡翠城”的魅力。 活动不仅吸引
了省内外媒体的聚焦， 同时也为五指山
旅游带来了足够的人气，“三月三”期间，
全市共接待游客 10574 人次。 过夜游客
6549 人次， 全市宾馆酒店客房平均入住
率为 68%。 加强与旅游企业的合作，不断
优化旅游线路。 4 月底，三亚旅行社门店
联盟中心组织了 40 多家门店负责人到五
指山市考察了旅游产品和旅游线路 ，并
就前期的合作开展协商。 考察期间，嘉宾
们对五指山市的森林生态游、 民俗风情
体验游、 户外运动游等特色旅游资源以
及五指山茶叶、 忧遁草等特色旅游商品
深感兴趣， 纷纷表示将对五指山现有的
旅游线路进行重新设计和加工， 为五指
山深度融入大三亚旅游圈助一臂之力。

创新营销手段 ，全力做好旅游微信
营销。 “五指山旅游微信”平台创办半年
来 ， 共发送各类旅游资信 500 多条 ，其
中五指山旅游资信 200 多条 ，实现了旅

游宣传品与线上平台的互动 ，为旅游企
业提供了展示旅游形象 、展销旅游产品
的平台。 2015 年 4 月 11 日，由南海网新
媒体联合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权威

发布的海南微信影响力排行榜中 ， “五
指山旅游微信 ”以一周两万的阅读量被
列为旅游类第一名 ，微信营销取得的成
绩令人瞩目。

旅游宣传促销
工作迈出

五指山市市长陈振聪调研旅游发展情况

旅旅游游

陈键局长在旅游推介会上推广产品

五指山市旅游商务局挂牌成立

符俊副市长到饭店视察工作

五指山市黎峒文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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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市毛阳镇牙胡村拥有海南最美的梯田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与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一同调研旅游工作

本报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辜武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