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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个性化产品满足不同需求

针对不同的游客类型，海南各旅行
社纷纷推出了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旅
游产品。

根据秋冬市场的特点，海南康泰国
旅已经设计出了不同类型的个性化旅
游产品。康泰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
建立了完整的产品体系，涵盖了多样化
市场和人群。

针对常规观光团队游，康泰国旅就
推出了“好宜游”品牌产品，这个品牌的产
品线路最为丰富，价格体系也更为全面
和实惠。如这个品牌旗下的“海岸风情”
产品，就是一款专为追求品质生活人群
而设计的产品，希望以一种放松度假的
方式来消除游客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压
力。四晚连住统一酒店的安排，十分适

合不喜欢频繁更换住宿的游客。
而对追求深度游的客人，康泰国旅

则推出了“原美”度假品牌。这个品牌
以“玩到哪，住到哪”的独特产品设计理
念，推出了微度假和纯度假产品，深受
追求人性化、特色化、深度体验、品质感
受的消费群体的喜爱。

丰富多样的个性化产品也赢得了
岛外游客的欢迎。康泰国旅有关负责
人告诉《旅游周刊》记者，该社在昆明举
办的旅游产品推介会上，精心规划的产
品线路，丰富的景区和精美的酒店，都
得到了游客普遍认可。在现场竞拍环
节里，引发了游客们的抢购热潮，两场
两小时的推介会，就创下了近200位游
客现场报名的新纪录。

一些旅行社也纷纷与景区进行深
度合作，进行服务创新。如与景区开展
活动，在非常规开放的时间段，如清晨
7：00-8：00、傍晚18：00-19：00等特

殊时间段，按照游客的个性需求，通过
VIP通道单独进入景区。如此，既让游
客避开了常规时段的拥挤人潮，又选择
了最为适宜的观景、玩海时机，无需排
队，游客便可尽情欣赏景区风光，为海
南之行留下更为深刻、个性化的美丽回
忆。

散客增多自驾游产品火热

随着近两年自由行的异军突起，散
客市场现今也成为各大旅行社开发的
重点。“要突围散客市场，需要精准定位
并将客户目标群仔细划分层次，再根据
他们的需求推荐散客需要的产品。”海
南海之缘国旅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负责人告诉《旅游周刊》记者，今
年，海之缘除了岛内常规的环岛团队游
外，还重点针对自由行或者半自助行的
群体推出了一系列自驾游产品，这些产

品的线路一般为琼海、文昌、昌江、三
亚、陵水等地，每个月都有两到三期不
同主题的产品，如季节性采摘主题、风
情小镇主题、爱心主题等。由于购买这
些产品的多为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因
此，在很多产品中，都加入了亲子活动，
设置各种亲子游戏环节，为家长和孩子
创造更多的亲密机会，培养亲子感情。
为了满足很多游客对特色线路的需求，
还推出了很多非常规路线，推出如主题
山庄主题、休闲农业主题、火山古村寻
宝主题等的自驾游线路产品。

爱情主题产品依然是重点

爱情、蜜月、婚庆，多年来都是海南
旅游离不开的主题词。近几年，蜜月
游、婚庆游更是成为海南旅游重要的一
环。在今年的秋冬季旅游产品中，婚庆
旅游产品依然是各大旅行社推出的重

点之一。
康泰国旅就针对情侣推出了“海岛

蜜语”产品，在这个产品中，情侣们能够
享受更多的私密及浪漫空间，行程中除
精致景区外，还增加了玫瑰花瓣浴、房间
浪漫布置、烛光晚餐等安排，为情侣们的
旅程增添更多浪漫氛围。

除了安排蜜月旅行外，很多旅行社
还开始为游客安排婚礼策划、婚纱摄影
等服务。随着婚庆产品的发展，除了传
统的室内婚礼外，如今还出现了草坪婚
礼、海边婚礼、教堂婚礼、游艇婚礼、海
底婚礼、集体婚礼、热气球婚礼等。海
南完美假期旅行社就推出了“美人鱼情
深似海”产品，为夫妇推出海底婚礼。
夫妇们在指定海域潜入水底，在婚礼教
练一对一的护送下进行海底婚礼，畅游
爱的海洋，欣赏缤纷的海底世界。而这
些产品，不单受到新婚情侣的热捧，还
受到很多补办婚礼的已婚夫妇的欢迎。

海南旅行社推出丰富旅游产品迎接旅游旺季

个性化产品大行其道
热点聚焦

范例

五省市将围绕婚庆旅游定期商议
有关资源配置、产品开发、特色营销、
交通对接、行业管理、人才培训和专项
研究的合作，推动婚庆旅游产业创新
发展，促进旅游经济提质增效，探索区
域旅游主题合作的新模式。同时，五
省市还将同中国旅游报社合作，由中
国旅游报牵头进行婚庆旅游宣传整体
策划，开展多种形式的整合营销，联合
举办一年一度“天大喜事婚庆旅游嘉
年华”及“天大喜事婚庆旅游论坛”，同
办天大喜事，共建美满中华。

而首届“天大喜事婚庆旅游嘉年
华”以及“天大喜事婚庆旅游论坛”将
定于今年12月结合2014第十八届中
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在海南
举行，届时五省市及数十家成员单位
将齐聚爱情圣地海南岛，协力同办天
大喜事 联手共促婚庆旅游。

“我们希望将‘天大喜事’共同打
造成极富中华文化特色的婚庆旅游
品牌，五省市互为婚庆旅游客源地和
目的地，共同开发‘一程多站’式婚庆
旅游产品，培育美满幸福的婚庆旅游
产业，创造我国旅游业提质增效升级
的新范例。”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说。

京津冀皖琼每年新登记结婚者多达200万对，相关市场规模逾2000亿元

天大喜事：甜蜜之花五省绽放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海南
即将开启旺季旅游的序幕。为
了备战旺季旅游季，海南的多
家旅行社纷纷行动，制定了丰
富的旅游产品，走出岛外进行
营销。个性、爱情、自驾……在
原有的团队观光游基础上，很
多旅行社也针对越来越壮大的
散客市场推出了独具特色的旅
游产品。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刚刚结束的 2014 中国旅
游产业博览会，因为一个组织
的成立，而让这个常规的产业
盛会增添了喜庆。9月19日开
幕式当天，由海南省旅游委发
起倡议，京津冀皖琼五省市共
同组建的“天大喜事婚庆旅游
合作组织”宣告成立，希望抓住
天大机会，达成天作之合，共办
天大喜事，谱写中华儿女家庭
幸福新篇章。

“‘新婚’、‘婚庆’是古往今
来世人公认的人生之‘天大喜
事’。 发展婚庆旅游是促进家
庭和谐幸福，把旅游业建设成
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
服务业’，推动旅游业转型升
级、促使旅游与文化融合发展
的重要抓手。”作为发起单位代
表，省旅游委总规划师周安伟
在致辞中坦言，现在每年到海
南这个蜜月岛拍摄婚纱照的客
人就超过20万对，对旅游业而
言，做好婚庆旅游这个甜蜜大
蛋糕，其实就是抓住了一个“天
大机会”。

缘起

其实，早在两年前，海南就已经开
始探索这个“天大机会”。2013年1
月4日有着“爱你一生一世”的谐音和
寓意，被誉为“万年珍爱日”。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省旅游委、省旅游协会
共同推动成立了“海南岛十全十美婚
庆产业联盟”，围绕“美丽中国 幸福海
南——爱你一生一世”主题，向国内外
推出海南婚庆旅游产品和婚庆度假旅
游目的地，为国内外游客增添更多欢
乐和幸福，活动开展近两年，在岛内外
引起广泛关注和很好反响。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个“天大机
会”：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家庭开展不
同形式的婚礼或婚庆纪念，与婚庆产
业关联的行业多达40多个，仅操办新
婚蜜月大事相关的市场规模每年就达
12000亿元。其中，北京、天津、河北、
安徽、海南五省市每年新登记结婚者
多达200万对，相关市场规模逾2000
亿元。如加上更大规模的婚庆人群，
婚庆旅游、婚照拍摄之旅和婚庆用品、
婚庆纪念品等，市场空间更为可观。

而恰在此时，天津航空的一条航线
促成了这个“天作之合”：每日往返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柱山机场（安
徽安庆）—美兰国际机场（海南海口）”
线路的航线，串起了“天佑、山盟、海誓”
以及京津冀皖琼五大“天字号”爱情圣
地，为“天作之合”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创新

这五大“天字号”爱情圣地包括：
北京（天坛公园、天安门）、天津（恋爱
之都）、河北（天河山——中国爱情
山）、安庆（大汉南岳天柱山、“天仙配”
传说发生地）、海南（天涯海角、大小洞
天、108米南海观音、呀诺达）。

“五省市抓住天大机会，共办天大
喜事，推动天作之合，以‘天大喜事’为
品牌，建立以婚庆旅游产业为基础的
主题旅游合作，创新了旅游转型升级
方式。”中国旅游报社社长、总编辑高
舜礼坦言，五省市整合多方面特色资
源，联合开发体现中华文化的婚庆旅
游产品，互为婚庆旅游客源地和目的
地，将使婚庆旅游成为旅游经济新的
增长点。

“爱一个人说什么送什么做什
么？其实一切都比不上一次说走就走
的浪漫旅行！”安徽天柱山旅游发展公
司副总经理刘运中说，有着“江淮第一
山”之称的天柱山是黄梅戏和七仙女
的故乡，京剧的发源地。天柱山不仅
演绎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还冠上
了“爱情朝圣地”的美誉。由京津冀皖
琼5省联合发起的“天大喜事婚庆旅
游合作联盟”，就是着力为天下每一对
深爱情侣推荐最浪漫美丽的风景，提
供最贴心温馨服务的一个组织。天柱
山将致力为五省爱侣量身打造出“缘
分天‘柱’定，浪漫爱之旅”精品线路。

重阳节
三亚大小洞天登高怀秋

10月2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统的重
阳节。九九登高是重阳节的传统习俗，寓意“步步
登高，奋发向上”，人们往往选择这一天登高远眺，
抒发情怀，激发潜力与斗志。

三亚大小洞天景区与重阳节的关联渊源流
长。史书记载，九九重阳节是宋代崖州知军（郡
守）周康、毛奎开发三亚大小洞天的吉日。《崖州
志》记载，公元1187年，周康率僚属寻访大小洞天
并开辟“石船”景点。他在摩崖石刻《石船记》中写
道：“淳熙丁未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
可为海邦之胜绝也。”公元1247年，毛奎在小洞天
石刻上记叙他率僚属在大小洞天开山辟景的时间
是“大宋淳佑丁未秋九月”。据考证，“重九日”和

“秋九月”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自宋代周康、毛奎在大小洞天开山辟景后，从

那时起，大小洞天就成了登高怀秋的胜地。重阳
之日，历代官贾百姓于此登高望远，抒怀铭志，写
下了不少赞美海山奇观的诗文。《崖州志》记载的

“九月九日，亦有携酒登高者”，其地点经考证即在
今天的大小洞天。景区上世纪90年代重新开发
建设后，为民众提供了登高怀秋的便利，每每到重
阳节，三亚市民尤其是周边村民均会到此登高望
远，祈求免灾避祸、步步登高。

其实，重阳节也是一个深受道教影响的民间
传统节日，体现天人合一的道教思想。三亚大小
洞天是一个以道家文化为核心主题的景区，这与
重阳登高的历史渊源不谋而合。可以说，到大小
洞天登高怀秋，不仅传承了传统人文文化，更能让
现代人充分领会到重阳节的深刻内涵。而大小洞
天景区内天然生长着近万株的野生“不老松”树，
这些“不老松”树生命力极强，上千年树龄的就有
近百棵，这与重阳节追求的健康长寿寄寓息息相
关。与此同时，大小洞天景区还建设“独占鳌头、
金顶”等与登高缅怀相关的旅游景点，为登高怀秋
提供便利。

今年的重阳节，凡年满60岁的老人凭身份证
可免票入园，免费品尝特制的菊花茶；陪同老人入
园的亲属，可享半价优惠，与老人一起参与重阳登
高怀秋活动。 （许邦锐 陈国锋）

百名将军书法展
走进保亭

本报讯（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
9月22日上午，为期三天的“百名将军书法海南
公益巡展”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中心展览
馆开幕，兰州军区原联勤部部长、将军书画院院长
樊根深少将等十位将军来到巡展现场，他们与保
亭青少年共同绘制“魅力海南，最美保亭”百米书
法长卷，还现场创作书法作品，赠送给保亭相关部
门以及老师、学生们。

9月21日——23日，来自全国各大军区20
多位将军深入七仙岭温泉旅游度假区热带雨林腹
地和缘真岛，实地感受当地黎族苗族浓郁的民族
文化和热带风情。

“保亭山美水美，人们也热情，住的酒店非常
安静，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陕西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将军书画院秘
书长姚天福少将告诉记者。

据悉，本次将军书法巡展活动由兰州军区将
军书画院、保亭县文体局主办，创享天成策划推
广，以“笔墨丹青抒情怀——百名将军公益巡回
展”为活动主题，共展出来自全军近百位老首长的
书法作品150余幅。作品主题以军旅诗、边塞诗
和老一辈革命家有关军旅题材的诗、词为主，集中
表达人民解放军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军旅情怀，
主题鲜明，风格多样，显示了老一辈书法家深厚的
书法造诣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持银联卡
可享“重阳感恩季”

本报讯 继“62儿童消费节”之后，9月25日，
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以倡导“家庭消费”为初衷的
用卡嘉年华将在“重阳节”推出。

据介绍，9月22日起，银联用户可通过“银联
钱包”下载各商家的优惠券，在9月25日至10月
4日活动期间可以在实际购物、用餐中享受与62
相关的“欢聚美食”、“欢乐购物”、“健康礼遇”、“舒
心惠享”等优惠。在金水门江边海鲜酒楼、爱晚
亭、德桂轩海景大酒楼、海口龙华福盈门酒楼、锦
观坊、到家港式火锅、三亚国光德福轩渔港酒楼、
三亚大碗厨等合作餐饮门店推出的银联卡满300
元立减62元；生生百货、东方广场、北京同仁堂海
口国贸大药房推出了银联卡用户满620元立减
62元；海口慈铭健康体检中心推出了银联卡刷卡
消费满63元立减62元；国美推出银联卡消费满
2000元立减100元，三亚红峡谷高尔夫推出银联
卡680元/人惠享的打球优惠。

今年重阳节，银联海南分公司还将联合海口
中视国际影城推出“陪父母看电影”活动。银联持
卡人只需登陆“银联钱包”下载优惠券，刷银联卡
即可享每张6.2元优惠。9月20日-12月20日，
每周六使用银联专区电子现金账户在中视电影城
（海口、三亚、儋州三地）通过手机支付购票，更可
享受1元观影优惠。 (尹莲)

重阳资讯

海南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平台

上线试运行
本报海口 9 月 23 日讯 （记者杨春

虹）我省首个通过第三方开展和实施的旅
游行业服务质量监督平台——海南旅游服
务质量投诉平台（lyts.hinews.cn）在南海
网上线试运行。在此平台上，游客可以通
过留言、微博、微信、短信等多种手段进行
维权投诉，使游客与旅游服务企业、旅游管
理机构的沟通渠道更加畅通。

今天上线试运行的海南旅游服务质量
投诉平台（lyts.hinews.cn），让游客与旅游
服务企业、旅游管理机构的沟通渠道更加
畅通，投诉处置也更加透明、迅速。据介
绍，在此平台上游客投诉维权的流程如下：
游客通过留言、微博、微信、短信等多种手
段进行维权投诉；南海网工作人员将在第
一时间把游客投诉推送至海南省旅游质量
监督管理局；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根据
投诉涉及的行业、属地，立即分送至属地旅
游主管部门，通过省旅游市场整治领导小
组办公室转办至其他相关部门；我省相关
部门和属地旅游质监部门将就游客投诉开
展调查处理；处理结果反馈至省旅游质量
监督管理局；海南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平台
将公布处理结果。整个处置过程，将在此
平台上予以全过程公开，可随时看到处置
的进展情况。

在整个处理过程中，省旅游质量监督
管理局将发挥行政监督作用，南海网将发
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确保游客投诉能
最快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处理。投诉处
理后，南海网还将对游客进行回访。为了
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平台还专为媒体
预留通道，媒体可登陆平台，实时了解游客
诉求及处置进展，共同参与到舆论监督中
来。

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说，通过媒体这
个第三方平台强化旅游服务质量监督是规
范旅游市场秩序和促进企业诚信经营建设
的探索和尝试。海南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平
台具有四大功能：一是进一步畅通了游客的
投诉渠道，促进了游客与旅游服务管理机构
的沟通，确保信息对等、信息畅通；二是强化
了舆论监督作用，有助于推动旅游服务与管
理机构的行风、政风建设，推进企业诚信体
系建设；三是能第一时间获取游客投诉信
息，及时处理投诉事件，为危机事件的处置
赢得时间，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在保证
游客权益的同时，维护海南旅游的品牌形
象。

据了解，省旅游委和南海网还将面向
社会征集一批海南旅游服务质量义务监督
员，开展经常性的调查和暗访工作，其监督
结果也将在此平台予以公布，相关部门将
督促违规单位予以整改。

海南旅游服务质量投诉平台由海南省
发展委员会指导，南海网负责建设、维护。
这不仅是我省首个旅游行业服务质量第三
方投诉平台，也是全国首个由地方主流媒
体负责建设、维护的旅游行业服务质量第
三方投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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