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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写意任逍遥
亚龙湾 、 海棠

湾、三亚湾、大东海，
蓝天白云碧海银沙，
世界一流的纯净空
气……有人说，三亚
是上天赐给人间的
一颗璀璨的明珠；

免税购物、离境
退税 、 邮轮异地办
证 、低空旅游 、海鲜
排 档 智 能 化 管 理
……有人说，三亚是
中国旅游开放开发
的一处绝佳试验田。

在中国改革开
放大幕拉启之前，这
里只是一处偏僻的
小渔村，改革开放特
别是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后，三亚逐步
发展成为闻名世界
的滨海旅游度假目
的地，为越来越多的
中外游客所推崇。

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

“历经旅游界近三十年的努力，三
亚知名度、美誉度都今非昔比，基础设
施配套也日趋完善，不过，在发展中，
三亚还是非常注重不断发掘新的产品、
新的业态，为中外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
旅游体验。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说。

去年 8 月， 三亚市政府常务会通
过《低空旅游发展专项规划》，这是中
国首部关于低空旅游发展的专项规
划；去年 10 月，三亚水上飞机投入运
营，为我国首家……

“今年春节黄金周 7 天，我们接待
了 1600 多名客人， 每天至少飞行 80
多个架次， 工作人员都是抽空换班吃
饭的，这种火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
亚龙航空总经理高秀妍透露，1500 元
至 1800 元的三亚湾和西岛航线深受
游客喜爱，好评如潮。

如果觉得乘坐直升飞机还不过瘾，
今年春节期间，三亚还推出了我国首架
水上飞机，让游客们在惊喜和刺激中畅
游鹿城之美。 作为新业态，水上飞机一
经推出就备受青睐，大年初一至初七，
美亚航空旗下的水上飞机共飞行 61
个班次。

游客对三亚旅游新业态的追捧，从
另一个景区———三亚千古情景区的运
营情况，更是可窥一斑：自去年 9 月 25
日开业以来， 景区广受市民和游客欢
迎。 截至今年 4月 18日，短短半年多，
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00 万人
次。

“她是我们的天使。 ”这是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茹立菲对她的保健医生、三
亚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萨仁的评价。
今年已是茹立菲连续第 9 年专程飞来
三亚接受中医疗养保健服务。

作为海南省最早从事中医疗养游
的单位， 三亚中医院的中医疗养品牌
已受到俄罗斯、 瑞典等外籍人士的高
度肯定。 仅萨仁一人，就已先后为哈萨
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罗马尼
亚、瑞典、英国、美国、蒙古、意大利等国
家的一大批政要、商界大亨和游客提供
中医理疗服务。

新产品、新业态，直接改变了三亚
游客结构， 也加速了三亚旅游转型升
级。 盘点今年春节海南黄金周旅游，有
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海南共接待游客
260.76 万人次， 旅游收入 76 亿元；而
三亚接待游客 70.74 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 54亿元，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强！

旅游管理频见新作为

在三亚市领导层看来，尽管自己和
自己比，三亚发展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但和国际知名的旅游度假目的
地相比，三亚仍需努力。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三亚高度
重视加强和改善旅游管理， 高度重视
借助各种方式、 包括媒体的舆论监督
和“自我挑刺”、有奖鼓励市民和游客
“挑刺”等方式，加强旅游综合环境的
治理。

针对“海鲜宰客”事件，三亚立即
探索实行海鲜排档 IPAD点菜系统，并
迅速实现了电子点菜、电子收银、政府
后台互联网实时监控和海鲜品政府指
导价实时公示以及微信监督等目标；

针对“天价客房”报道，三亚实行
旅游饭店黄金周核准客房价格， 每逢
五一、国庆、春节黄金周，都第一时间
通过媒体发布相关信息；

去年 10 月 1 日新《旅游法》实施
之前，为规范一日游市场，为散客提供
优质的旅游服务， 三亚采取堵疏结合
的方式，在严厉打击非法“一日游”的
基础上，成立“三亚诚信一日游联盟”，
推出多条线路的精品一日游，备受游客
欢迎。

在三亚市旅游协会积极参与组织
下， 去年三亚成功认证 “价格守信商
家”374 家，产品基本覆盖了旅游产业
要素。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周春华介绍说，
今年 1 月，为了让游客对“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各要素有预先了解，对居民
和游客的出行予以正确指引， 为政府
的宏观调控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三
亚正式发布我国首个旅游旺季度假舒
适度预测指数，从自然环境舒适度、社
会人文环境舒适度和旅游服务舒适度
三方面综合评定。

与此同时，三亚加大了对旅游“四
黑”的打击力度，让那些让三亚旅游蒙
羞之徒成为过街之鼠。 在这一系列创
新管理举措作用下， 三亚旅游游客满
意度不断提升。

旅游营销推广新意不断

不断创新旅游营销策略，在旅游发
展中凸显三亚“旅游试验田”的作用，
是三亚近年来旅游营销的显著特征。

去年 10 月，三亚主动作为，集结
周边陵水、万宁、五指山、保亭、乐东、
东方等琼南六市县，宣布形成“大三亚
旅游圈”，一起抱团闯市场。

三亚旅游界早就意识到，旅游发展
不仅要重视宾客盈门的秋冬时节，也要
重视客源相对较少的夏季。 因此，从
2007 年开始，三亚连续 7 年推出“清
凉一夏·三亚度假”的夏季旅游促销活
动，组团到内地多个城市，改写了许多
地方游客对三亚夏季旅游的固有观
念。

除此之外，三亚广泛组团远赴俄罗
斯、德国、英国等地开拓市场，并积极参
加香港、台湾等旅展，一次又一次让三
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传遍天下。

进入散客时代，三亚旅游促销又向
网络市场挺进：今年 1 月 23 日，天猫
三亚旅游官方旗舰店在三亚盛装上线
开业， 喜爱三亚的游客又多了一个放
心消费、便捷选购的在线网络商城。 在
已经公布的三亚今年夏季旅游营销活
动方案中，线上活动十分丰富。

在今年的夏季旅游营销中，三亚还
将首次在一批国内一线城市中投放电
影映前广告。

今年 2 月 28 日，三亚市旅游委调
研员唐嗣铣着实自豪了一把： 携程旅
游网在上海盛大举行 2013 携程年度
最佳旅游目的地颁奖典礼，三亚一举收
获了“国内最佳旅游城市”前十排行榜
第一、“最佳亲子游目的地” 前十排行
榜第一、“最佳情侣游目的地” 前十排
行榜第一等 7项大奖。

今年恰逢三亚撤县建市 30 周年，
相信这座魅力之城， 会在中国旅游业
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 继续担当改
革开放的排头兵，为中国旅游探索出更
多可资借鉴的好经验，早日成为国际旅
游岛建设中光彩夺目的明珠！

（凌志 肖皇）

三亚海棠湾御海棠豪华精选度
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曼舒，一身黎族服
饰在阳光照耀和海风吹拂下，更显靓
丽。

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如果稍加留
意，会发现在喜达屋海南管理的所有
酒店中，黎族元素将迅速占据各酒店
的显眼位置， 或者就在不经意间，您
会发现点菜时多了一个“黎族菜单”。

喜达屋海南区区域董事经理鲍
博楚日前透露：在本年度世界旅游旅
行大会（WTTC）开幕之前，由黎陶、
黎锦等物品组成的黎族文化展示区，
将首先装点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和海棠湾御海棠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之后，黎族元素将闪耀喜达屋海南全
部酒店。

4 月 16 日晚， 负责布展的三亚
市天涯国际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牛文健证实了鲍博楚的说
法。

此前，三亚湾福朋喜来登酒店员
工，早已穿上了黎族服装，酒店员工
还排练了竹竿舞，每逢重大节日或贵
宾下榻时， 还会邀请客人一同体验。
酒店还专门订购黎家山兰酒，推荐给
来海南度假的外地客人享用……

在鲍博楚看来，寻求将国际一线
酒店管理品牌与最具海南本土文化
特征的黎族元素相结合，让喜达屋海
南全部酒店深深地镌刻上黎族文化
的印记，既符合喜达屋挖掘本土文化
的传统，也是在新的竞争业态下喜达
屋谋求个性化的必然选择。

的确，目前海南喜达屋已经在海
口、万宁、三亚开业 10 家酒店，旗下

的瑞吉 （St. Regis）、豪华精选 （The
Luxury Collection）、 威 斯 汀 （West鄄
in）、艾 美 （Le Méridien）、 喜 来 登
（Sheraton）、 福 朋 （Four Points by
Sheraton）六个品牌已入驻海南，客房
数接近 4000 间，员工 6000 多人。 截
至今年年底，还将有两家酒店开业。

在鲍博楚铺展黎族元素的计划
表中，其步骤十分清晰：

第一步：在原来单一酒店谋求黎
族元素的基础上， 统一规范黎族元
素，在喜达屋海南所有酒店增设黎族
文化展示区，进而延伸到设计和创作
黎族纪念品，比如说，在一些积分奖
励的纪念品上，印制包含黎族图腾及
黎锦相关图案；

第二步：在喜达屋海南所有酒店
增设“黎族菜单”，鲍博楚透露，目前
三亚亚龙湾喜来登已经酝酿成型 5
道黎家美食， 分别是 “五脚猪炖萝
卜”、“黎家竹筒炖鸡”、“山捞叶焗猪
手 ”、 “雷公笋小炒肉 ”、 “黎家竹筒
饭”，相关制作和文字总结也已完成，
预计很快将与客人见面；

第三步：现有员工的工装统一添
加黎族元素，在潜移默化中传递黎族
文化；

未来：可能邀请一些黎族织锦能
手或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
人，到酒店现场制作、销售其艺术品，
而喜达屋海南住店客人，可现场体验
黎族织锦、黎陶等制作过程，酒店也
可借此帮助黎族百姓增加收入。

“只有最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东
西，才越有可能赢得国际游客的真心
青睐。 ”鲍博楚说。 （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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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洋结合”讲述海南故事

黎族元素即将闪耀
喜达屋海南全部酒店

三亚

大型旅游演艺《海棠·秀》精彩剧照 “花之公主”。
Flower� Princess� , � a� fascinating� scene� shot� in� a� large-scale�
tourism� performing� show� called� Spiral� Show.

三亚河畔，白鹭在空中起舞。 Egrets� flying� on� the� Sanya� River.

近处的渔港和远处的都市，融合了三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The� nearby� fishing� harbour� and� the� distant� modern� city�
picture� Sany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