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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旅行社和景区创新求突围

旅游 新

私人订制深度游悄然升温
旅游 新

观察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受到在线旅游等旅游形式冲击，
传统
旅行社和景区的冬天来了吗？日前，
康泰
国旅与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携手开发家庭
游订制产品的举动让处于困惑状态的旅
游界为之一振。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和景
区获悉，
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和追求精致服务
已成为我省传统旅游实现突围的重要抓手。

开发深度体验游
8月中旬，
康泰国旅与天涯海角携手

打造
“幸福家庭天涯尊贵游暨天涯海角·
美景随心随时享”
活动，
试图突破传统工
作时间，
将日出、
日落、
潮汐等景区资源打
包，
推出工作时间段外的私人订制服务。
“在人流量少的天涯海角看日出、夕
阳，能给人们提供一个静思、独处的空
间，而且景区又富传统的海南特色。”康
泰国旅副总经理黄小玲说。将传统景区
的独特内涵和资源深度挖掘，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让游客的旅游体验
明显提升。

打好景区“差异牌”
一场座谈会上，韩国友人洪彰杓被
问及对天涯海角景区印象如何，
“就只有
两块石头，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洪彰杓

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诸多游客对该
景区的印象。
天涯海角的困境绝非孤例，目前我
国旅游正由观光游向度假休闲游过渡，
以往的“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游览模
式已不适合现代游客的旅游需求。面对
老旧，
甚至同质化的旅游产品，
传统景区
该如何重获新生，
提高游客的重游率？
无论是呀诺达景区的帐篷露营、
果园
采摘、西岛、大小洞天景区与海上巴士合
作打造的海上旅游项目、
南山景区将推出
的禅修系列产品、
骑行、
慢跑体验性产品，
还是天涯海角开发的观日出日落、
看潮汐
之美的私人订制产品……面对着需求层
次不一的游客，
我省景区都在不约而同地
打出
“差异牌”
，
让景区百玩不厌。

天涯海角景区有关负责人表示，非
工作时段差异化的私人订制产品避开旺
季常规时段的拥挤人潮，可减轻景区接
待压力。游客由于选择了最为适宜的观
景、玩海时机，无需排队，就可饱览天涯
海角的日出日落、潮涨潮退等独特风光，
有效提升旅游体验。

私人订制引游客
“游客的出游方式和需求日益多元
化，对于很多游客而言，去哪并不重要，
关键是和谁一起去，有相同爱好或消费
习惯，
且喜欢好多人一起组团出游，
这就
给私人订制提供了空间。”黄小玲透露，
针对该类市场需求，
此次推出的
“幸福家
庭天涯尊贵游”产品就充分考虑了家庭

的内涵，不仅包括常规意义的家庭，
也包
括朋友、
商业圈层等，
满足个性化、
特殊化
的旅游需求。
为接待好
“幸福家庭天涯尊贵游”
的
首发团，导游提前一个月详细了解客人
身体、饮食、爱好等各项需求，配了两名
导游，
其中一名导游会说熟练河南话，
方
便与豫籍老人交流；
配了两辆车，
其中一
辆为保姆车，
载有随团医生，
随时为游客
服务；
为照顾团中孩子的情绪，
还特地为
其准备了装有游戏、动画的 ipad……
“导游要从保姆转型为参谋、管家，
致力于为游客提供精致化的服务；旅行
社可借助信息化塑造服务品牌和精准营
销，
通过差异化竞争突围。
”
省旅游协会秘
书长王健生说。 （本报三亚 9 月 1 日电）

屯昌

游客观赏乡村武术

本报屯城 9 月 1 日电（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邓积钊）今年7 月10 日，
中央电视
台《远方的家》播出屯昌县新兴镇坡陈村
男女老少演练
“五行桩”
武术后，
引来网友
和博友的热捧，
天天都有游客到村里参观
和交流武术。最近 3 个月来，
到村里的游
客已超2000人。
坡陈村共有人口 500 多人，其中有
200 多是习武之人。今年屯昌县两会
期间，屯昌县人大代表许文雄等人提出

“建设新兴镇坡陈村武术之乡，打造乡
村游线路”的建议。随着大马五形桩拳
重出江湖，连日来，众多宾客前来欣赏
武术。
据屯昌县旅游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余家毓介绍，目前屯昌县正将
坡陈村打造成旅游景点，除了规划建设
武馆、习武广场外，还将建起农家乐等，
让游客在欣赏武术的同时又能品尝到当
地的特色菜肴。

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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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德、旅游服务及旅游对提高人与
社会的认知等方面展开，并对“善行旅
游”的意义和定义在原来的基础上进
行完善。
会上，善行旅游项目签约专家陈耀
指出，
“善行旅游”有效促进遗产保护与
人的发展，也是基于天人合一、文化包
容、可持续发展、负责任旅游等理念的
结合，倡导旅游促进自然与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以及鼓励创造未来遗产的
旅游创新发展理念。

五指山历史红色演义
基地对外开放
提供真人CS对决、帐篷露营等服务
本报五指山 9 月 1 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王国军）经过两年时间建设，
五指山历史红色演义
基地于今年 8 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该基地集爱国
主义教育、户外拓展于一体，
目前一次可以接待游
客 500 人左右。
近日，
记者在五指山历史红色演义基地看到，
这里有几排平顶营房，外墙粉刷成军绿色，里面是
军营一样的集体宿舍。进入该基地，就能感受到
浓郁的军旅气息。五指山历史红色演义基地占地
2000 多亩，基地内部设施主要有露营区、后勤保
障区、陆地战道、障碍越野等。近年来由于 CS 网
游的火爆，让人们在虚拟的环境中体验战争与搏
击的乐趣。基地山谷平原中奇特的掩体，深澈的
河道以及雨林中险峻的坡道，密布的战道，独特的
碉堡，别致的山间小亭，使该基地成为真人 CS 比
赛较为理想的场所。
“除了开展真人 CS 赛，我们基地还提供帐篷
露营、房车停放等服务。”五指山历史红色演义基
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前不久，基地还举办了帐篷
文化节，连日来，浙江、广东等地都有自驾游团队
提前到基地踩点，
准备在基地停留过夜，
一些房车
俱乐部也到基地，
要求安排专门车位，
长期停放。

品竹韵、拣鸡蛋、绿道骑行

万宁竹埇村
启动乡村生态游

专家论道
“善行旅游”

本报保城 9 月 1 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胡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善
行旅游”项目自 2011 年 12 月 3 日在海
南呀诺达启动以来，经过国内外专家两
年多的调查、整理、筛选、研讨，已形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善行旅游手册》框
架文件。近日，以该框架文件为研讨对
象的专家讨论会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举行。
据 悉 ，此 次 研 讨 会 主 要 从 自 然 保
护、文化保护、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

资讯

为配合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开业

三亚开通一批旅游公交

■■■■■

9 月 1 日，外观接近旅游大巴车的 34 路高级旅游公
交车正在经过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
当日，三亚广达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 34 路、35 路共
30 辆高级旅游公交车悉数投入正式运营，车内真皮座椅
坐垫较宽，靠背较高，靠背位置还可以根据顾客需要进行
调整，
乘车体验较为舒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讯（记者蔡倩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
曾觉）近日，万宁市北大镇竹埇村迎来了第一批游
客，
启动了乡村生态游。清晨，
在该村传统家族祭
祀活动结束后，
游客参与了自制糍粑并品尝，骑行
感受村中的“竹文化”风景，在树林下抓野鸡拣鸡
蛋等活动，
充分体会到悠闲的乡村生活。
“我们村有 200 多年的历史，每年农历八月初
三都会举行祭拜祖先活动。
”
竹埇村村民小组长符
德冲告诉记者，
今天借着村里传统节日的机会，竹
埇村发挥历史底蕴深厚、竹林茂密、生态文明优秀
等优势，
启动了乡村生态游。
据符德冲介绍，
竹埇村以
“竹”为名，
最鲜明的
特色便是村里竹林密布，
竹子在村民生活中无处不
在：
食竹笋、枕竹席、坐竹凳，
就连村里的篱笆也是
以竹木为原材料。在乡村生态游改造过程中，
竹埇
村突出利用了竹元素，打造了观竹园、竹亭、竹楼、
竹编玩偶乐队等景观，
让竹元素渗透每一处风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