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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世姐赛、欧巡赛等一系列大型活动的举
办，让海南作为会奖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已经
打响。进入旅游旺季，海南的会奖旅游市场又
将迎来一番热闹场面。今年旺季的会奖市场
有哪些新亮点？

药企、车企是主要客户群

“现在会奖旅游的数量慢慢增多了，从今
年11月到来年4月都将是旺季，我们现在平均
每周能有7—8个会议，主要都是一些产品发布
会、药品研讨会、汽车试乘试驾等活动，相关政
策影响有限。”港中旅三亚旅行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冬文透露。

海南发展会奖旅游的资源非常集中，三亚
几乎每个高星级酒店都设有专门的会务部，会
务区域面积从500平方米到4000平方米不
等。

据不完全统计，三亚每年接待的会奖旅游
团队约有2万个左右。2013年三亚接待国内过
夜总游客1228万人次中，近120万人次是会奖
旅游团体，约占1/10。三亚市旅游委调研员唐
嗣铣认为，随着绝大部分国家可以在三亚落地
签证，26国免签政策的实施，三亚承接国际会议
团体和承办国际大型活动方面的优势凸显。

“到了秋冬季节，三亚气候优势凸显，再加
之近年来政企合作力推会奖旅游产品，三亚尤
其是海棠湾的会奖市场日渐被认可。”三亚海
棠区文体旅游局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海棠湾
会奖活动预订情况良好，财经论坛以及一些大
企业年会将在年底陆续在该湾区举办。

“三亚的会奖旅游市场日渐成熟，定制化
程度都非常高，今年的整体价格也与去年持
平，政府扶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市场前景看

好。”杨冬文说。今年4月，海棠湾就已单独拿
出150万元现金奖励婚庆团和会议团。

新业态不断融入会奖市场

“现在的会议主要集中在亚龙湾、三
亚湾和海棠湾。亚龙湾酒店资源集中，百
花谷等商业区的建设方便客人店外活动；
三亚湾酒店价格实惠，离市区较近；海棠湾
的酒店会议设施完善，整体的硬件设施较
新，三个湾区举办会议活动各有优势。”杨
冬文说。

随着重游率的提高，以及个性化旅游发展
的不断深入，三亚独特的滨海资源有时也难以

有效满足一些大型活动主办方的需求。旅游
业就是一个不断求新求变的行业，当高尔夫、
游艇、户外拓展等业态逐渐普及时，免税购物
游、“大三亚旅游圈”琼南游等产品开始推陈出
新，不断融入会奖旅游市场。

今年9月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免税店——海
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开业后，“游+购”的免税游
业态备受关注；不仅如此，随着琼南旅游合作
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会奖资源开始从三亚
向陵水、万宁等琼南市县辐射。

“现在我们有些会议客户也要求放在万宁
的神州半岛、陵水的清水湾和保亭的七仙岭等
地举办，‘大三亚旅游圈’的合作有效丰富了客
户的选择。”杨冬文说。

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除了举办大型活动，我省很多旅行社或会
展公司在接待普通的商务团体时，主要是承接
一些诸如订房、订餐、接送机、岛内旅游等服
务，酒店也大多只是提供场地和宴请，处于产
业链的下游，产业链上游的活动策划、执行等，
更多是被岛外的公司所获得。

同时，在安排一些会后岛内旅游的项目
时，传统景区的观光游、户外拓展团队活动等
同质化明显，许多“深玩海南”的资源还未被充
分开发成产品，定制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尚有待
提升。

“从企业一线看，要深度探索三亚的旅游
资源。”业内人士表示，很多人已非首次来三亚
度假，常规的行程吸引力弱，会奖旅游市场的
开发中，需要寻找更加有趣、生动、结合文化及
其本地内涵的项目。

“应该先有场馆，再有主展部门。”除了成
立会展部门，中国会展杂志社副总编辑吴振也
强调了修建场馆的重要性。的确，纵观三亚的
会奖旅游市场，更多地只是承办类似汽车、游
艇、帆船等在室外展出的会展，大型室内艺术
展等活动，则缺乏难于承接室内的展厅、展览
馆，制约了会奖旅游市场的系统化、规模化的
发展。

旺季旅游向会奖市场要效益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潘媚

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消费
变得越来越热，在旅游群体当中，大学生是整
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而又独立的组成部分。

中国青年报曾经联合新浪网进行的“大学生
旅游调查”表明，有67.35%的受访者平均每年旅
游一次；被调查者中80.8%的人对旅游兴趣浓
烈，14.2%的人回答可有可无，只有5%的人表示
反对。由此可见，大学生确为一支旅游生力军。

而从日前落幕的第二届大学生海南旅游
线路设计大赛获奖的30条线路中，不难发现，
年轻人的旅游市场有着明显的特色和趋势：大
多数年轻人更趋向于选择极富地方特色、具有
体验感的美食之旅。

特色民俗风情

在本届大学生旅游线路设计大赛的作品
中，大多数线路多以海南特色民族风情为设计
的主导线。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旅游，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在娱乐放松的同时，切身体
会到海南特色民俗文化风情，感受少数民族的
生活。

以“黎家黎韵情，黎风少年行”为宣传口号
的线路——“和‘黎’在一起”，在本届大学生海

南旅游线路设计大赛中成绩较好，是本次受评
委大为赞赏的作品之一。该线路作品包含住
进黎家的船形屋，参与一次原生态的黎族篝火
晚会，男的穿着黎锦扮成阿哥，女的扮成阿妹，
在隆闺前对歌，亲手去做陶瓷，亲手酿酒等原
生态的生活内容，让年轻人蠢蠢欲动。

此外，海南职业技术学院酷客队设计的琼
海龙寿洋深度游，在龙寿洋乡村感受原生态、原
生活、原生产，体验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特
色风情游，在大学生团体里获得了最高票数。

海之缘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助理何雪涓感
言：“通过本次大赛的获奖线路来看，因平日里
接触得较少，农家文化、黎族文化等地方特色
文化开始广受大学生的欢迎。”

极富体验感的活动

在本届大赛中，不少作品包含体验感较
强的活动内容。海南大学旅游学院的罗晶
告诉《旅游周刊》记者，旅游最重要的是有意
思，有活动。

海南完美假期旅行社执行董事龙鹏感慨
道，当今大学生更偏爱于选择具有操作性、体
验感较强的旅途，希望能在旅途中通过“体验”
而忘我，放飞心灵。

“毕业之旅的西线三天两晚游”因包含各

具特色和体验感较强的活动吸引着众多大学
生的眼球，该线路主打原汁原味的“西线旅
游”，三天两晚的行程包含采摘、篝火、登山、
泡温泉等一系列大学生喜欢的体验性活动，
广受欢迎。

与此同时，“玩转澄迈”获得的票数也位居
前列。该线路以“绿色环保，生态创意，风情体
验，海边篝火晚会，体验农事”等为活动内容，
红坎岭陶艺园制作泥人、器皿等陶艺;桥头富
硒挖地瓜、砌地瓜窑和绿色生态食品的品尝;
傍晚时分的篝火晚会等一系列活动极富创新、
具有较强体验感。

地方特色美食小吃

平常的大学生活免不了教室、食堂两头
跑，于是大学生们对旅途中的饮食也有了自己
的要求。不仅要物美价廉，更要新鲜健康。当
美食成了选择的其一条件后，一般旅社的十菜
一汤就不再受欢迎了，而地方特色小吃就是旅
途中的至关要素了。

线路“舌尖上的琼海游”就针对大学生的
新要求，以吃遍琼海美食、探访背后文化为主
题，在大学生人群里叫好声一片，纷纷呼喊“我
们要参加！”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学生王志明告诉《旅游

周刊》记者，“舌尖上的琼海
游”主题非常鲜明，不仅可以
吃到琼海专属味道的美
食，还可以探访隐藏于
美食背后的琼海田园
渔耕文化，身边的朋
友都很想参加这样
的美食线路。

据了解，该
美食线路包含海
南四大名菜，以
及各地独特的特
色美食，如，琼海
杂粮、琼海农味、
琼海咖啡、琼海老
爸茶等

此 外 ，“ 一 场
因糟粕醋引发的骑
行”也以“铺前最正宗
的糟粕醋”作为旅途的
重头，探寻由海菜、马蹄
蟹、海螺、石葱、海带以及牛
杂组成的一碗酸辣美味。

不难看出，大学生们对地方特色美
食的追求是无限的，旅途中简餐换成特色小
吃，反响必定非同小可。

喜欢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
强调旅途中的体验感
追求美食与小吃

年轻旅游市场最in趋势

新业态融入，产业链延伸

大学生引领年轻旅游市场新趋势。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艇等业态逐渐融入会奖旅游市场。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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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动大数据发掘
黄金周商机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省旅游委信息中心
使用了基于移动手机
信令数据的统计分
析系统，在“十一”
黄金周时进行了
试运行。在试
运行期间，系
统将移动通讯
行业超大海量
数据进行抓取
和处理分析，
着重对总量数
据 进 行 了 统
计。通过监测，
得到了每一个小
时游客的总量、在

全省19个市县的分
布状况；通过手机归

属地信息，得到游客来
源数据。

客源地分省统计——
游客以华南和西南为主

统计原理：手机的信令数据中包含了手机的归属地信
息，用之可以作为游客来源地的数据依据。有两种情况将予
以考虑：一是有部分长期在海南工作的外地人员，持有外地手
机。系统将一直观察每一部手机停留在海南的时间，将长期
停留在海南的外地手机视同于本地手机予以剔除；二是外地
游客持有家乡手机但长期在异地工作，这种情况如果系统是
全国性的，则可以判断，如果仅仅是海南的数据采集，则无法
判断。但在整个数据的数量级上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通过客源地分析，发现本次黄金周游客以华南和西南为
主。由于相加数是人次，截取了最接近平均值的5号数据为
例，数值表如下：

用立柱图看客源地的绝对值差额；用饼图看各个客源地
所占比例：

十大客源地省份依次是：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北京、浙
江、河南、湖北、江苏、贵州。有如下特点：

① 区域分布以华南和西南为主，均属于海南的临近地区；
②广东省一家独大。在七天中一直占全部游客总数的

30%以上；
③其余九个省份所占比例相互差额较小，约在3-7%之间。

客源地分城市统计——
深圳、广州、湛江是三大客源地城市

本系统对不同省份的游客进行了城市细分，可以看到每
个省份下辖地区不同的游客数量。以广东为例，深圳、广州、
湛江是三个重要的客源城市，三个城市在广东全省来琼游客
中占比达到57%：

十大客源地城市依次是：深圳、广州、湛江、北京、东莞、上
海、茂名、重庆、成都、佛山。从省份上看以广东省发达城市为
主，从地域分布上以华南和东南为主。

按照系统所统计的50万进岛游客总量计算，十大城市为
海南输送的游客总量为276795人，占54.65%：

对这些区域城市的数字积累，可以进一步和当地的人口
数量、收入高低进行比较，以寻找人口密度和收入高低与海南
旅游的关联性。

高端国际品牌酒店
转战琼北
南热北冷旅游格局逐步改善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许春媚）旅游饭店的数量和
服务质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准的重
要尺度。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全面推进，国际品牌酒
店不再把目光仅仅盯在三亚滨海沿线。今天上午，海口鲁能
希尔顿酒店开始试营业，成为海口市首家建成开业的希尔顿
品牌的酒店。至此，海口已有11家国际品牌酒店开业。

坐落于海口东海岸的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是一家五星级
度假会议酒店，集休闲度假与商务旅行功能于一体，是海口地
区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酒店。希尔顿是国际酒店行业最富盛
名的品牌之一，在遍及六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50多家
酒店及度假酒店。海口鲁能希尔顿酒店是鲁能集团与希尔顿
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作为战略合作伙伴，鲁能集团与希尔顿将
在海口、文昌、大连等地连开多家酒店。

随着中国旅游形式的多元化，以及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庞
大，人们在经历了走马观花式“观光旅游”和经济型“自助旅
游”方式后，将关注点放在了休闲旅游品质和个性化诉求的满
足上。旅游消费者需求的改变不仅带来了市场结构的调整，
也给酒店业带来了市场机遇。近年来，海口地区以良好的人
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品牌酒店入驻，基本形成海口
东海岸、海口湾、西海岸和观澜湖片区的品牌酒店集群。目
前，海口已开业的品牌酒店有香格里拉大酒店、喜来登温泉度
假酒店、观澜湖度假酒店、星海湾豪生大酒店、明光海航大酒
店、天佑大酒店、海南皇冠滨海温泉酒店、海南君华海逸酒店、
海南新国宾馆、海口万豪酒店、海口鲁能希尔顿等11家品牌
酒店。此外，海口目前在建的还有索菲特酒店、朗廷酒店、威
斯汀酒店、港航酒店、海口华彩华邑酒店、万丽酒店、丽丝卡尔
顿酒店等7家酒店，共有18家品牌酒店落户海口。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