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3 日，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 工作
人员在接待刚报到的嘉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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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日渐丰富

2014 年春节黄金周， 海南全省共接待游客
260.7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75.7 亿元；三亚接待
70.74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却高达 54.64亿元，占
全省旅游收入的 72%，旅游提质增效明显。

王勇表示，扩大内需的难点和重点在消费，潜
力也在消费。 三亚作为消费承接地， 又是旅游目
的地，旅游消费最被看重。 三亚要做好旅游服务，
让游客留下来，并乐于消费，三亚也会从游客“用
脚投票”逐渐发展为“用钱包投票”。

除了改善旅游管理和服务， 三亚也致力于丰
富旅游产品，创新消费业态，培育消费热点，让游
客开心而来、满意而归。

仅今年春节黄金周， 三亚市免税店接待游客
12.63万人次，销售额 1.45亿元，占全市商品销售
总额的 50.6%。 不仅是免税购物游火热，直升机、
水上飞机低空旅游、“海南度假 + 邮轮假期”邮
轮旅游等新业态，凤凰花海等新产品，初试莺啼就
好评不断。 春节期间，三亚千古情景区接待 13.76
万人次，凤凰花海接待 16.6 万人次；直升机、水上
飞机共起降 600 多架次，2000 多人次体验了三
亚低空观光旅游项目， 低空旅游市场规模达 300
万元以上；1.03 万人次的出入境旅客畅享邮轮旅
游的乐趣。

旅游新产品、 新业态在实现对传统旅游产品
进行有效补充的同时，也让游客走得更远，看得更
多。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透露， 针对不同的消费
群体，三亚旅游部门正引导旅游企业推出各具特
色的休闲度假旅游、家庭度假旅游、购物旅游、文
化旅游、乡村旅游、医疗旅游等假日旅游产品，以
及游艇旅游、民俗旅游等新业态旅游产品，不断打
造旅游精品，刺激旅游消费，繁荣旅游市场。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准备充分

个性化无缝对接服务
获嘉宾点赞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记者黄媛艳 杨春
虹）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今天在三亚举行。 来
自 62 个国家的嘉宾沉浸在鹿城的碧海蓝天中，
纷纷为大会的服务和组织竖起大拇指。

“服务好，完美。 ”这是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WTT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David� Scowsill
对大会的评价；“我很荣幸有机会坐到这样一个
特别的航班，她们的笑容，服务，让我感到很舒适，
我觉得非常棒。 ”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Taleb�
Rifai则对此次大会提供的航空服务印象深刻。

为服务好四海宾朋，展现海南的自然之美、人
文之美，会务组及赞助商下了苦功夫。来自海南大
学的贾鹏是此次服务大会的 120 名志愿者中的
一名。为向来宾展示最美海南的风采，她和同伴们
不仅经过了笔试、面试等严格的选拔，还经历了礼
仪、岗位培训等严格的训练。

“今天一天嘉宾的接机、转场、入住等比较顺
利， 这主要源于我们对于嘉宾提供的一对一或一
对多的细致服务，为防止出现接待中的语言障碍，
本次参与接待的一线员工全都具有良好的英语基
础。我们在会前、会中都会给予嘉宾及时的短信或
电话提醒，实现服务的无缝隙对接。 ”本次大会的
主要服务商———康泰国旅会展管理中心总经理黄
海燕说。

大会筹备组精心服务， 大会的赞助商也不甘
示弱。 近 7 成的嘉宾乘坐南方航空的班机抵琼，
作为大会钻石级赞助商， 南方航空为宾朋提供了
中国茶文化展示等特色服务， 甚至给美国梦工厂
动画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effrey�
Katzenberg 送上惊喜的漫画礼物； 作为大会的
主会场， 万丽酒店也细心为来宾提供个性化的周
到服务，不仅有海南特色的贝壳海星项链、使用芒
果调制的特色欢迎软饮、 客房中提供海南本土的
水果制作的欢迎甜点， 还将为大会首次在三亚开
通移动 4G网络服务。

“此次大会在同一时间、同一个议题下，吸引
62个国家的旅游行业内人士的关注，对于海南旅
游整体形象塑造、目的地形象打造大有裨益，是一
次全面盛大的国际营销， 客人们的好评是对我们
工作的肯定。 ”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说。

聚焦 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

何西庆会见
参加旅游旅行大会嘉宾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记者杨春虹）今天
下午， 副省长何西庆在海棠湾万丽酒店会见了前
来参加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的乌干达政府旅
游、野生动物和文物部长玛利亚·穆塔甘巴，赞比
亚政府旅游和艺术部副部长劳伦斯·埃文斯，墨西
哥驻华大使温立安等嘉宾。

■■■■■ ■■■■■ ■■■■■

罗保铭会见爱尔兰客人时表示

积极推动双方旅游深入合作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记者周元）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三亚海棠
湾会见了来琼出席 2014 世界旅游旅行
大会的爱尔兰运输、 旅游与体育部长里
奥·瓦诺德卡和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宝乐
一行。

在表达了省委、 省政府的欢迎和问
候后，罗保铭回顾了海南与爱尔兰的往
来互动与交流合作情况。 他说，虽然纬
度不同，但爱尔兰和海南同为岛屿地区，

在地理条件、环境资源、绿色发展理念等
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旅游、农业等方
面有许多合作互补的空间。 近年来，爱
尔兰旅游业看重中国市场，爱尔兰前总
理、 爱中合作理事会终身名誉主席伯
蒂·埃亨先生曾出席海南国际旅游岛论
坛，并专程访琼，不遗余力地促进了海
南与爱尔兰的实质合作，和我们结下了
深厚友谊。

罗保铭向客人们简要介绍了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情
况。 他表示，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倡导的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的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绝不
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种绿色发展
的理念也正是爱尔兰所坚持的。 目前，
海南与爱尔兰友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
省会海口与爱尔兰有关省郡正推动建
立友好城市，省农垦总局也与爱尔兰在
农业方面展开了初步合作。我们希望通

过密切互访，进一步加强交流，积极推
动海南与爱尔兰在房车旅游和森林旅
游等方面的深入合作，结出更多的发展
硕果。

里奥·瓦诺德卡感谢海南省委、省
政府的热情接待。 他表示非常高兴借
参加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之机来到海
南。 他说，海南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令
人印象深刻。 因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的机缘，爱尔兰人对海南，特别是对三

亚并不陌生， 非常愿意到海南来旅游
度假。 他期望双方在交通等领域积极
互动，尽早实现两地飞机直航，实现旅
游业共赢发展。

爱尔兰驻华大使康宝乐表示将积极
协调落实这次瓦诺德卡部长来琼洽谈的
旅游合作事项，全力推动两地合作交流。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阳，副省长何
西庆， 以及海南有关部门和爱尔兰国际
旅游推广局负责人等参加会见。

蒋定之会见出席世界旅游旅行大会重要嘉宾时建议

将海南列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展观测点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长蒋定之在三亚海棠湾
分别会见了前来参加 2014 世界旅游旅
行大会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
勒布·瑞法依、执行主任祝善忠，以及世
界旅游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佛伦泽尔、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斯克斯尔和各
位执委会委员等重要嘉宾。

蒋定之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对世
界旅游旅行大会在海南三亚召开给予的
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对与会嘉宾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本届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蒋定之说， 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
岛屿省份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旅游
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在中央
的大力支持下，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 正在朝着建设世界一流
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中国旅游创新试验
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标而不
懈努力。 近年来全省经济、社会、文化和
生态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旅游业
的发展更是朝气蓬勃：去年接待旅客人
数和旅游收入都增长 10%以上， 海洋
游、自驾游、自助游、乡村游、民族风情
游、 养生康体游等新的旅游业态和新的
旅游产品蓬勃发展，旅游市场的规范程

度不断加强。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闲
暇时间的增多和居民消费的变化，海南
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

蒋定之对塔勒布·瑞法依说，建议将
海南列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
展观测点， 提升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意识和技术水平。 同时希望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继续在人才培养、 技术合作等
方面给予海南帮助指导；在国际上加大
对海南的推介宣传力度，提升海南旅游
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塔勒布·瑞法依表示，非常希望世
界旅游组织在中国的第 7 个观测点

能够在海南落户。 他说，世界旅游组
织将积极协助海南抓住大会举办契
机，推动海南旅游业发展和国际化水
平的提升。 希望双方共同携手，把海
南打造成全世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的范例。

蒋定之会见迈克尔·佛伦泽尔时表
示，海南的空气、阳光、森林、水体和土地
等环境质量始终保持优良， 非常适宜人
类居住。 欢迎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各位
执委和会员，多来海南走一走、看一看，
休闲度假，实地感受海南旅游的美好体
验。 期待世界各地的旅游界同行和企业
家能在海南旅游各项领域开展投资合

作， 共同分享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的发
展机遇， 海南将为中外投资者提供良好
的投资环境。

佛伦泽尔说，随着未来 10 年中国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海南旅游业将迎
来更多发展机会， 吸引更多的投资
者。 每次来海南，美丽的风光、巨大的
变化和迅猛的发展势头都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充分表明在海南召开本
届大会是正确的选择，相信大会的举
行也将为海南旅游业的发展作出积
极的贡献。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省
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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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参加 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的各国嘉宾陆续抵达三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赞比亚政府旅游和艺术部副部长劳伦斯：

借机来海南考察和体验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世界十大奇观，其中之一就是在
赞比亚！ ”尽管一下飞机就被海南岛的
美丽折服了，但赞比亚政府旅游和艺术
部副部长劳伦斯·埃文斯还是不忘向海
南朋友介绍赞比亚得天独厚的旅游资

源。
“这是我第一

次到海南岛， 这里
的大海很漂亮，海
岸线很长， 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海岛旅
游地。 ”劳伦斯·埃
文斯说， 三亚美丽的大海是很多地方都
没有的， 这是一个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
地方。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当地人的
热情好客， 能够让每一位踏上这里的客
人都感觉到自己是非常受欢迎的。 劳伦
斯·埃文斯说， 海南是发展中的地方，而
非洲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 海南在
旅游开发方面应该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
学习的地方。 借这次到海南参加世界旅
游旅行大会， 可以实地到这里考察和体
验一番，相信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们的旅游开发刚刚开始，道路等
基础设施修建的还很少，航线也很少，而
中国在这方面发展非常快。 ”劳伦斯·埃
文斯说，参加这次大会，就是来学习世界
成功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经验的。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佛伦泽尔：

未来十年海南旅游将快速发展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通讯员 吴婷婷

“我是海南的常客了，也是老朋友
了！ ”又一次来到三亚，海南的快速变
化 又 一 次 给 世 界 旅 游 业 理 事 会
（WTTC） 主席迈克尔·佛伦泽尔留下
了深刻印象。“海南是中国发展最快的
旅游目的地。 ”迈克尔·佛伦泽尔说自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
WTTC 就进入中国开
展业务。 2010 年更是
首次将一年一度的世
界旅游旅行大会举办
地选择在了中国北京，
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也是自那一年起，WTTC 就开始了与
海南的合作。

“到 2020 年，中国旅游将会迅猛
发展， 也会给海南带来更多的发展机
会，海南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到这
里，这里的投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迈
克尔·佛伦泽尔说，2012 年 WTTC 和
海南共同发布的《海南旅游经济发展报
告书》指出，未来 10 年，海南旅游将会
以每年超过 10%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
今年在三亚举办峰会， 是在正确的时
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 ”迈克
尔·佛伦泽尔说。

“非常感谢海南东道主，让大家能
够在今天相聚在这个美丽的海岛！ ”迈

克尔·佛伦泽尔说， 今天来自全球的旅
游精英相聚三亚，大家在这里体验舒适
而又完备的设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而海南省政府也将此次大会的
举办，当作推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平台，中国的旅游精英也同样意识到了
这个平台的重要性，不少有影响力的业
界精英也都来到了大会现场。

“继北京之后，我们再次选择中国，
而且选择了海南，一方面是因为海南是
一个热带岛屿，风光优美，旅游业发展
非常好；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旅游业在
世界上的迅猛发展。 ”迈克尔·佛伦泽
尔说。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万豪集团大中华区东区运营总监 Kristian� Petersen：

海南会奖旅游需中西融贯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今天，一身笔挺的西装，万豪集团
大中华区东区运营总监 Kristian� Pe-
tersen显得格外精神。 袖口处，仿壹万
麻将设计的袖扣让人眼前一亮。

“这是我太太在结婚 6 周年时送
我的，她希望我能尽快成为中国通，融
入中国本土文化。 ” 在 Kristian� Pe-
tersen 看来，本土与国际的融合发展，
不仅是其夫人对他的期许，也是酒店行
业致胜的关键。

中西融贯，在海南旅游业，会奖旅
游是其中的重要表现。

“海南优越的气候，国际化的高端
酒店林立，为海南发展会奖旅游奠定基
础。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天气和生态，

在大家对健康高度重视的今天，使得能
在户外举办相关活动的海南， 颇具优
势。 ”Kristian� Petersen 十分看好会
奖旅游在海南的发展。

近年来，会奖旅游一直是旅游业的
中流砥柱。 世界旅游监测资料显示，
2013年首八个月， 会奖旅游行业增长
了 6%， 传统的商务旅游则下降了
10%，会奖旅游占商务市场的 54%。

“海南的会奖旅游已经有了一定的
规模和基础，受到了像世界旅游旅行大
会等大型会议组织的青睐，但还是有提
升的空间。 ”Kristian� Petersen认为，
海南会奖旅游还需在国际与本土融合
的服务方面加强， 针对不同需求的客
人，要强化细节服务等。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乌干达官员玛利亚·穆塔甘巴：

希望学习海南旅游开发经验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人也非
常可爱，非常热情！ ”坐在海棠湾万丽酒
店大堂，乌干达政府旅游、野生动物和文
物部长玛利亚·穆塔甘巴丝毫不掩饰自
己对美丽海南的喜爱。 虽然已经到过中
国许多次，但这一次却是玛利亚·穆塔甘
巴的首次海南之行。

“一下飞机，这里就给我留下了非
常深刻的印象！ ”玛利亚·穆塔甘巴不但
从满眼的绿色中感受到海南的绿色环
保，更从接待人员细致、热情的服务中，
体验到了这个温暖的城市。 “海南人非
常热情大方，而且大家非常敬业、勤奋，
工作也非常努力。 ”作为旅游部长，玛利
亚·穆塔甘巴其实去过不少知名旅游胜
地，其中也包括不少热带滨海旅游胜地，

但今天刚刚踏上海南岛， 她就不由得喜
爱上了这里。

“这里虽然风景和东南亚国家差不
多，同样是很多绿色的树，同样环境优美
宜人，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海南人民
的热情。 ”玛利亚·穆塔甘巴刚进酒店，
就有工作人员为她送上海南特色小挂
件。“这里的服务非常便捷，可以看到这
里已经是一个旅游发展比较完善的地
方。 ”玛利亚·穆塔甘巴说，此次海南之
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这里完
善的交通设施、 旅游配套等都非常值得
乌干达学习。

谈到乌干达的旅游，玛利亚·穆塔甘
巴坦言， 乌干达更多是依靠大自然的恩
赐来进行旅游开发的， 主要发展生态旅
游。 乌干达位于非洲的心脏， 这里有高
原、有湖泊、有河流、有湿地，赤道从乌干
达穿过，但西部又有白雪皑皑的雪山；这
里动物保护做得也不错， 既有大型动物
又有小型动物； 乌干达有 10 个国家公
园， 而且不同的部落间又有着不同的文
化。 “丰富的旅游资源让我们的旅游产
品更为多元， 可以满足游客不同的需
求。 ”玛利亚·穆塔甘巴说。

望着海棠湾美丽的大海，玛利亚·穆
塔甘巴觉得海南的海洋旅游开发应该很
不错。“乌干达也有湖泊，我们希望能够
借此次到海南参加世界旅游旅行大会的
机会， 学习海南的水上旅游项目方面的
开发经验。 ”玛利亚·穆塔甘巴觉得，在
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海南应该也有丰富
的经验，这也是乌干达需要学习的。“当
然， 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游
客！ ”玛利亚·穆塔甘巴说。

(本报三亚 4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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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旅游，
乐了游客旺了市场

玛利亚。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劳伦斯。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Kristian� Petersen。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