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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通讯员 曹传佳

发掘1300万客
流量的旅游价值

在散客自由行成为国际旅游主流
的背景下，高铁正推动我国散客自由行
呈现较快增长。高铁使游客可以减少
花在路上的时间，增加在景区和目的地
游玩的时间，“快旅慢游”成为高铁旅游
的最大特色和竞争力。海南东环高铁
至今已整整运行3年半，去年运送旅客
达1300多万人次，成为海南岛东海岸
黄金旅游带上最繁忙的交通大动脉。
但高铁这么大客流量的旅游价值却迟
迟未能得到发掘。海南省旅游协会秘
书长王健生说：“呀诺达号”动车组的开
启，将激发海南各市县、特别是东线高
铁沿线的市县政府、企业合作开展高铁
旅游的共识和行动。“此举将引领海南
各界关注散客化大潮，把握开发高铁旅
游新商机。”

呀诺达景区与粤海高铁合作，是适
应散客化时代合作开展海南高铁旅游的
示范之举。张涛认为，社会已经进入新
媒体时代，社会结构、市场环境和旅游者
的消费动机也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旅
游品牌的塑造和营销传播也需要新的策
略和方法。投入巨资冠名，可以打响品
牌赢得更多的散客。

而海南东线高铁服务国际旅游岛的
功能也将更加完善。粤海高铁总代理、

广州新南燕广告公司董事长黄新说：“以
前代理的都是地产、小企业的广告，这次
合作促使我们转型，在车上提供更多旅
游信息给乘客，更好地服务国际旅游岛，
我们自身的生命力因此也会更强大。”

有力推动海南
中部旅游发展

保亭旅游局局长高淑兰说：“至今很
多人仍然以为呀诺达景区是三亚的，而
不知道保亭。”海南中部旅游对外推介、
宣传任重道远。

“呀诺达号”动车组的开启，将有
力推动海南中部旅游与东部旅游的互
补互动。海南中部旅游适合以小型团
队、散客、自游人为目标客源。“呀诺达
号”动车组往返于海口、三亚之间，巧
妙地将海南中部的生态旅游、民俗旅
游、民族文化等旅游元素和产品信息
准确、及时地传递给动车乘客，建立铁
路线上线下的信息和交通服务通道，
激发动车乘客对海南中部旅游的消费
欲望，刺激海南中部旅游的发展，从而
推动海南旅游的均衡发展。黄新说：

“动车在陵水站、亚龙湾站、三亚站距
离保亭都很近，对保亭和海南中部的
辐射、带动作用很强。”

海南东线高铁是流动的风景线、宣
传车，但以往动车上只介绍停靠站点地
区的旅游资源，如停靠文昌站时广播文
昌的景点，只发挥了局部的功能。高淑
兰说：“现在能够在动车上看到、听到海

南中部的热带雨林和温泉等旅游信息，
动车服务海南旅游的功能就完整了。”
她希望保亭以及海南中部更多的旅游
信息和元素能够融入到动车上来，进一
步打响保亭和海南中部旅游的知名度。

发挥优势展示
海南吸引散客

记者在“呀诺达号”动车组看到，车
门上方的显示屏、车窗上边的遮阳纸
上、座椅靠背的枕巾上都印有呀诺达景
区的资料，小桌板有呀诺达景区的二维
码，用手机扫描一下，能看到景区的大
量资料。电视屏幕每隔3分钟就播放
一次呀诺达景区的旅游产品视频。

来自西安的乘客党丽凤带着3岁的
女儿从海口前往陵水，妞妞一路上指着
靠背上的“呀诺达”3个字不停的问妈
妈：“这是什么字啊？”党丽凤不厌其烦的
回答：“呀诺达、热带雨林。”她告诉记者，
在动车上看到呀诺达景区这么美，旅游
活动很丰富，这几天一定要安排时间去
玩一次。

海南省生态休闲与乡村旅游企业
联盟秘书长刘卫国告诉记者，全省各
市县都在开发休闲旅游，但很多游客
不知道去哪里休闲旅游好。希望有更
多的休闲旅游企业像呀诺达景区一
样，用好动车展示旅游信息的平台，充
分展示海南的休闲旅游资源，指引乘
客到海南中部休闲旅游，满足散客多
方面的需求。

开往“多赢”终点站的动车组
——海南东线高铁“呀诺达号”发车运营引起的思考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旅游法》实施后，海南旅游改革创
新的步伐不断加快。旅游行业组织作
为政府和市场间的桥梁纽带，如何发挥
其作用，构建旅游市场新秩序成为各方
关注的热点。近日，记者随三亚市旅游
协会拜访了有着30余年历史的香港中
国旅游协会（下称“协会”），学习香港旅
游议会建设经验，探讨行业组织运作的
成功做法。

承担业界监管职能

“旅行社申领旅行代理商牌照前，
必须先加入香港旅游业议会成为会员，
其中必须加入至少一个议会的属会，比
如香港中国旅游协会等协会。也就是
说，行业组织承担了政府对行业的监管
职能。”协会常务理事吴熹安介绍。

目前，香港旅游业议会（下称“议
会”）共有1700多家会员，下属香港中
国旅游协会、港台旅行社同业商会、香
港旅行社协会等8家协会，是由政府授
权监管旅行社及行业自我管理的机构，
下设18个委员会负责业界培训、行业
自律等。

“议会理事会29名成员中既有业
界的17名代表，也有政府委派的12名
相关行业的专家代表，具有一定的专业
性和权威性。”吴熹安表示，议会除了发
放旅行代理商牌照，还有权发放领队
证、导游证。有案底的人士，是不可能
通过协会或议会的审查，即一旦违规违
法，终身不得再次进入旅游行业。

注重维护游客权益

“旅游行业要想强大，业界首先得
强大。”协会副理事长魏华克的这番话，
不仅强调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方面需
发挥作用，还需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方面做出贡献。

1978年，香港旅游业议会成立，面
对旅行途中众多的安全风险，议会不断
游说香港政府制定《旅行代理商条例》，
要求所有从事境外旅游的旅行社需申领
牌照，成立“旅行代理商储备基金”，1993
年“旅游业赔偿基金”取代“旅行代理商
储备基金”，以便一旦出现旅行社倒闭的
情况时，能最大程度维护消费者权益。

“旅行途中各种意外都会出现，
1996年香港政府采纳议会建议，实施

‘旅行团意外紧急援助基金计划’，为出
境旅游团意外伤亡提供18万元紧急财
政援助。”魏华克介绍，此举能第一时间
给予受伤游客及时救助，有效减少伤亡
程度的加剧，保障消费者权益。

“当游客出现权益受损时，议会下
设的消费者委员会负责接受游客投诉，
接到游客投诉后，消费者委员会将第一
时间予以取证、调查并公布处理结果。
若受投诉的公司对处理结果存在异议，
可向议会的上诉委员会复议，此举既能
维护消费者权益，又能有助于营造公平
公正的旅游市场秩序。”魏华克说。

强化会员服务

“沟通、协调、服务、维权、自律”是
旅游行业组织最为重要的功能，除了行
业自律、联系政府之外，联系会员是协
会最为重要的职责。

联系会员，增进感情，在香港中国
旅游协会有个好听的名字——“午间茶
聚”。每个月第二个周的周四中午，该
协会都会制定一个讨论主题，组织会员
进行餐聚，所有会员可自愿自费参加。

“午间茶聚是2010年5月创立的，
会员每次参加只需自掏50元腰包，协
会对此会有一定补贴，受场地限制，每
次活动一般只能容纳110人，但每次都
爆满。大家饭前半小时交流，协会每个
月会设置一个主题，邀请相关、内地主
管旅游的官员、产品供应商等担任主
讲，就大家关心的行规法规、产品交流、
经营困惑、经营模式、协会管理等进行
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刘国恩表示。

“午间茶聚让大家在美食环绕、挚
友荟萃的环境下自由交流，但如果只是
简单的聚会，就不能长期延续，成功的
关键还是在于每期主题的精心设计。”

《旅游法》实施后，旅游行业组织在市场秩序营造、行业管
理中该如何发挥作用？香港对此做了有益探索

业界强大旅游业才能更好发展

团队让位于散客，
今夏我省酒店纷纷以家
庭市场为着力点，深挖
市场需求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三亚的淡季已经转入旺季，酒店商
务、度假客人明显增加，小朋友多了，沙
滩人口密集了，酒店餐厅明显出现座位
紧缺现象。”三亚福朋喜来登酒店负责人
感慨道。

继《旅游法》实施后带来客源结构的
变化，以及相关规定出台后的政策效应，
我省的酒店业纷纷转型升级，将目光从
团队客更多瞄准度假客，在毕业季、暑假
到来之时，以家庭游为主的暑期小旺季
让海南的夏季旅游市场热闹起来。

市场倒逼酒店关注家庭游

“今年的暑期市场明显感觉大家更
主动去挖掘散客度假市场，之前大家也
经营这块市场，但力度远不如今年。”琼
海旅游官方旗舰店负责人张梅说。

作为知名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
我省95%的客源来自岛外，岛内的众
多旅行社、酒店以从事地接服务为
主。随着 OTA 快速发展、自助旅游

等新业态的兴起，我省旅游散客数量
逐年增多，旅游接待也由团队游逐步
进入散客游时代。

根据省旅游委公布的海南省2014
年第一季度旅行社统计调查结果，全省
旅行社接待国内旅游158.85万人次，同
比下降23.8%和增长8%，国内游客量下
滑；全省旅行社接待入境旅游3.82万人
次、18.01 万人天，分别下降 33.6%和
36.7%，下滑幅度更大。

商务消费的市场逐渐萎缩，团队
市场受挫，面对突然而来的市场变局，
我省酒店业不得不快速转型应对变
化，家庭游市场成为“希望稻草”。

“家庭客人的消费需求是刚性
的，早在大家热衷于开拓会奖旅游等
市 场 时 ，我 们 就 已 深 挖 家 庭 游 市
场。”三亚亚龙湾红树林酒店总经理
刘宏娟说。

一批酒店早已悄然从团队向家庭散
客市场转型不同，我省许多酒店近两年
来才开始转型，真正沉下心来研究家庭、
婚庆等市场度假客人的需求，开发相应
的旅游产品。

家庭游产品、服务全面升级

“今年我们鼓励企业在产品特惠、套
餐多元化和产品升级上多下功夫。”张梅
透露，随着暑期家庭市场的升温，琼海博
鳌等地的酒店业已经开始陆续向市场投
放特惠度假产品，秒杀、游学等产品日渐
丰富，亲子度假产品也开始由关注家长
和孩子的二代产品，向关注老人+儿女+
孙子（孙女）的三代产品升级。

登陆琼海旅游天猫旗舰店，琼海金
海岸酒店、琼海康斯宾悦酒店等99元、
199元等超低价位的高星级酒店客房
价让人不得不感叹暑期家庭游市场战
的激烈。

在推出一系列特惠价格吸引市场关
注的同时，丰富的产品也反映出市场竞
争的理性。

有酒店推出“玩美假期”暑期夏令
营，以家长和孩子们都为关注的英语学
习为出发点，孩子们在自行车、高尔夫、
游泳等游玩的同时，也能和外教一起学
习外语、礼仪，锻炼团队合作意识；有酒

店依托景区资源，推出亲子游“2大+1
小”和岛民特惠专享活动，积极推出帐篷
露营、龙眼采摘等特色活动；还有酒店按
儿童年龄4-6岁、6-8岁、8-12岁分三
组推出“全家总动员”产品，孩子们手持
儿童护照，可在酒店寻宝、沙滩风筝、沙
雕制作、袋鼠觅食、瑜伽课程、魔法气球、
电脑迷宫等多项寓教于乐的精彩活动中
感受成长的快乐。

完善产品的同时，提升服务也被许
多酒店所关注。除了婴儿床、迷你浴袍、
拖鞋儿童、马桶坐垫、暖奶器等客房内儿
童产品的新增，推出不同年龄阶段儿童
的营养套餐；一些高星级酒店也开始为
该类客人进行酒店硬件上的改造，有意
识地将一些客房改为家庭房。三亚天域
度假酒店有关负责人透露，“我们将楼层
拐角的客房打通作为家庭套房，配有厨
房，家庭客人可一家5口一起居住。”

跨界合作吸引市场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竞争的日益激
烈，酒店业在完善自身产品和服务之余，

也开始积极借助外力“以力打力”。
面对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

待，有酒店携手旅行社和亲子俱乐部与
专业拓展公司，联合推出亲海“EQ成长
记”夏令营之7天6夜套餐。孩子们可
在“地雷阵”、“军训操练”、“解开水果迷
宫”、“解密宝藏图”、“坦克大战”等户外
拓展活动中，学会团队合作、待人接物、
情绪管理的基本技能。

暑期家庭游市场的火热，许多航空
公司也纷纷与酒店合作，加入其中。

喜达屋集团旗下的酒店携手海南航
空，以北京至三亚航线为试点，双方利用
自身资源联合包价推广，客户通过淘宝
旅行查找“三亚旅游官方网”，即可在首
页点击预订此项暑期专属5天4晚完美
度假产品。

“南航已开展针对暑期夏令营、家庭
游、学生游等一系列产品的开发以及促
销”。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总经理王震
说，南航从机票价格、航班时刻以及旅游
资源整合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出台

“机票＋酒店”、“机票＋租车”等新型营
销组合。

酒店业的
“家庭大战”

在线旅游行业今年大事不断，投资的投资、上
市的上市，纵横捭阖，瞬息万变，今天你还是我的
小伙伴，明天你却成了别人的新娘子。现在不妨
暂时不去看那些争来争去的OTA，看看默默生长
的旅游社区。拥有用户以及UGC游记内容的旅
游社区需要在产业链条中寻找一条突围之路，理
出自己的商业模式，或者成为大公司的一部分，或
许都是不错的选择。

做内容还是做销售？

除了今年年初被携程收购的游记APP蝉游
记，现在基本已经没有单纯的旅游社区了，无论是
PC端还是手机端，旅游社区都或多或少开始涉足
产品销售，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商业化的必由之
路。蚂蜂窝和穷游网这两家从PC时代成长起来
的旅游攻略网站，产品线已经在最近两年逐渐完
善，它们提供酒店、机票预订，以及自由行折扣产
品预订。它们和多家OTA合作，OTA获得订单，
蚂蜂窝和穷游网获得佣金。

这种方式效果如何？蚂蜂窝CEO陈罡表示，
蚂蜂窝酒店预订给OTA带去的流量比OTA自
身的流量高300%；穷游网COO蔡景晖表示，穷
游网为 Booking 带去的转化率能达到 8%到
10%。不过二者自身目前尚未盈利，陈罡预计蚂
蜂窝今年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由阿里巴巴投资的
穷游网则表示不着急盈利。

移动端较有代表性的两家——“在路上”以及
“面包旅行”今年商业化的动作也很快。在路上也
有阿里巴巴的投资，原本打算为淘宝旅行的产品
资源做一些精选及导流的工作，但是后来调整为
自己直接对接供应商。在路上COO浦明辉表示
他们仍然希望做交易的闭环，因此“淘在路上”这
款销售当地游产品的APP实际上是一个手机上
的OTA。

面包旅行今年4月宣布全资收购北京山水假
日旅行社，其后推出自有品牌的自由行和半自由
行产品，这种自成体系的模式也是一个尝试的方
向。

技术的欠缺

旅游社区最大的优势是有UGC内容，但是这
些内容如何有效利用并不容易。在采访中，他们
都表示自己有结构化数据，即能够从海量的、杂乱
的游记中提炼出POI（point of interest），例如
用户喜欢去哪些景点、对某家酒店的评价如何等，
这些提炼出来的POI不仅可以为其他到此地旅游
的用户提供帮助，还使得社区自身可以针对这些
需求提供更精准的产品。

可是一位旅游圈人士接受采访时很不客气地
评价称，没有哪家做到了真正的结构化数据。

从PC时代成长起来的穷游和蚂蜂窝胜在
UGC内容更多，陈罡认为，结构化数据第一要求
有海量的UGC内容，第二要求有很强的语义分析
技术、搜索技术。但是他们的痛苦在于，早期的
UGC内容都是非结构化的，投入时间和人力重新
数理是一个不小的工程。

反而是从移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在路上和面
包旅行，得益于手机天然具有的地点、时间等属
性，较为轻松地获得了不少结构化数据，但他们的
不足之处在于以图片为主的游记不够详细，有效
的点评较少。也就是说，旅游社区们都希望借助
结构化数据，将原有的游记攻略内容与现在的产
品交易结合，走出一条不同于OTA的道路，但是
这条路并没有那么容易。

来自巨头的威胁

最后来看看另一种可能——被大公司投资或
者收购。这当然不是凭空猜测，蝉游记已经成为
携程旗下一员，蚂蜂窝不久前也被传言或被携程
收购，虽然这个消息被陈罡否认了，但是携程对旅
游攻略社区期待很高却是事实，再收购一家不无
可能。

除了携程，百度、去哪儿等公司也在做自己的
旅游攻略社区。一位不具名的OTA从业人士认
为，旅游社区不仅可以带来流量和订单，更重要的
是可以用大数据反过来做产品，旅游信息及产品
的一站式服务，以及用户的点评互动，都是OTA
所重视的。大公司做旅游攻略社区最大的不足之
处，其一是该项目在内部可能得不到重视，其二是
给用户塑造的品牌认同感不够，因此收购是很好
的方式，巨头在寻找机会，旅游社区被投资并购可
能性是有的。

上述OTA从业人士认为，独立的旅游社区
的商业化转型会越来越向OTA方向发展，可能
会失去原来社区的本质，而且必然会面临巨头的
竞争，所以“趁早抱大腿是有好处的”。（旅业家）

旅游社区
出路在哪？

6月30日，往返于海口、三亚
的东线高速列车中，两列冠名“呀
诺达号”的动车组正式发车运
营。这是全国首列以景区名字冠
名的动车组，呀诺达热带雨林文
化旅游区成为全国第二家在动车
组冠名的企业。

呀诺达景区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呀诺
达号’动车组唯一的终点站，就是

‘多赢’。”无论是粤海高铁及其广
告总代理，还是呀诺达景区，以及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旅游企
业、来自全国各地的散客，都将乘
上这列独特的列车，走向“多赢”
的终点站。

许多背包客喜欢到旅游社区分享旅行经历。

游客在三亚酒店外沙滩上尽享天伦之乐。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康逸 摄

香港海洋公园海洋剧场内，观众
在等待演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旅客在动车上用摄像机记录美景。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