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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业态视角下的海南省将旅游发展作为当地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也是发
展的重大目标,以此去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并提高旅游产业发展的质量。海南省重视健康养生方面和旅
游产业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的综合竞争力不足,产品体系缺失,品牌形象不足,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对经济的发展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关部门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康养旅游产业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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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Care Tourism Industry in Hainan Provi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Business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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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business form, Hainan province takes
tourism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lo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also a major goal of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Hainan
provinc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health and tourism industry,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care tourism industry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it also appear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tourism industry, insufficient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product system, brand image deficiency, lacking of infrastructure service ability, these problem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relevant departments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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