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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空”全方位赏美海南
２０１４ 年春节 ，

新 《旅游法 》实施后
的第一个春节，海南
旅游交出了一份满
意答卷。 市场一片红
火， 全岛游人如织。
业内人士仔细对比，
发现新业态产品受
到追捧，为这份高分
答卷增添了靓丽的
一笔。

陆上自驾游，海
上游艇 、 帆船出海
游，空中水陆两用飞
机 、 直升机观光游
……“海 、陆 、空 ”全
方位赏海南岛美景，
正在成为旅游达人
们的新选择。

其中，邮轮游艇
旅游蓬勃发展。 风情
小镇旅游盛行间接
带动了海南的乡村
旅游市场，春节 7 天
海南乡村旅游共接
待游客 61 万人次 ，
乡村旅游收入 3.14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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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邮轮游艇走近市民

2013年， 随着海南边境旅游异地
办证政策落地， 游客可以方便快捷地
登上邮轮出境旅游， 使海南邮轮旅游
受到市场的青睐， 出现了海航 “海娜
号”和丽星邮轮“双子星”号邮轮旅游
“一票难求”的情况。

“海南度假 + 邮轮旅游”、“到外
国去过大年” 为中外游客带来了全新
体验， 两艘邮轮春节 7 天开航 7 个班
次，9600 多名游客参加了邮轮边境旅
游。 同时，游艇海钓、游艇观光、游艇婚
纱摄影、运动帆船体验等活动受到游客
欢迎。

对于今年秋冬季再次返回海南，丽
星邮轮市场部经理廖斯杰满怀期待。
“虽然海南邮轮旅游与香港、上海等地
还有些差距， 但是海南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和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决定了
未来海南在整个中国邮轮旅游市场中
举足轻重的地位。 ”

一向被视为高端旅游产品的游
艇，在国家相关政策出台后，非但没有
遇冷， 却更快地走向了普通大众。
“2012 年我们只有 10 艘游艇， 去年
达到 60 艘， 今年将力争突破 100
艘！ ”省邮轮游艇协会副会长、海南恒
翔游艇公司董事长谢以楼或许也没想
到，大年初二以后，各大游艇码头居然
热闹似景区， 接待人数同比翻了两番
之多。

“今年消费人群发生了根本改变，
从过去主要以商务接待转向了普通的
家庭游及亲朋好友包船游， 游艇已经
走向大众消费。 ”谢以楼公司的游艇过
去一天的包船费可能要十几万元甚至
几十万元，三小时以上才出租，而现在
一小时起租，推出更多小游艇，几千元
的租金也更加亲民。

陆：小镇乡村游风情尽显

“这小镇太有特色了，让我看到了
海南的另一种美！ ”来自东北的游客许
佳行走在琼海博鳌小镇上，对眼前美景
啧啧称赞。 海南一批特色风情小镇吸
引着大批散客和短线游客。 游客们每
行走一个小镇便可感受一种不同味道
的海南风情，令游客大呼“过瘾”。

马年春节初六， 上午 11 点左右，
琼海中原镇上的几家餐馆已经开始忙
活起来。 这座素有“华侨之乡”之称的
小镇，如今街道两旁满是彩色的南洋风
格民居和精致的雕花立柱，吸引了众多
前往博鳌的自驾游客不禁停下车小憩
一会。

午饭过后，驱车前行，一座由渔农
文化、 下南洋文化以及万泉河文化交
融的博鳌风情小镇呈现眼前。 在这里，
丝毫感受不出长假已进入尾声，街道上
游人穿梭， 路边卖椰子的商家挥汗如
雨，忙得顾不上直起腰来。

热闹的不止是琼海小镇。 2014 年
春节黄金周，海南的风情小镇游盛行。
琼海的博鳌天堂小镇、 潭门渔港小镇、
中原南洋小镇等游人如织， 大批游客
驻足感受渔农文化、南洋文化、万泉河
文化；澄迈的福山咖啡小镇每天接待大
量“闻香”而来的游客；陵水新村疍家
文化小镇、 昌江霸王岭小镇以及临高
县新盈渔业小镇等一批旅游风情小镇
成为春节流行的旅游目的地。

海南乡村游也受到热捧， 春节假日
期间，海口市十大名村、三亚槟榔河村、
儋州峨蔓镇盐丁村、 琼海潭门新渔村和
上坡村、临高县溪尾村、文昌八门湾和葫
芦村、定安“百里百村”、白沙天涯驿站、
琼中什寒村、 五指山水满乡新村等每天
游客络绎不绝。春节 7天，海南全省乡村
旅游共接待游客 61万人次，乡村旅游收
入 3.14亿元，乡村旅游持续火爆。

空：俯瞰宝岛别有风味

随着亚龙航空和美亚航空等低
空旅游项目正式运营，低空旅游正在
成为继邮轮、游艇后海南又一旅游热
点。

其实，早在 10 多年前，海南省不
少景区就推出了同样属于低空旅游
范畴的拖拽伞项目，成为不少年轻游
客到景区的必玩项目，这也成为不少
游客第一次感受和体验低空旅游。 经
过十余年的发展，“拖拽伞” 海上娱
乐项目发展已经很成熟， 在海口、三
亚等海岸旅游景点均有此项目供游
客游玩。

今年春节，来自上海的方俊彬带着
儿子一起尝鲜直升机观光。 方俊彬说，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外国游客乘直升机
旅游，感受挺刺激，春节到三亚得知当
地也推出了这一项目， 马上就带着儿
子来体验了，感觉非常捧！ 停靠在甲板
上的直升机搭载着游客飞上蓝天，在三
亚湾海域上空翱翔，或高或低、迎风俯
瞰。 当直升机降落在沙滩上时，不少正
在拍婚纱的情侣也争相以此为背景拍
照。

据统计， 春节期间共起降 600 多
架次，2000 多人次乘坐直升飞机观光
及体验水上飞机项目， 低空旅游市场
规模达 300万元以上。

低空旅游正在成为海南旅游手中
的又一张“王牌”。 结合海南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这一新的观光体验方式不
但丰富了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产品体
系， 更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目
前， 三亚的通用航空企业已规划了多
条直升机航线和数条水上飞机包机航
线产品。

“我们很看好这个市场，未来会将
海南好的资源串起来， 打造空中旅游
目的地。 ”三亚美亚旅游航空公司负责
人说道。

人物
观点

海南旅游业界学者杨哲昆
教授:

海南旅游新业态应该大胆
的出现， 但要有所把握与控制。
“旅游新业态在下一步的新型旅
游市场探索中一定会广泛出现，
出现可能有很多，但重点是做好
创新和把握。 ”杨哲昆举例道，海
南周边目前比较成型较有特点
的沙滩大概 60 多个， 若将这些
沙滩做成一种旅游文化，就会产
生新的东西，比如沿着海南岛的
沙滩行走就不失为一种较为高
层次的新型休闲项目。 他给出了
这样一种假想状态，如果真的有
了这样一些条件 ， 并且做好安
全、保护等基本设施 ，在旅游的
高峰期，游客就可以选择不去酒
店，直接带上一个走步器在海南
岛走一圈也很有意思，那样就可
以完全形成一个新的旅游模式。

数说

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在今年
两会上提出：

加快发展旅游新业态，培育新
的消费热点。 大力支持各市县发
展乡村旅游经济， 加快发展文化
旅游新业态，依托黎歌、盅盘舞、
人偶戏、调声、福山咖啡文化节、
老爸茶文化、 军坡节等海南民俗
文化， 全面丰富旅游产品的文化
内涵， 提高海南旅游的魅力和竞
争力；积极发展邮轮、游艇等高端
休闲旅游新业态， 满足高端客户
休闲度假需求；在三亚、海口发展
旅游综合体，集聚空间，创造翻番
的价值； 开发更多休闲度假游产
品，丰富旅游产品；研究制定更加
灵活开放的政策措施和深化旅行
社管理体制改革等。 (马珂）

接待游客61万人次
总收入 3.14亿元

低空游：

直升机及水上飞机起落 600架次
收入 300万元以上

游轮游艇：

“海娜号”和“双子星”号
接待游客 9600多名

已建游艇泊位 1475个

在建游艇泊位 1697个

马年春节黄金周旅游
形势喜人

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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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龙寿洋田野公园亲子游。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文昌椰子公园是乡村游深
受欢迎的景点。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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