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旅集团党委书记李刚：

助推海南早日建成
国际购物中心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记者杨春虹）正在建设
中的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正在成为海棠湾的
独特一景， 也吸引了前来参加 2014 世界旅游旅行
大会的各国嘉宾们。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
部装修，希望能够早日开业，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
早日建成世界著名国际购物中心！ ”专程赶来参加
大会的中国国旅集团党委书记、中国国旅股份公司
总裁李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国旅集团长期以
来坚持深耕海南旅游市场，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就是国旅集团对海南的最
新奉献。

围绕着即将开业的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建
设，李刚说，这是国旅集团在三亚投入巨资打造的
战略项目。 2013 年，集团所属中国国旅股份公司
定向增发成功，募集资金总额 25.58 亿元，为海棠
湾项目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记者从海棠
湾管委会了解到，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项目自
2012 年 6 月 9 日开工以来，2014 年 1 月工程建
设基本完工，仅耗时 18 个月，创下三亚市重大项
目建设速度之最。

李刚说， 建成开业后的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将
以免税商业为主，涵盖时尚零售、美食餐饮、旅游纪
念产品等多重业态，其中免税营业面积为世界之最；
深受消费者追捧的香化产品， 销售专区面积高达
7000平方米，为全球市内免税店之冠。

李刚表示，围绕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的深入
实施，国旅集团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旗下国旅
总社和中免公司签订旅游 + 免税资源整合协议，共
同打出“旅游 + 免税，就在中国国旅”的宣传口号，
在传统海南观光旅游的基础上，为广大游客提供高
品质的旅游及免税购物一条龙服务，使海南旅游由
自然风光游成功转变为全方位休闲度假游，把海南
免税购物旅游打造成游客心目中真正的完美假期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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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名旅游咨询服务提供商Macher总裁德里克·海顿:

海南旅游要学会讲故事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记者

黄媛艳）“海南旅游要学会讲故事，
开通更多前往欧洲的直达航线，让
更多的国际游客知道海南，最终选
择来海南度假。 ”全球知名旅游咨
询服务提供商 Macher 总裁德里
克·海顿说。

坐在三亚海棠湾万丽酒店大
堂， 德里克·海顿尽享海南的碧海
蓝天。 他与海南日报记者的第一
段对话也就此展开。“这是我首次
来海南，这里的生态环境、酒店设
施、人民的热情让我印象深刻，但
为了来此参会， 我不得不从洛杉

矶飞到北京， 再从北京转机飞往
三亚。 ”德里克·海顿用他的亲身
经历，反复强调，国际旅游市场对
于海南意义重大， 目前直飞海南
的航线紧缺， 会导致认识海南的
人群有限， 海南应尽快开通前往
欧美国家， 尤其是英国等欧洲国
家的直飞航线。

参会期间居住在三亚海棠湾希
尔顿酒店的经历，让德里克·海顿偶
然发现海南旅游家庭市场的火热，
酒店里温馨的一户户家庭， 让德里
克·海顿想家了。

“到达三亚后，我立即激动地和

夫人通话，向她推介海南的美丽，海
南是中国的‘夏威夷’，尤其三亚是
一个保持了本土与原生态特色的地
方， 有区别于其他旅游城市的资源
禀赋。 但许多外国人士对海南的了
解缺乏，他们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了解较多， 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美
的地方。 ”德里克·海顿建议，海南
应加大国际营销的力度， 让更多国
际游客知道中国有个海南岛， 了解
海南的地理位置、美丽风情、独特资
源等。

同时， 旅游是人们对猎奇心理
的满足，因而，在向外推介海南时，

可强化文化交往和公共外交， 多讲
述城市的历史与故事， 通过文化的
纽带， 实现目的地与国际游客的有
效沟通。

“海南很有国际范。 酒店里，很
多人会讲英语，沟通很友善；这里的
食物种类繁多， 不仅有本地特色食
品，也有西方美食，而且味道还很地
道；购物也很方便，甚至在酒店里就
能买到生活的必需品， 想上网时就
有免费的 wifi，让我能够随时与外
界保持联系。 ”德里克·海顿畅谈起
首次来琼的体验，对于海南，他期待
着再次探访。

梦工厂动画首席执行官杰弗瑞·卡森柏格：

下个主题公园或许就在海南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记者

杨春虹 )“这是个非常美丽的海
岛。 我们昨天刚刚在这里进行了
一天的考察， 将来这里也会是我
们考虑下一个新项目的地方！”专
程赶到海南参加 2014 世界旅游
旅行大会的美国梦工厂动画首席
执行官、共同创始人杰弗瑞·卡森
柏格坦言。

过去这一年半， 杰弗瑞·卡森
柏格每个月都会来中国， 他坦言，
近五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实在
太快， 而自己不但与兰桂坊有合

作， 还正在上海推进一个 “梦中
心”的主题公园建设，因为梦工厂
已经有足够多的角色和故事来创
造这一全新的独特主题公园，室内
面积达到一百万平方英尺，可能很
快就可以完成。

不了解杰弗瑞·卡森柏格的人
或许感到有些奇怪，这位制作出了
许多优秀电影的好莱坞传奇人物，
为何会大老远跑到中国海南岛参加
这样一个专业的旅游会议？ 但了解
他的人就觉得再正常不过， 因为他
的那些优秀的创意、优秀的电影，其

实很多就出自他在旅行中产生的灵
感！

“这些年我到过世界 100 多
个城市旅行， 我在全球旅行过
程中的收获之一就是灵感 ！ ”
杰弗瑞·卡森柏格说，旅行是非
常好的开拓眼界的办法 ， 电影
《狮子王》 就来自非洲旅行的
经历。

而十年前在成都旅行爱上熊
猫后， 他将制作团队专门带到了
中国， 就有了之后的 《功夫熊
猫》。这部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

百姓的动画电影， 也成为梦工厂
在中国最成功的电影之一。

作为一名资深驴友，杰弗瑞·
卡森柏格说自己对旅行的热爱一
方面是因为好奇心， 以及对自然
的热爱； 一方面是来自旅游纯粹
的快乐。

杰弗瑞·卡森柏格说，到不同的
旅游目的地感受不同的文化， 不同
的价值观，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 而自己最近去了印度就很感兴
趣， 打算拍摄一部宣传印度文化比
如宝莱坞的故事。

英国史塔福郡大学商学院院长
保罗·威廉姆斯:

海南发展高尔夫旅游
市场前景广阔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记者黄媛艳 ）“早在
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海南岛， 虽然是首
次来海南，但我已经被它所吸引。 气候、阳光、大
海、沙滩，原生态的元素非常棒。 ”今天，英国史塔
福郡大学商学院院长保罗·威廉姆斯在三亚万丽
酒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期待看到海南利用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推动旅游相关产业， 特别是高
尔夫旅游的发展。

保罗·威廉姆斯长期关注世界旅游市场的发
展，对于海南高尔夫旅游的发展兴趣浓厚。 一项
数据显示，一个高尔夫旅游者的花费是普通观光
旅游者花费的 3—4 倍， 高尔夫旅游产品的市场
效益巨大。 保罗·威廉姆斯表示，海南的高尔夫市
场已经成功吸引中国国内、韩国、日本等热爱高
尔夫运动的人士前来消费，冬季到海南打高尔夫
的人数已经有一定规模，但对欧美市场的挖掘远
远不够。

保罗·威廉姆斯建议， 政府应该重视高尔夫运
动对于旅游市场的拉动作用，通过文化交流、社会
媒体、网络营销等方式，提高海南高尔夫运动的知
名度， 搭建高尔夫旅游目的地与市场对接的桥梁；
鼓励本地百姓参与高尔夫运动，培育良好的高尔夫
文化，并通过本土人士与游客的推介，以民间交往
的方式，更好地向欧美客人介绍海南的高尔夫旅游
资源。 同时，要善于借助向世界旅游旅行大会这样
的高端、专业会议，尽可能多地向境外游客介绍海
南的高尔夫旅游资源特色和服务；实现有效的语言
沟通十分重要，政府和企业要加大培训力度，完善
高尔夫旅游的服务。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兼署长周振兴：

把本土的东西推荐给游客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记者

杨春虹）“海南与新加坡有很多联
系，虽然都是旅游目的地，但其实又
是不一样的类型。 ”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新加坡旅游局大中
华区首席代表兼署长周振兴坦言，
与海南拥有优美自然风光不同的
是， 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旅游目的
地，更需要精心策划和宣传推广。

“刚开始我们也会比较刻意去
推环球影城这样的国际品牌， 但我
们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有些甚
至还比新加坡要好。 ” 周振兴说，
“其实游客到一个旅游目的地，总是

希望能够去品尝当地的美食， 去尝
试当地人喜欢的一切！ ”周振兴说，
所以把当地人喜欢的那些东西包装
好， 推荐给游客就是一个不错的主
意。 慢慢地，新加坡开始挖掘自己本
土的东西。 为什么选择海南鸡饭，原
因很简单， 因为新加坡当地人都爱
吃海南鸡饭， 所以海南鸡饭就成了
一个主要的推广美食。 “我带媒体
去吃海南鸡饭，他们很好奇，说你们
怎么推海南的东西？ ”周振兴于是
赶紧向他们介绍了鸡饭背后的故
事， 顺便又把当地海南人下南洋的
故事、以及新加坡中西交融的文化

特色一一向媒体道来， 一顿海南鸡
饭吃下来后， 媒体记者不但记住了
吃过的美食，还把这些传奇、故事也
都记了下来。

“之后我们又在考虑，是否可
以推出配套的酱料， 鼓励顾客自己
买回去制作。 ”周振兴说，经过连续
多年的包装推广， 不但文华酒店的
海南鸡饭成为不少明星到新加坡的
必吃美食， 文东记等普通连锁店也
大受游客欢迎， 市场上不同档次的
鸡饭也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 大
家不断谈海南鸡饭， 现在海南鸡饭
成了新加坡代表性的美食。 “现在

还是有不少游客不知道这道美食，
说明我们还得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 ”周振兴说。

“谈到海南市场， 周振兴如数
家珍：2012年， 新加坡接待海南游
客比上一年增长 100%；现在，海南
与新加坡两地每周直航航班达到
15个，座位数达到 2600个。“海南
市场非常好， 毕竟我们有那么多的
亲戚在海南嘛！ ”周振兴发现，其实
旅游目的地的游客， 旅游意识更为
强烈，比如生长在海南、杭州、西安
等旅游胜地的人， 很多都认为旅游
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话题·购物

话题·产业

世界旅游精英三亚展望未来———

期待旅游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今天的三亚海棠湾迎来世界旅游业
的一次盛会———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
会正在这里隆重召开。 掌控着世界旅游
投资、 走向的业界大佬们从四面八方赶
过来，共商旅游业的未来之路。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客源市场

对于三年之后大会又一次选择了海
南， 业界大佬们其实并不觉得奇怪。 过
去三年来，尽管大会先后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日本东京、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
但在每一届大会上，中国一直就是大家
热议和关注的话题。

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快速的增长和强
大的购买力。

在今天的开幕大会上， 国家旅游局
局长邵琪伟用数据向大家展示了中国旅
游的快速发展———2013 年，中国出境旅
游人数超过 9800 万人次， 是目前世界
最大的客源市场。

过去一年， 中国旅游业发展迎来了
不少标志性的大事：《旅游法》正式颁布
实施，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依法兴旅、
依法治旅的新阶段；《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实施，旨在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
民旅游休闲体系建设。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
布·瑞法依评价道：中国对国际旅游市场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旅游市
场当之无愧的领袖之一。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主席迈克尔·弗
伦泽尔说，预计 ５ 年后，中国旅游业将
雇用逾 9000 万人，即每九份工作，就有
一份来自旅游业。 这显示中国对这个行
业的重要性， 也表明了这个行业对中国
相互依靠的程度和重要性。

所以， 大家对大会再次回到中国并
不表示意外。令他们意外的是，一直以为
“到北京了解中国文化， 到上海了解中
国开放，到西安了解中国历史”的中国
黄金线路被打破：嘉宾们发现，中国居然
有如此美丽的热带海岛，更为惊奇的是，
这个小岛居然有着如此完善的旅游设
施， 而且如此多的国际品牌酒店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汇聚于此， 将这里作为进军
庞大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嘉宾们从会议举办地海棠湾开始，
了解中国政府正在全力推动建设的海南
国际旅游岛。 梦工厂首席执行官卡森柏
格也兴致勃勃地在海南展开了考察，并
表示这里或许可能成为自己又一个新项
目的选择地。

旅游业如何发挥更重要作用？

正在朝着世界一流海岛旅游目的地
迈进的海南岛， 伸出双臂热情地欢迎来
自 62个国家的旅游精英们。

作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旅游业现在
思考的已经不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而
更关注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发挥更
大作用。

在今天的议程中， 大家继续讨论旅
游业如何能够成为不确定世界中一种善
的力量， 正如去年大会上美国前总统克
林顿所说， 旅游业在促进不同地区民族
交流与理解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看到。
接下来的议题关注的是世界经济、

政治及人口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
业想要扮演拉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键力量， 业界的领袖们就必须视野更加
广阔，更需要全面地、深刻地把握住当下
经济、 政治及人口变化对旅游业带来的
影响。 的确，经济下滑、政治变动等都会

对旅游业的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知名旅
游目的地泰国、埃及政局动荡，就对这个
地区的旅游业带来巨大损害。 而马航客
机失联事件， 同样对当地旅游市场造成
了很大压力和损失。

在明天的议题中， 中国———机遇与
挑战并存将让人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
国市场，探讨中国市场前景。而来自中国

的北京首旅集团、观澜湖集团、携程等将
与跨国巨头美高梅、文华东方、洲际等共
同探讨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而另一个话题将聚焦更被政府所关
注的问题：旅游、旅行及贸易能否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之匙？ 以及旅游及旅行业能
否超越经济，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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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世界旅游旅行大会在三亚开幕，多国政府官员及知名旅游企业负责人相聚在美丽的三亚海棠湾，就全球旅游界关注的
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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