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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汇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谢曦 成和军

产权式酒店尽管在海南乃至全国
发展多年，但可以说一直游走于法律边
缘，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典型的例子是，
产权式酒店的开发商大多数以高投资
高回报吸引顾客，承诺的投资回报率高
达5%甚至20%不等，而这是违反国家
有关法律规定的，可能会导致买卖合同
的无效或者撤销。

在此背景下，海口市于2010年启
动了产权式酒店立法工作，组成立法
调研组，对三亚、长沙、西安、厦门、北
京等地的产权式酒店进行调研，而当
时全国各个城市对于产权式酒店的态
度不一，有些是不利，有些是不做表

态，有些还是在限制，如北京就有明确
禁止的条例。

最终历时一年多的调研、修改、完
善和最后讨论，《海口市产权酒店管理
暂行办法》于2011年年底获得政府的
通过并发布，这在全国还是首例，此后
文昌也出台了相关办法，三亚尽管是产
权式酒店最早兴起地之一，也制订了初
稿，但最终没有出台。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管
理处处长吴河说，办法明确了产权式
酒店的客房可以分割出售，购买者取
得产权，委托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统一
的经营和管理，允许建设、销售办证和
经营，给了产权式酒店一个合法的地
位。同时在规划用地范围上适当的放
宽，并明确了建设标准和销售标准，避

免低水平的发展。
办法实施后近3年时间，海口批的

产权式酒店项目有5个，办理了5个预
售证，涉及面积1.9万平方米，均价在
每平方米2.1 万元左右。但实施中也
发现，在涉及到产权式酒店布局、定义
范围、鼓励性政策，经营居住矛盾、特
别是对酒店经营的监督和引导上，还存

在很多不足。
而在近日的“促进海南产权式酒店

（分时度假）发展研讨会”上，不少专家
建议，海南作为特区，有独立立法权，是
否可以考虑总结海口、文昌等地的经
验，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面，率先出台
省级层面有关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
的相关法规。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谢曦 成和军

“我从北京飞海南的时候，所有的
同事都说你选择了更好的旅游目的地，
海南有着更好的空气和环境。”美国
RCI公司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蒙陶顿说。

他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在海口举办
的“促进海南产权式酒店（分时度假）发
展研讨会”，但这趟海南之旅却让蒙陶
顿在北京遭受严重雾霾之苦的同事们
艳羡不已。如很多大都市的普通人一
样，他们长时间地拼命工作，渴望能在
一年中的某个时段享受悠闲的假期，远
离工作，远离雾霾，到海南这样的小岛
上放松身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旅行
者寻求“原汁原味”的自助式度假游，不
愿意接受那些有商业气息的旅游项目，
海南旅游业也正向此趋势发展，游客总
量在上升，但旅行社团队游却在下降，
而这些都为海南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
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此
次研讨会上释放的重要信号。

产权式酒店
发展空间广阔

产权式酒店的发展源于上世纪60
年代的欧洲，70年代传入美国，90年代
初传入我国，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程，
但真正的确立产权式度假酒店地位的，
则是2009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
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若干问题
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到要加强产权
式度假酒店的开发、建设、销售等环节
的规范管理，从国家层面给予产权式度
假酒店一个地位。

海南是产权式酒店发展最早的地区
之一，随着海南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特
别是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速。
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提出与推
进后，海南产权式酒店的发展迅速提速，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全省动工新建的
产权式度假酒店超过20家，施工面积近
一百万平方米，多数布局和选址在旅游
条件比较好的滨海地区、景区，少部分是
分布在市中心的商务度假酒店。

省住建厅副厅长陈孝京说，海南现

在正在大力进行房地产业结构的调整，
发展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可谓正当
其时，而海南作为阳光岛、健康岛、长寿
岛，是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游客向往的地
方，交通条件方便，每年冬天来海南康
复疗养度假的人都在不断增加。

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说，分时度假
和产权式酒店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以自
己住和分享形式表现出来的度假形式，
都是一次性的购买，都是酒店或者旅居
性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他们就好比两
个孩子，父母就是旅游业和房地产业，
区别只是产权式酒店拥有产权，分时度
假只有使用权。”

海南在发展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
假方面前景广阔，潜力巨大。随着我国
经济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度假将
成为中产阶层的重要的生活方式，国务
院去年下发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和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加上现代生活消费
观念的转变，都为发展产权式酒店和分
时度假等旅游房地产提供了广阔空间。

分时度假
让旅游目的地受益

身为全球度假权益交换集团RCI亚
太区的负责人，蒙陶顿认为，海南要将产
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结合起来，这种混
合产品的模式将会给海南这样的旅游目

的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管什么类
型的酒店，大家最担心的都是入住率的
问题，而分时度假模式的引入，可以平均
提高10%到15%的入住率。”

更好的入住率可以带来更好的投
资回报，保证酒店平稳运营，就可以雇
佣更好的员工，给他们更好的培训，从
而提供更好的服务，使酒店进入良性发
展；同时也带动周边配套产业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商机，为当地整体经济发展
和税收做出贡献，使得政府有财力投入
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使旅游目的地发
展得更好。

蒙陶顿说，和海南一样，委内瑞拉
最近也遭受到较大的台风影响，但台风
过后不到半个月，它已经重新接待国际
游客，而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分时度假
产品的拥有者，因为他们早已经计划好
自己的行程，并不断联系酒店咨询何时
重新开业，正是有了忠诚度非常高的分
时度假消费者的存在，才能够使委内瑞
拉经历这么大的自然灾害影响后，迅速
恢复生机。

而分时度假和产权式酒店结合的
模式，也改变了传统酒店的运营模式，
传统上，游客在酒店住宿后，如果不满
意，尽管付了费用，但此后也不会再想
来了。而在分时度假和产权式酒店结
合的模式中，开发商与终端的用户实际
上牢牢绑定在一起，开发商需要不断创

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
在拉丁美洲三个最主要的旅游目

的地里，分时度假的产品在坎昆参与率
约占40%，在洛斯卡洛斯是64%，巴亚
尔更是高达65%；分时度假在这些地区
不仅增加了更加稳定和不断增长的入
住率，还使得旅游目的地可以更好的进
行自己的自身建设和提高服务，使得消
费者享有更好的体验，同时也有了更强
烈的需求，使当地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增长当中。

各方共同携手
规范行业建立交流平台

尽管海南的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
假已发展多年，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
由于缺少相关行业规范，大多数企业都
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甚至游走在法律
边缘，也引起了不少诉讼。

儋州市副市长胡德智1997年在琼
山工作时，曾参与引进产权式酒店的工
作，但那家酒店后来成了第一个介入法
律诉讼程序打官司的产权式酒店项目，
是个失败项目。后来他总结出一条失
败的教训，败就败在开发企业的不诚信
上面。“搞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缺少
诚信是大忌。”

温德姆度假权益集团亚太公司业
务发展高级副总裁柯睿认为，好的法律
法规环境，对于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
行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很多市
场前期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律法
规指导，市场发展不好，对各个利益相
关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

他说，澳大利亚这方面就做的非常
好，但其实也很简单直接，就是要强制
开发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所有产品的信
息，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购买的冷静
期，对于所有的销售人员进行良好的培
训，必须拿到销售的许可证之后才能开
始销售，同时还要进行一个持续不断的
监管。

此外，澳大利亚还有分时度假的
行业协会，这个行业协会已经活跃多
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是
一个沟通的桥梁，使得各个利益相关
方可以就如何发展进行更多的交流
和讨论。

产权式酒店和分时度假

海南旅游的下一块蛋糕？

海口首推产权式酒店立法

我国入境游规模
居全球第四
韩国为最大客源国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10月
2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在北京举办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4》
发布会暨入境旅游创新发展论坛。

论坛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接待
入境游客12907.78万人次，同比下降
2.51%，市场规模总量位居世界第四，
仅次于法国、美国和西班牙。入境旅
游实现外汇收入516.64亿美元，同比
增长3.27%，旅游外汇收入也位居世
界第四，仅次于美国、法国和西班牙。
入境市场虽受国内外各种负面因素的
影响，但从接待游客人次与旅游外汇
收入综合对比来看，持续下降的趋势
得到遏制。

2013年我国入境游前十大客源
国为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越南、
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新加坡和澳
大利亚。预计今年韩国来华游客将达
到430万人次。

赴泰游免签证费政策
将于11月8日到期

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中国内地及台湾游客
可在世界各地的泰国使领馆免费申请泰国旅游签
证的优惠政策即将驶入终点站，这意味着，从11
月9日起，中国游客赴泰旅游又得支付1000泰铢
（大约190元人民币）的签证费用。

我国邮轮母港将呈
“一线三点”格局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近日，第九届中国邮轮
产业发展大会暨国际邮轮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国
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发表主旨演讲。

吴文学说，中国邮轮旅游迎来新机遇，邮轮旅
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中国邮轮旅游已从国际邮
轮到港服务为主的起步发展阶段，快速步入国际
邮轮到港服务与中国公民搭乘邮轮出境旅游并举
的发展阶段。未来中国沿海将形成北部以天津港
或大连港为中心、以韩日和西伯利亚东海岸为主
的航线；中部以上海港为代表，以韩日、台港澳为
主的航线；南部以厦门、三亚为核心、以东南亚和
两岸为主的航线的“一线三点”邮轮母港基本格
局，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最大的邮轮
市场。

近两年逾3300名
中国人游南极
居全球第三

据新华网消息，近日，在“2014中国极地科学
学术年会”上，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刘
海燕介绍说，据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IAATO）
统计，2013－2014年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人数达
3367人，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澳大利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南极
旅游和北极点旅游近年来在高端旅游市场悄然兴
起。目前，在每年春季从斯瓦尔巴群岛、每年夏季
从摩尔曼斯克前往北极点的旅游参与者中，便有
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去美国阿拉斯加等北
极地区的中国游客同样日趋增多。

刘海燕介绍说，南极旅游成为继科学研究之
后，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中国
游客到南极旅游的人数年年攀升。据IAATO统
计，2003－2004年仅37人，2013－2014年达到
3367人，位居全球第三。

目前，南极旅游有东线、西线、中线登陆线路，
有海基、空基观光、极点之旅和亚南极岛屿行等项
目。

韩国仁川机场开设
“医疗观光转机游”

据《北京商报》消息，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为方
便来韩游客及转机乘客（在韩停留时间4小时以
上者）在短时间内可以享受到韩国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水平，特别开设了仁川机场医疗转机旅游服
务项目。

该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向患者推荐距离仁川机
场5-25分钟车程的优秀医院，按患者的就诊需
求，提供快捷便利的医疗服务。此外，在同样高水
平的医疗诊治前提下，韩国的就诊费用比其他国
家低20%-30%。建议有需要就诊的游客，在来
韩之前提前预约后前往，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就诊
等待时间。

据韩国旅游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观
光咨询中心位于仁川国际机场1层5号出口前，
这里为游客提供汉语、英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
言的医疗观光宣传手册，供想要来韩就医的患者
进行选择，此外游客还可用英语向咨询员进行咨
询。 （李辑）

中国大陆至关岛
直航将开通

据新华社消息，往返于中国大陆和关岛之间
的首条直飞航线将于10月28日开通，新航线将
由波音737客机执飞。

美联航的去程航班UA130将于当地时间每
周二及每周六23∶30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并
于次日当地时间 05∶50 抵达关岛，回程航班
UA131将于当地时间每周二及每周六19∶45从
关岛起飞并于同日当地时间22∶40抵达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

以往我国游客前往关岛需从日本或韩国转
机。关岛是距离我国最近的美国领土，单程航班
仅需4个多小时。去年我国去关岛的游客数字为
11235人次，预计今年将超过两万。

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

老树要开新花
■ 陈耀

产权酒店是对酒店、度假公寓产
权的分享，具体表现为购买者拥有一
份产权；分时度假是对酒店、度假公寓
客房的度假时间的分享，实际是部分
时间的使用权。它们都是旅游与房地
产结合的产物，其相同之处是：都在国
外发展了几十年，以房地产和酒店充
分开发、竞争加剧为发展起点，购者一
次性付款购买，在分散的时间既可自
住又可分享，酒店或管理企业提供服
务；其区别是：产权酒店是购买者拥有
产权、委托出租、参加分红的度假型物
业，分时度假是购买者通过低价获得
一定时段、可以交换使用的度假型旅
业。

海南不少产权酒店和公寓型小区
缺乏公共设施、旅居服务和社区文化
的配套，目前认同度不高。分时度假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引入海南，至今水
土不服。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作为国
际上枝繁花盛的“老树”，在海南面临
新形势、新趋势和新挑战。

新形势是国家颁布《国民旅游休
闲纲要》力推带薪度假，十八届三中全
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国发31
号文件提出创新旅游发展理念，《旅游
法》的实施提供了法治的保障，很多房
地产和酒店需要寻求新的市场空间；
新趋势是我国旅游消费方式正在发生
新的变化，自助型、家庭型和旅居型度
假有蓬勃发展之势，雾霾天气和生态
环境等原因凸显海南的自然优势；新
挑战是能否借助改革创新使起步于房
地产、酒店过剩的产权酒店和分时度
假，成为推动旅游和房地产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新业态。

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要紧扣海南
百姓幸福家园、中外游客度假天堂的
目标来发展，要对现有房地产予以公
共设施、旅游设施、相应服务和特色文
化的配套，努力打造康养型、研学型、
创意型的旅游新街区、度假新社区和
休闲新业态，要通过改革创新让国外
度假形式接中国地气：适应新形势、结
合新趋势开发相关度假产品；借鉴国
际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完善有
关法规；创造诚信经营环境和多方监
督机制；制定配套的产品标准和服务
规范；五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全
过程透明的平台和沟通方式；政府、协
会和企业共同培育市场，引导消费。

只要把握好发展的目标、方向和
途径，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不仅可以
成为新时期房地产的出路之一，还可
以让这从国外引进的度假的老树真正
焕发出活力，开放美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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