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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度假酒店钟情海南岛

从 1996 年 1
月 1 日中国休闲
度假游在三亚亚
龙湾启动，一大批
国际知名度假酒
店选择海南作为
进军中国休闲度
假市场的第一站，
海南也成为国际
品牌度假酒店登
陆中国的桥头堡
和中国休闲度假
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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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
进入中国第一站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
南滨海旅游和休闲度假市场潜力巨大。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滨海休
闲度假领跑中国旅游业的海南岛，旅游
接待人数从建省初期的几十万人次到
现在超过 3000万人次。

蓬勃发展的海南旅游业，为酒店业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 尤其是
滨海度假酒店在数量和档次上都走在
全国前列， 国际品牌酒店更是将海南
作为中国休闲度假市场的桥头堡。

是什么原因吸引度假酒店品牌争
相抢滩海南？

“海南岛凭借自然资源和热带气
候发展成为一个游客首选的旅游度假
目的地，纯净的空气质量、舒适的热带
气候和绿色的生态岛屿似乎已经成为
海南的一张名片。 ”三亚万豪度假酒店
总经理高锦洪说，现在三亚已经成为国
内最受欢迎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之一，因
为这里全年拥有超过 300 天的日照时
间，年平均气温 26℃，无论是“热带雨
林”还是“阳光沙滩”，都让游客们流
连忘返。

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市场销售
总监李艾觉得，海南岛集自然风光、民
族风情、地热温泉、文化古迹、珍稀动
物于一体， 旅游地产拥有独特的发展
优势。而“26国免签”、“离岛免税”等
政策也是吸引品牌进驻一大原因。

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是洲
际品牌在海南岛的第一家酒店。 酒店
总经理雷恩认为，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
带海岛和健康岛， 海南的滨海旅游和
休闲度假市场潜力巨大，这里是一个风
景优美的热带度假胜地，也吸引各大国
际品牌纷纷进驻。

“三亚是拥有得天独厚自然美景
的度假地， 造就了旅游市场的蓬勃发
展。 ”三亚海棠湾凯宾斯基酒店总经理
霍威说，三亚拥有广阔的高尔夫场地资
源，拥有被国内外高球爱好者流连的高
尔夫度假胜地的巨大潜力，我们结合酒
店的市场潜力、地理位置和配套设施，
为客人提供丰富的度假产品， 也受到
客人的青睐。

品牌酒店：
国际旅游岛新卖点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度假
酒店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而不断聚集
的国际度假酒店品牌， 让海南成为国
内高端度假酒店最密集的地区， 品牌
酒店成为海南旅游新卖点。

三亚海棠湾康莱德酒店和三亚海
棠湾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分别属
于希尔顿全球酒店集团旗下的康莱德
和希尔顿逸林品牌。 三亚海棠湾康莱
德酒店是康莱德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
开业的第一家酒店。 酒店相关负责人
介绍， 酒店为客人提供个性化定制服
务，客人可通过下载安装“康莱德礼宾
部移动应用” 在入住前预订自己喜欢
的洗护用品、枕头以及接送机服务等；
酒店现有的“住赏最中国”优惠套餐
中， 客人只需通过酒店官网预订此套
餐， 即可获得一晚住宿和 2 张南山景
区门票。 今后，酒店也会根据客人的需
求，增加更多的结合海南地域、资源特
色的产品。

“酒店除了营造休闲度假环境外，
丰富多样的休闲配套设施和温馨亲切
的服务也至关重要。 ”李艾坦言，酒店
精心营造静心主义休闲度假环境以及
周边特色产品， 针对性地开拓本地家
庭周末休闲市场， 推出国内家庭游的
一站式打包套餐，并推广游艇婚礼特色
产品，以打造更加高端的个性化服务酒
店。

“从酒店的设计到服务细节以及
酒店产品的开发都突出海南度假元素
并为宾客创造热带海岛的休闲度假体
验。 ”高锦洪说，每年酒店都会推出适
合家庭度假的优惠套餐，2013 年 5 月，
酒店将二代家庭套餐升级到三代产
品，推出“三代同游、感恩亲情、共享天
伦”的家庭产品。 即带上父母、孩子一
家三代入住三亚万豪度假酒店， 购买
第二个家庭套餐立享五折优惠 ；
２０１０ 年在海滩上新建了一座婚礼
堂用于举办婚礼仪式和庆祝活动。

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是香格里拉
国际酒店集团品牌进入海南的第一家
城市度假酒店。 酒店总经理徐建就表
示， 为了不断满足度假客人多样需求
且酒店植根于海口，必然要给市场提供
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酒
店在加紧自身资源开发的同时，还要发
展本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本土品牌：
在海南岛茁壮成长

在国际品牌酒店带动下，一批本土
度假品牌在海南快速成长。 大量国际
品牌酒店入驻，本土度假品牌崛起，为
海南的国际旅游岛建设奠定了基础，吸
引了众多的国际国内客源，也为酒店业
带来新契机。

今年在第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
年会“年度发布”板块中，七仙岭君澜
度假酒店被授予“2013 中国特色主题
酒店 TOP10”而荣登“2013 年中国旅
游风云榜”。 “君澜”品牌度假酒店在
“洋品牌”扎堆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已经
分布了三家。 “君澜”作为民族品牌的
度假酒店在与“洋品牌”竞争中成长的
经验值得推广。

“做足自己的特色，优化民族品牌
建设，让更多的回头客成为我们的忠实
客户，在市场中赢得一定的竞争力。 ”
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总经理林琳说，国
际品牌酒店硬件条件好，有独立客户群
体优势，但是我们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
中医养生， 发挥本地少数民族员工特
色，强化服务特色，产品彰显本土文化，
也是我们自己的优势。 “对于君澜，很
大程度上不是做产品，而是文化，要让
客人来到君澜后，感受到和别的酒店不
一样。 ”林琳说，发自内心地对客人好，
发自内心去给酒店做事，这就是一种文
化。 林琳告诉她的员工，“酒店做的好
不好，和你的热爱和付出是有关系的，
只要像对待恋人一样的用心对待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是不会做不好的。

作为另一家本土品牌酒店，海航酒
店集团在海南有 12 家酒店， 其中，海
南新国宾馆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海上
资源，丰富酒店海上娱乐项目，推出更
加丰富、适合市场的产品；同时大力推
行酒店的在线手机预订系统———智能
手机客户端 APP， 方便更多的客人便
捷预定，享受会员服务。

“我们加大发扬酒店本身度假优
势及品牌，依托海航酒店集团的品牌及
影响力，成为度假客人来海南的首要选
择。 ”酒店相关负责人说，本土酒店集
团要提高自身的品牌鉴别度以及发展
中的连锁化，专业化，国际化的产品和
服务，从而吸引国内外，高端、中端和低
端的各类客户；本土品牌酒店重点提高
酒店的全面性价比。 当本土品牌在酒
店市场站稳脚跟，就可以更好地进入高
档酒店的品牌和管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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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达屋集团海南区董事经
理鲍博楚:

喜达屋为什么能在海南快
速发展，与当初选择海南的理由
是一样的：海南是中国唯一一个
热带旅游度假目的地，有独特优
美的环境， 健康洁净的空气，还
有随处可见的蓝天绿树，这是推
动度假酒店发展最大的优势。

2012 年，海南成为喜达屋大
中华区的五个大区之一，现在整
个区域作为独立的整体进行营
运，海南对整个喜达屋集团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巨
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十年也是中
国休闲度假发展最快的十年。 作
为中国唯一的热带休闲度假胜
地，海南岛当然是进入中国休闲
度假市场最好的桥头堡。

喜达屋余下的 3 个品牌也
将陆续进入海南，9 个品牌会紧
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塑造成功的
喜达屋品牌。

更多的国际品牌进入海南
是一件好事，不仅给海南旅游业
更多学习机会，也给客人更多选
择，辐射带动的相关行业也更加
完善。 海南也需要思考如何配合
做好周边的服务，比如公共服务
设施、租车等服务。 (杨春虹)

中国高端度假酒店
最集中区域

2003年，国际知名酒店品牌
喜达屋选择在亚龙湾开设了在中
国的第一家度假酒店———三亚喜
来登酒店；2004 年， 万豪国际在
中国的第一家度假酒店三亚万豪
度假酒店正式开业；2008 年，法
国雅高集团旗下铂尔曼品牌在中
国的第一家度假酒店三亚亚龙湾
铂尔曼度假酒店正式开业；同年，
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团在中国的第
一家度假酒店三亚丽思卡尔顿度
假酒店正式开业……

目前，喜来登、希尔顿、万豪、
雅高、洲际、温德姆、美高梅、凯宾
斯基等 21 家国际知名酒店管理
集团、38 个饭店品牌进入海南省
饭店业市场， 海南成为中国高端
度假酒店最集中的区域。(杨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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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岛

海南滨海旅游市场潜
力巨大， 为酒店业快速发
展提供了广阔市场。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