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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花园城市、造度假胜地”
充分挖掘华侨资源优势 万宁兴隆华侨农场“华丽转身”

好玩又好“喝”的兴隆咖啡谷

巴厘村将兴隆南洋归侨生活串联起来

走进海南最美山海书店

以原天涯雨林博物馆为基础
改造的兴隆巴厘村，如今已初现
雏形。

巴厘村以兴隆南洋归侨文化
为背景，以爱国之情、思乡之意
为切入点，通过南洋“风情”、“风
俗”、“风光”、“风味”将兴
隆南洋归侨回国后的生活串联起
来，从多个侧面详实记录、全方

位真实呈现出来，是海南岛唯一
没有重复主题的归侨文化景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洋归侨的
精神家园。据介绍，巴厘村规划
建设面积 200 亩，由归侨文化馆、
归侨家园、植物观赏区、根艺馆、
太阳河舞台、南国体验馆等 6 个
部分组成。其中，归侨文化馆通
过图片和文字详实记载南洋归侨

回国的真实景况，全方位展示兴
隆华侨农场 60 多年来建设发展历
程以及独特的“兴隆归侨化”。

根艺馆展示了从太阳河河底
挖掘收集的海南名贵树种，仿若
一片凝固的热带雨林，诉说着太
阳河两岸曾有的热带雨林原貌、
形态与痕迹，唤醒人们爱护绿色、
保护环境的意识。

巴厘村景区行政经理刘文学
介绍，为了打造原汁原味的巴厘
风情，景区特地从巴厘岛请来艺
术学院学生，为景区的景观进行
设计规划、墙绘以及雕塑。从去
年 4 月迄今，巴厘村景区投入了
1000 多万元进行硬件升级改造，
并将利用太阳河舞台，向游客展
示巴厘风情舞蹈。

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二管区
的十队、十一队一带，有一个集
农业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休闲、
观光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示范
基地——兴隆咖啡谷。

兴隆咖啡谷基地由海南省兴
隆原产地有机咖啡有限公司于
2014 年全资兴建，但那时它仅是

一个纯粹的咖啡种植园。经过两
年时间的升级改造，焕然一新的
兴隆咖啡谷于 2016 年正式对外经
营，成为一个以咖啡为主题，集
农业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休闲、
观光等为一体的兴隆“新乐园”。

咖啡谷销售总监文海燕介绍，
咖啡谷还将建设一个标准的加工

厂，主要生产雨林咖啡、精品咖啡、
传统咖啡、有机咖啡及果子狸咖
啡等产品，通过咖啡厂的标准化
建设和建立咖啡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促进咖啡生产达到国际标准。

咖啡谷向周边咖啡种植户免
费提供种苗和技术，并花费较市
场略高的价格向他们收购咖啡豆，
保证了保价回购，还帮助种植户
进行网络销售。

咖啡谷以兴隆二管区十队、
十一队为基础，联合两个连队农
户将有机咖啡庄园整体兴建成为
以咖啡为主题的具有侨乡文化气
息的景区公园游览胜地，吸纳了
数十名当地人员就业。

文海燕介绍，咖啡谷还将向
游客推出共享汽车充电站，认领
认购咖啡树，并将其产出的咖啡
豆为游客定制个性化产品，同时
围绕农业推出咖啡窑鸡、咖啡烘
焙、咖啡冲泡大赛等特色产品。

近年来，海南省万宁市以“建
设滨海花园城市、打造清新度假
胜地”为发展目标，深化“一带
两区三组团”发展战略，努力推
进以现代农业、新型工业、旅游
服务业和海洋经济产业为重点的
“四轮驱动”特色产业体系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而
兴隆华侨农场也成为开发建设的
重点，成为客商眼中投资的新热
土，如今这个老侨场正在逐步升
级，谋求“华丽转身”。

自 1951 年创建以来，位于海
南省万宁市的兴隆华侨农场先后
安置了来自印尼、马来西亚等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00 多名归难
侨，汇聚、融合了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文化和风情，形成海南独特
的域外风情。

走在兴隆，可以感受他国风
情，品尝到他国特色小吃，更能
见到穿着特色服装的老归侨在街
头品尝咖啡。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创办兴隆
华侨旅游度假区以来，兴隆以“热
带温泉”、“植物王国”、“侨
乡风情”、“兴隆咖啡”享誉海
内外，吸引了众多慕名而来的海
内外游客。

迄今，兴隆旅游开发区建成
区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已建成投
入使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
50 多家，也可谓酒店林立。

兴隆还建成了热带花园、热
带植物园、三角梅公园、慢行绿
道网、兴隆侨乡国家森林公园等
旅游景区景点，并建有 3 个高尔

夫球场和 4 家演剧场及一批高端
的旅游度假地产，年接待海内外
游客达 300 多万人。

作为中国最大的华侨农场之
一，兴隆过去曾是“中国华侨农
场的一面旗帜”，曾获得“中国
旅游名镇”、“中国东南亚风情
小镇”、“国家热带公园”、“海
南美食天堂”、“温泉之乡”、“南
药之都”、“中国咖啡第一镇”、
“植物王国”等美誉。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
求，海南省人民政府 2007 年 8 月
将兴隆华侨农场下放到属地的万
宁市，开始实行政企分离，深化
体制改革，完善管理机制。2009年，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成立，
2011 年 12 月挂牌，设立了中共万
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工委、
区管委会，隶属中共万宁市委、
市人民政府，兴隆华侨旅游经济
区同时加挂万宁市华侨农场牌子，
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谈到保留华侨农场牌子的原
因，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党政综
合办公室主任王家诚介绍，这块
牌子的保留是为了延续华侨事业、
延续归侨侨眷的情结，保留华侨
文化的传承和历史记忆，也是为
了充分挖掘华侨、咖啡、热带植
物等资源的优势和文化特色，针
对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特色旅
游度假市场，形成以东南亚风情
为主题，华侨文化为特色，咖啡
产业为支撑的综合型旅游度假区。

据悉，划归地方以后，万宁
对兴隆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

投入，近几年投资 25.1 亿元重点
建设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陆
续对莲兴大道、温泉大道、康乐
大道等 12 条总长 20 公里的路网
进行改造建设，建设明珠桥、康
乐桥及太阳河大桥等3座景观桥。

月亮广场、月亮河生态公园
以及绿化亮化、街景立面改造等
项目的逐步完成，让兴隆的面貌
焕然一新。

为了加快兴隆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政府和社会企业都加大对
兴隆旅游产业的投入，兴隆美食
购物街和奥特莱斯世界品牌折扣
店等都陆续投入使用。

借助兴隆的旅游效应，奥特
莱斯 2016 年全年销售额达到 13.6
亿元，在中国三四百家奥特莱斯
中名列前茅。

随着兴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吸引了大
批企业纷纷落户兴隆，参与兴隆
开发建设。现有建设酒店和旅游
地产项目有 30 多个，其中老榕树、
中奥戴斯等酒店已建成营业；石
梅山庄、绿中海、吉森北纬 18 度、
长春城、太阳谷温泉城等高端旅
游地产已建成使用。这些项目的
建成，将加快兴隆的发展、促进
兴隆的繁荣。

为加快兴隆社会经济发展，
万宁市委、市政府还筹集 10 亿元
资金，组建万宁兴隆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代表政府对外融资、参
与经济合作以及投资建设等，为
加快兴隆新一轮开放建设架设了
经济合作平台。

在位于海南岛东海岸的万
宁石梅湾，有一间“海南最美
山海书店”——凤凰九里书屋。
书屋距大海仅一两百米之遥，
也是海南唯一的一家海边书店。
读者在这里面朝大海，一边听
着波涛声，一边品味书香。每
逢黄昏，还可以在这片海湾，
欣赏美丽的夕阳景色。

2016 年，为了提升万宁石
梅湾区域的文化品位，华润置
地联合海南凤凰新华书店成立
了凤凰九里书屋，旨在给其业
主以及到访游客提供休闲读书
的幽雅场所。2017 年 1 月中旬，
凤凰九里书屋正式开业迎客。

据介绍，书屋主体结构为
东南亚风格的大坡顶式独栋建
筑，总建筑面积达 680 平方米，
室内阅读面积 300 平方米，功
能分为大堂阅读区、精装图书

展示区、独立阅读区、咖啡吧、
青梅茶社、户外休闲平台、室
外多功能活动区。

推开书屋南面的窗子，潮
湿而清新的海风扑面而来，吹
得桌上的书沙沙作响。正应和
了书屋的口号：在山海间阅读，
做个有情趣的人。来到石梅湾
的海内外游客，不仅能在这儿
感受到海南的沙滩、阳光之美，
还能一同感受书香，感受国际
旅游岛的文化魅力。

今年 4 月 23 日，海南省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厅还授予了凤
凰九里书屋“海南最美书店”
称号。为了满足业主和游客的
阅读需求，书屋每周一至五、
周日从上午 8 时 30 分营业到晚
上 7 时 30 分，周六则 24 小时
营业。平日每天接待读者上百
人次，周末则更多。

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管委会
主任陈明源表示，为了破解兴隆
旅游产业发展的瓶颈和难题，重
新振兴兴隆的旅游辉煌，兴隆将
依托温泉、咖啡、东南亚特色文
化和生态环境等特有优势，通过
突出文化品牌、提升温泉品牌、
打造咖啡品牌、优化生态品牌、
打造核心竞争力旅游产品等方式，
做好兴隆旅游发展。

陈明源说，兴隆要重新规划
建设 5A 级东南亚特色风情文化旅
游园区，以建设东南亚特色风情
文化小镇为核心，以建设十多个
东南亚国家特色文化村落为构架，
大力发展园区特色旅游观光农业。
还要全面对兴隆现有宾馆酒店进
行改造提升、开发温泉康体养生
品牌产品，让兴隆的宾馆酒店从

观光游接待向休闲度假游接待转
变。

“‘兴隆’，寓意兴旺发达，
是人们共同的美好愿望。”陈明
源说，结合兴隆的历史和创业精
神及人文文化，兴隆旅游区还将
注入宗教文化，增加兴隆旅游新
内容。

依据海南省总体规划和万宁
市“多规合一”相关政策，全省
正打造契合全域旅游的“百镇千
村”，兴隆也在坚持以产业兴镇
的方针，充分挖掘华侨、咖啡、
热带植物等资源的优势和文化特
色，针对乡村旅游、文化旅游和
特色旅游度假市场，打造以东南
亚风情为主题，华侨文化为特色，
咖啡产业为支撑的综合型旅游度
假区。�

万宁石梅湾风光。 本版图文供稿均为洪坚鹏

兴隆咖啡谷。

兴隆巴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