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海口 海南骏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 4A         128.16

2 海口 长影（海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海南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景区 4A          31.68

3 海口 海口假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假日海滩旅游区 4A          22.24

4 海口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有限公司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4A          22.08

5 海口 海口热科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景区 3A          17.12

6 海口 海南火山口公园有限公司
中国雷琼海口火山群世界地质公

园
4A          16.16

7 海口 海南省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3A          16.00

8 海口 海口旅游景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白沙门公园 3A          15.36

9 海口 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3A          14.24

10 海口 海南爱也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椰子大观园 3A           2.72

11 海口 海南华人国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五公祠 3A           2.56

12 海口 海口尚道百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琼洲文化风情街 3A           1.12

13 三亚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蜈支洲岛旅游区 5A         175.84

14 三亚 海南南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南山文化旅游区 5A         139.04

15 三亚 三亚西岛大洲旅业有限公司 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4A         121.12

16 三亚  三亚亚龙湾云天热带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4A         113.28

17 三亚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天涯海角游览区 4A          99.52

18 三亚 海南趣玩水运动有限公司 蜈支洲岛旅游区 5A          77.76

19 三亚 三亚南山普门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山文化旅游区 5A          51.68

20 三亚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 亚市崖州区大小洞天旅游区 5A          48.64

21 三亚 三亚南山和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山文化旅游区 5A          43.36

22 三亚 三亚天岭海上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天涯海角旅游景区 4A          37.12

23 三亚 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 5A          34.40

24 三亚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水稻国家公园 4A          19.04

25 三亚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3A          18.88

26 三亚 三亚苑鼎演艺有限公司 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 3A          16.48

27 三亚 海南亚龙湾海底世界旅游有限公司 亚龙湾海底世界 3A          16.00

28 三亚 三亚凤凰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3A          15.52

29 儋州 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建设有限公司 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 4A          12.96

30 儋州 海南蓝洋氡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 4A          11.36

31 儋州 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4A           5.44

32 儋州 海南品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热带植物园 3A           2.56

33 五指山 五指山中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红峡谷文化旅游区 4A          19.52

34 五指山 五指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热带雨林风景区(水满区) 3A           4.96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1：A级景区稳岗就业补助项目（69个，涉及69家单位）

类型序号 市县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35 文昌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春光椰子王国 3A          35.04

36 文昌 海南华隆铜鼓岭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铜鼓岭景区 4A          10.88

37 文昌 文昌华侨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宋氏祖居 4A           4.96

38 琼海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博鳌水城旅游景区 4A          55.68

39 琼海 海南中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白石岭旅游区 3A          14.72

40 琼海 琼海春晖实业有限公司 春晖椰子文化观光园 2A           5.44

41 琼海 海南博鳌水城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博鳌水城旅游景区 3A           4.64

42 琼海 海南叁圆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龙寿洋万亩田野公园 3A           4.32

43 琼海 海南海之鳌旅业有限公司 博鳌东方文化苑 3A           4.16

44 琼海 琼海多河旅业有限责任公司 琼海多河文化谷旅游区 2A           0.80

45 万宁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兴隆热带植物园 4A          18.24

46 万宁 海南南国热带雨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巴厘村景区 3A           4.64

47 万宁 海南茁冉咖啡有限公司 M1咖啡奇幻工场 2A           3.84

48 定安 海南中野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4A          12.96

49 定安 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热带飞禽世界 2A           3.52

50 屯昌 海南屯昌梦幻香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梦幻香山旅游区 4A           4.64

51 白沙 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圣哒哒湖畔公园旅游景区 2A           0.80

52 昌江 海南省霸王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3A          10.08

53 乐东 海南省尖峰岭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景

区
3A          14.24

54 乐东 海南农垦毛公山农场有限公司 毛公山旅游景区 2A           3.68

55 陵水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61.44

56 陵水 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4A          18.88

57 陵水 海南蓝祥潜水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16.80

58 陵水 海南陵水欣田旅业有限公司 椰田古寨景区 3A          15.68

59 陵水 海南浪漫天缘海上旅业有限公司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4A          15.20

60 陵水 海南三特索道有限公司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3A          14.24

61 陵水 海南全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12.16

62 陵水 海南雅居乐清水湾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清水湾旅游区 4A           2.88

63 陵水 海南悦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2.56

64 陵水 陵水泓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0.80

65 陵水 陵水沙波宁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5A           0.16

66 保亭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5A         100.48

67 保亭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5A          49.92

68 保亭 保亭海航七仙岭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园 4A           3.36

69 琼中 琼中海鼎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

游区
4A          12.32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1,918.08

70 海口 海南演东国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芳园艺术村 五椰          10.08

71 海口 海南胜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市石山镇官良村（胜嵘石斛

产业园）
四椰           5.44

72 海口 海口美兰连理枝渔家乐餐馆
海口市演丰镇连理枝渔家乐乡村

旅游点（山尾头村）
五椰           4.16

73 海口 海口海控瑶城美丽乡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海口市演丰镇瑶城美丽乡村（瑶

城村）
五椰           3.52

74 海口 海南大湖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红旗镇三角梅农庄（边洋

村）
四椰           3.52

75 海口 海南铭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市长流镇铭投拓展主题山庄

（文毓村）
四椰           3.04

76 海口 海南嘉和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嘉和兴共享农庄 三椰           1.60

77 海口 海口天堡嘉圆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永兴镇冯塘绿园（冯塘

村）
五椰           1.12

78 海口 海口堡石农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市永兴镇果果都市农庄乡村

旅游点（苍英村）
三椰           0.80

79 海口 海南潭丰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市新坡镇烽火仁台乡村旅游

点
三椰

80 海口 海南潭丰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市新坡镇石斛斌腾乡村旅游

点
三椰

81 三亚 海南华侨城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镇中廖村乡村旅游点

（中廖村）
五椰          11.20

82 三亚 三亚奥林匹克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大茅远洋生态村

（大茅村）
五椰           5.92

83 三亚 三亚南田鸿洲共享农庄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南田鸿洲共享农庄 三椰           5.12

84 三亚 三亚市孜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抱龙森林公园 五椰           2.56

85 三亚 海南田横五百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亚龙农庄（南丁

村）
三椰           0.48

86 儋州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儋州市大成镇南辰农场八队（灵

芝文化艺术园）
四椰           5.60

87 琼海 海南八方留客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乡村旅游点

（留客村）
五椰           5.76

88 琼海 琼海胜达种植养殖场 琼海胜达种植养殖场 五椰           1.28

89 万宁 海南省兴隆原产地有机咖啡有限公司 万宁市兴隆咖啡谷 五椰           2.56

90 万宁 海南神龟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万宁市兴隆神龟山庄（华侨农场

57队）
五椰           2.40

91 万宁 万宁隆苑咖啡有限公司
万宁市兴隆隆苑咖啡庄园（兴隆

农场30队）
四椰           2.24

92 万宁 海南万宁排溪美丽乡村开发有限公司
万宁市山根镇排溪椰林渔舍乡村

旅游点（排溪村）
四椰           1.28

93 东方 海南鳄珍鳄鱼产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市三家镇鳄珍鳄鱼产业园乡

村旅游点（红草村）
三椰           2.56

94 澄迈 澄迈万昌苦丁茶场
澄迈县金江镇椰仙旅游茶庄（万

昌村）
三椰           5.60

95 澄迈 澄迈远丰实业有限公司
澄迈县大丰镇才存村（才存农

庄）
五椰           2.88

96 澄迈 海南侯臣咖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澄迈县福山镇侯臣咖啡文化村

（侯臣村）
五椰           2.72

97 澄迈 澄迈福丰咖啡餐饮有限公司
澄迈县大丰镇福丰约亭古镇（大

丰村）
五椰           2.08

98 澄迈 澄迈田园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金江镇塘口村（水韵田园

休闲农庄）
五椰           1.76

99 白沙 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阿罗多甘共享农庄乡村旅游

点
四椰           1.92

100 乐东 海南海控盐恬文旅管理有限公司
乐东县莺歌海盐场党建文旅基地

（莺歌海镇）
三椰           2.88

101 陵水 海南畅佳农旅科技有限公司 云上牛岭 四椰           0.80

102 保亭 神玉岛文化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亭县响水镇神玉岛 五椰          12.00

          0.32

小计

类型2：椰级乡村旅游点稳岗就业补助项目（40个，涉及39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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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103 保亭 海南布隆赛旅业有限公司
保亭县三道镇布隆赛乡村旅游区

（什进村）
四椰          11.20

104 保亭 保亭三道铭润雅布伦田园休闲山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田头

村（雅布伦山庄）
五椰           2.24

105 保亭 保亭享水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南梗

村（享水谷农庄）
四椰           1.28

106 保亭 保亭七仙隆滨庄园发展有限公司
保亭县加茂镇隆滨农庄（南茂农

场胜利队）
四椰           0.80

107 保亭 保亭七仙秀丽山庄有限公司
保亭县加茂镇秀丽山庄（南茂农

场秀丽队）
四椰           0.64

108 琼中 海南学而山房实业有限公司
琼中县黎母山学而山房乡村旅游

点（黎母山林场）
四椰           0.64

109 琼中 海南援圆流长康养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琼中县红毛镇什寒黎苗山寨（什

寒村）
五椰           0.32

        132.32

110 海口 海南河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1 海口 海南纳顾享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2 海口 海南享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3 海口 海南望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4 海口 海南金椰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5 海口 海南金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6 海口 逍遥（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7 海口 海南优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8 海口 海南优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19 海口 海口民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0 海口 海南逍遥民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1 海口 海南新环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2 海口 海南锦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3 海口 海南南海岸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4 海口 海南汪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5 海口 海南心旅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6 海口 海南环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7 海口 海南睿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8 海口 海南盛行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29 海口 海南品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30 海口 海南康志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1 海口 海南爱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2 海口 海南风光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3 海口 海南明盛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4 海口 海南旅品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5 海口 海南任你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类型3-1：旅行社前100名补助项目（95个，涉及 95家单位）

小计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136 海口 海南任羿行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7 海口 海南旅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8 海口 海南纯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39 海口 海南旅行管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0 海口 海南惠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1 海口 海南好想来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2 海口 海口随往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3 海口 海南暖达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4 海口 海南同享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5 海口 海南椰晖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6 海口 海南百利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7 海口 海南燕归来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8 海口 海南美途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49 海口 海南全誉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0 海口 海南旅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1 海口 海南续航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2 海口 海南禾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3 海口 海口奔跑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4 海口 海南优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5 海口 海南世纪飞扬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56 海口 海南热带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57 海口 海南国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58 海口 海南扬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59 海口 海南自由随心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0 海口 海南嘉博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1 海口 海南好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2 海口 海南领航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3 海口 海南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4 海口 海南智海王潮会奖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5 海口 海南祥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6 海口 海南南海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7 海口 海南蓝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8 海口 海南牛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69 海口 海南欣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0 海口 海南中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171 海口 海南玩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2 海口 海南海知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3 海口 海南星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4 海口 海南乐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5 海口 海南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6 海口 海南沙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7 海口 中旅旅行（海南）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8 海口 海南乐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79 海口 海南观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0 海口 海南田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1 海口 海南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2 海口 海南晟睿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3 海口 海口纵响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4 海口 海南鑫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85 三亚 三亚人之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86 三亚 海南圆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87 三亚 三亚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88 三亚 三亚民间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89 三亚 三亚众逸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90 三亚 三亚天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91 三亚 海南指南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92 三亚 海南也了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1-30)名          15.00

193 三亚 三亚海岛风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94 三亚 三亚互连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95 三亚 三亚双鱼座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96 三亚 海南海韵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31-60)名          11.00

197 三亚 海南南岛之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98 三亚 海南博涵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99 三亚 三亚康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200 三亚 三亚金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201 三亚 三亚阳光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202 三亚 三亚北航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203 三亚 海南南方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204 琼海 琼海丰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行社前100名 旅行社（61-100)名           9.00

      1,083.00小计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205 海口 海南丝路联合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06 海口 海南众和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07 海口 海南特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08 海口 海南高丽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09 海口 海南经典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0 海口 海南南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1 海口 海南豪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2 海口 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3 三亚 三亚百顺阳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4 三亚 三亚诚信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5 三亚 三亚昊利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216 三亚 三亚盛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入境游旅行社 入境游旅行社          30.00

        360.00

217 海口 海南观澜湖酒店有限公司 海口观澜湖酒店 床位补助          22.89

218 海口 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 床位补助          18.99

219 海口 海南鑫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鑫源温泉大酒店 床位补助          15.18

220 海口 中国石化集团海南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黄金海景大酒店 床位补助          12.90

221 海口 海南君华海逸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君华海逸酒店 床位补助          11.43

222 海口 海南赛仑吉地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赛仑吉地大酒店 床位补助          11.37

223 海口 海南金银岛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金银岛大酒店 床位补助          11.22

224 海口 海南太阳城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太阳城大酒店 床位补助          11.16

225 海口 海南中改院国际会议有限公司 中改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床位补助          11.16

226 海口 海南丽都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丽都假日酒店 床位补助          10.71

227 海口 海南椰海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椰海大酒店 床位补助          10.53

228 海口 弘顺醉海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弘顺醉海南酒店 床位补助           8.85

229 海口 海南腾鹏实业有限公司 腾鹏大酒店 床位补助           8.34

230 海口 海南山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海南山海度假村 床位补助           8.19

231 海口 海南万利隆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万利隆商务酒店 床位补助           7.44

232 海口 海南鸿运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鸿运大酒店 床位补助           6.90

233 海口 海口龙泉人之星白龙酒店有限公司 海口龙泉人之星白龙酒店 床位补助           6.36

234 海口 海口宝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宝驹酒店 床位补助           6.09

235 海口 海口椰岛之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海口椰岛之星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5.40

236 海口 海南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皇马假日海岛风情酒店 床位补助 5.04          

小计

类型3-2：入境游旅行社补助项目（12个，涉及12家单位）

类型4：星级饭店床位补助项目（69个，涉及69家单位）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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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海口 海南龙泉宾馆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宾馆 床位补助           4.98

238 海口 海南锦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锦江之星品尚海口国贸友谊阳光

城店
床位补助           4.98

239 海口 海南龙泉花园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花园酒店 床位补助           4.62

240 海口 海口美兰皇马假日南洋博物馆主题酒店
海口美兰皇马假日南洋博物馆主

题酒店
床位补助           4.59

241 海口 海南龙泉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大酒店有限公司 床位补助           4.50

242 海口 海口玛亚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锦江之星风尚海口汽车西站酒店 床位补助           4.41

243 海口 海南皇马假日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游艇观海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4.35

244 海口 海南君子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君子兰酒店（日月广场店） 床位补助           4.32

245 海口 海南银洲宾馆有限公司 海南银洲宾馆 床位补助           4.02

246 海口 海口龙华驿曌博物馆酒店 海口龙华驿曌博物馆酒店 床位补助           3.93

247 海口 海口金银洲宾馆有限公司 海口金银洲宾馆 床位补助           3.45

248 海口 海南龙泉之星旅馆有限公司 海南龙泉之星旅馆有限公司 床位补助           2.43

249 三亚 三亚天域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天域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43.08

250 三亚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国光豪生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26.82         

251 三亚 三亚力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丽禾温德姆酒店 床位补助          26.19

252 三亚 三亚盈湾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23.61

253 三亚 金茂（三亚）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金茂三亚亚龙湾希尔顿大酒店 床位补助          21.00

254 三亚 三亚海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虹大酒店 床位补助          19.92

255 三亚 三亚家化旅业有限公司 三亚家化万豪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19.77

256 三亚 三亚湘投瑞达置业有限公司 三亚银泰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19.62

257 三亚 三亚新兴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新兴花园大酒店 床位补助          18.81

258 三亚 海南三亚湾新城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山海天金威万豪酒店 床位补助          18.63

259 三亚 海南天通康达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天通国际酒店 床位补助          17.85

260 三亚 金茂（三亚）旅业有限公司 金茂三亚丽思卡尔顿酒店 床位补助          17.46

261 三亚 三亚海宇旅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中海俱乐部度假村 床位补助          16.44

262 三亚 三亚东方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东方海景大酒店 床位补助          15.75

263 三亚 海南大东海旅游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南中国酒店 床位补助          13.47

264 三亚 海南龙威旅业有限公司 三亚豪威麒麟大酒店 床位补助          12.30

265 三亚 三亚文豪旅业有限公司 文豪海景大酒店 床位补助          11.04

266 三亚 三亚格兰云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维也纳国际酒店三亚高铁站店 床位补助          10.92

267 三亚 三亚扬子江旅业有限公司 三亚海天大酒店 床位补助          10.32

268 三亚 三亚夏威夷大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夏威夷大酒店 床位补助           9.00

269 三亚 三亚容锦海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容锦海悦酒店 床位补助 8.94          

270 三亚 三亚兰海半山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半山海景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7.11          

271 三亚 三亚市驿漫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林达海景酒店 床位补助           6.93



附件：

2022年海南省旅游企业纾困解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名单（331个，涉及326家单位）

企业（单位）名称 申报项目名称
 补助金额（万

元）
类型序号 市县

272 三亚 三亚华源温泉海景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华源温泉海景度假酒店 床位补助 5.43          

273 五指山 海南五指山旅游山庄有限公司 海南五指山旅游山庄 床位补助           4.98

274 五指山 五指山林苑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林苑宾馆 床位补助           2.82

275 琼海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 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 床位补助          20.22

276 琼海 海南万泉河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官塘温泉休闲中心 床位补助           6.78

277 琼海 琼海金银岛大酒店有限公司 琼海金银岛酒店 床位补助           5.61

278 琼海 琼海泰和工贸有限公司 泰和大酒店 床位补助 5.13          

279 琼海 琼海宾馆 琼海宾馆 床位补助           3.90

280 琼海 琼海嘉积新椰庄酒店 琼海嘉积新椰庄酒店 床位补助           2.07

281 万宁 海南兴隆明珠投资有限公司 兴隆明珠温泉酒店 床位补助          22.38

282 万宁 万宁兴隆东方花园大酒店有限公司 万宁市兴隆东方花园大酒店 床位补助          10.14

283 万宁 万宁万都大酒店 万宁万都大酒店 床位补助 1.80          

284 东方 东方绿宝实业有限公司 绿宝大酒店 床位补助           3.72

285 临高 临高鸿运来实业有限公司 临高县鸿运来大酒店 床位补助           2.67

        753.36

286 海口 海南中海网农科技有限公司 火山石坞 银宿           3.00

287 海口 海南伍月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五月琚精品民宿 银宿           3.00

288 海口 海口济美公馆酒店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济美公馆 银宿           3.00

289 海口 海南艾尔温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口艾尔温民宿 银宿           3.00

290 海口 海口龙华花花的家旅馆 海口花花的家 银宿           3.00

291 海口 海南雅舍乡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石山秀里 银宿           3.00

292 三亚 三亚吉阳壹零柒旅租 三亚宿约107美宿 金宿           5.00

293 三亚 三亚海棠湾小棠别院旅租 三亚海棠湾小棠别院艺术民宿 银宿           3.00

294 三亚 三亚天涯漫时光别苑 三亚西岛漫时光海景民宿 银宿           3.00

295 三亚 三亚天涯曾汐海岛民宿店 三亚曾汐海岛民宿 银宿           3.00

296 三亚 三亚崖城所在旅租 三亚所在海景精品民宿 银宿           3.00

297 三亚 三亚亚龙湾相见无墅旅租 三亚亚龙湾相见无墅设计民宿 银宿           3.00

298 三亚 三亚亚龙湾宿屋宽予旅租 三亚久悦生活美宿 银宿           3.00

299 三亚 三亚栖岛旅租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栖岛海岛民宿 银宿           3.00

300 三亚 三亚亚龙湾朋波尔旅租
三亚亚龙湾朋泊乐青奢美学设计

民宿
银宿           3.00

301 三亚 三亚峡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莫言莫语民宿 银宿           3.00

302 三亚 三亚吉阳椰林湾旅租 三亚CoCobay民宿（银宿） 银宿           3.00

303 儋州 海南农旅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松涛书院 金宿           5.00

304 五指山 五指山袍隆扣茶产业有限公司 五指山茗蘭舍茶庄 银宿           3.00

小计

类型5：乡村民宿补助项目（46个，涉及44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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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五指山 海南五指山红雅民宿酒店 海南五指山红雅民宿 银宿           3.00

306 文昌 文昌铺前在海边民宿店 文昌铺前在海边民宿 银宿           3.00

307 文昌 文昌龙楼海暇民宿 龙楼海暇 银宿           3.00

308 文昌 文昌会文远方水宿民宿农家院 文昌远方水舍民宿 银宿           3.00

309 文昌 海南乡隐民宿酒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文昌吾乡•乡隐民宿 银宿           3.00

310 文昌 文昌龙楼云卷云舒海景家园 文昌云卷云舒民宿 银宿           3.00

311 琼海 琼海潭门无所归止精品民宿 琼海潭门无所归止精品民宿 金宿           5.00

312 琼海 海南省碧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琼海路坡居室民宿 金宿           5.00

313 琼海 海南省碧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凤凰客栈 银宿           3.00

314 琼海 海南金洋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潭门渔生·乐余海宿 银宿           3.00

315 琼海 海南同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琼海睿园云居 银宿           3.00

316 琼海 琼海潭门伴夏见云海民宿酒店 琼海潭门伴夏见云海民宿 银宿           3.00

317 万宁 万宁和乐女儿家精品民宿 万宁和乐女儿家精品民宿 金宿           5.00

318 万宁 海南龙之舟风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万宁龙之舟海洋民宿 银宿           3.00

319 万宁 万宁和乐海角之花民宿中心 万宁和乐海角之花民宿 银宿           3.00

320 东方 东方亿林实业有限公司 东方汇利花梨居民宿 银宿           3.00

321 定安 海南文笔峰居善观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定安居善观桂园民宿 金宿           5.00

322 定安 海南文笔峰居善观民宿管理有限公司 定安居善观逸居民宿 银宿           3.00

323 屯昌 屯昌屯城香巢民宿 香巢民宿 银宿           3.00

324 临高 临高县东英头洋美杰观海民宿店 临高观海民宿 银宿           3.00

325 临高 临高博厚赶海民宿店 临高博厚金牌赶海民宿 银宿           3.00

326 白沙 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 白沙五里路茶韵民宿 银宿           3.00

327 昌江 云画（海南）文旅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昌江王下浪悦黎奢民宿 金宿           5.00

328 陵水 陵水赤岭疍家故事传统文化有限公司 陵水疍家故事民宿 金宿           5.00

329 陵水 海南乐天农业养殖有限公司 陵水乐天归心居 银宿           3.00

330 保亭 海南合口书苑康养度假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保亭合口书苑 银宿           3.00

331 琼中 琼中红毛什寒客栈 什寒民宿 银宿           3.00

        154.00

      4,400.76

小计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