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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观点

热点汇
看调查

业界预测中国赴美游
将现高增长

据中新网消息，中国游客赴美商务和旅游
签证将延长到10年，这一消息为中国旅游者和
旅游企业带来重大利好。业内人士预测，未来
3 至 5 年将是中国游客赴美旅游高速增长时
期。

此前美国签证是一年多次往返，此次新政策
落实后，旅行者的签证有效期最长可达10年，既
节省签证办理费用，又省去了准备材料、送签、面
试等手续，便利度大大提升。业内人士表示，对
备有签证的客人而言，通过在线旅行社预订旅行
产品，也能实现“美国旅游，说走就走”。

近几年，出境长线旅游越来越受到中国游客
青睐，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旧金山、纽约、华盛
顿、夏威夷等是中国游客最爱的美国目的地。

《红高粱》热播
拍摄地高密游火爆

据新浪消息，日前，山东卫视出品的电视剧
《红高粱》无疑成为当下最火的电视剧。随着该剧
的热播，拍摄地高密便成了观众关注的焦点。数
以万计的游客去往高密，掀起了高密游的热潮。

络绎不绝的游客们前来高密，红高粱影视基
地成为高密游的必到之地。据悉，电视剧拍摄所
用的红高粱地被命名为“红高粱影视基地”，电
视剧拍摄所建的土匪窝、瞭望台、四门塔等13处
景点都已成为高密游的看点。

据了解，仅上周末，高密接待的游客便已达
两万人，自驾游扩大到京浙苏冀豫等地区，并已
经有旅游大巴进入景区。游客在这里参观电视
剧中的拍摄建筑，观赏“高密四宝”（姜庄扑灰年
画、聂家庄泥塑、李家村红纸春联、高密剪纸）等
高密特有的文化作品，也有游客争相体验电视剧
中“九儿”骑驴、颠轿的环节，而周迅戏中坐过的
轿子、周迅拍戏时吃过的豆腐等，也都成为游客
热衷的项目。

泰国预计今年入境游客
将减少100万

据路透新闻消息，泰国政府近日称，预计今年
入境游客数量在2，500万左右，较去年减少100
万，部分归因于曼谷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活动。
两名英国年轻游客今年9月在涛岛被谋杀一案悬
而未决，也令游客止步。

泰国5月22日发生军事政变后，全国仍在实
施 戒 严 令 ，但 是 旅 游 部 长 Kobkarn Watt-
anavrangkul称，12月酒店预订同比增长了6%。

泰国今年稍早持续数月的街头抗议导致游客
数量骤减，眼下泰国旅游业仍未走出阴影。1-9
月入境游客同比减少10.3%，降至1750万。泰国
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葡萄牙首都将
按天向游客收税

据《重庆晨报》消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市
长安东尼近日宣布：“从2015年开始，向到访里
斯本的每个游客收取1欧元的税（约合7.6元人
民币），并从2016年开始，对在里斯本过夜的游
客每晚收取超过1欧元的税。”1月到5月，大约
有近100万外国游客到访里斯本，这两项新的税
收政策每年将为里斯本政府增加1600万欧元的
财政收入。

（李辑）

去哪儿网支持
境外手机号购机票业务

据新浪消息，国际市场正成为中国在线旅游
公司角力的新竞技场。去哪儿网近日宣布，该网
站的网页版和无线客户端将支持境外手机号购
票。今后，消费者在去哪儿网购买机票，可以输入
境外手机号作为联系人并享受各项服务。

目前，去哪儿网的技术平台已接通全球大部
分手机通信网络，短信送达率几乎达到100%。
消费者在境外可使用当地手机号在去哪儿网预订
机票，并能即时接收各类服务短信，包括订票信
息、航班变动资讯等等，信息服务费用则由去哪儿
网全面承担。

据悉，开通境外手机号购票功能是去哪儿网
继接入境外卡支付系统后的又一国际化举措。近
日，去哪儿网国际机票支付接入PayPal平台，境
外消费者可自主选择多种境外卡种进行付款，消
费金额可直接以美元结算。

旅游景区要从
“三奇”到“三亲”

■ 陈耀

在观光时期，旅游景区开发突出
“三奇”：奇山异水的自然景区、奇风异
俗的人文景区、奇巧异技的主题公园，
追求唯一和第一，“最”是其核心词。

观光时期旅游景区的功能主要是
满足游客开眼界、见世面、过把瘾的一
次性需求，以特别的景观、突出的字样
作为照相背景，提供“到此一游”的证
据。游客在景区的正面行为表现为拍
照留念，负面表现为刻字涂鸦，游客到
此“一”游不重质量重数量，到过、见多
便是值得炫耀的谈资。

观光时期旅游景区的赢利模式主
要是门票经济，依靠旅游团队数量增长
和门票提价是增加收入的主要手段。
但是，旅行团队数量过多会影响游客感
受，门票提价的负面作用、门票折扣与
旅行社的博弈，往往使景区两难。

以 2009 年国发 41 号文件定位旅
游业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为标
志，中国旅游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

由于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消费时尚的转变，新时期的旅游
业在市场、开发、技术、竞争、创新等方
面出现新趋势。旅游景区的发展也出
现新趋势，其收入模式将从“门票经
济”为主逐步转向创新服务、产业链延
伸、新业态拓展的综合经济。

新时期旅游景区应当追求创造
“三亲”：亲近自然（从生态环境、生态
理念、生态行动上），亲和社会（和于特
色文化、和于包括当地民众、和于真实
生活），亲自体验（于生态、生产、生活
的展现中体验，于一产、二产、三产的
融合中体验，于品质、品位、品牌中体
验），追求服务更优、文化更润、情感更
近，“更”是其核心词。

观光时期旅游景区追求“最”，着眼
于“三奇”，旅游效果注重景观的物理体
量之大对游客的震动，设施讲究采用现
代工业材料、金碧辉煌的豪奢；新时期
的旅游景区追求“更”，着眼于“三亲”，
旅游效果注重游客体验时心理容量的
扩张带来的感动，设施讲究采用自然、
环保材料的绿色健康的野奢。

新时期旅游景区转型升级：可增
加小型的、不同类型的休闲“社区”，如
开发非行政性、非建制型、非居民常住
的“准旅游小镇”；有条件的可以通过

“大区小镇”开发模式，创造优越生态
环境、优美景观环境、优雅文化环境、
优质服务环境的“旅游境区”。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海南整体婚庆旅游市场底子薄，
婚纱摄影市场已有一定规模，但婚庆
市场还有提升空间。”三亚旅游协会婚
庆委员会负责人许伟表示。随着婚庆
旅游成为我省重要的旅游产品，如何
将其做大做强一直备受业界关注。

“恕我直言，海南的婚庆行业属于
中等线以下。”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庆
行业委员会总干事、全国婚庆行业服
务标准编制小组负责人史康宁表示，
海南婚庆行业发展起步晚，行业产业

链尚未形成，没有在国内叫得响的婚
庆品牌，整个行业的社会认知度较低，
从业人员整体职业技能较低。

长期以来，海南婚庆旅游市场在
岛外，服务在岛内。海南的婚庆产业
处在产业链的下端，未能直接面对客
人，导致海南的婚庆企业利润低，在一
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企业不重视行业的
建设，价格战成为引客的方式之一。

“破解婚庆人才匮乏关键还是解决
‘走出去’和‘请进来’的问题，”史康宁建
议，通过在省内举办培训，参加国内外
知名的婚庆活动，转变海南婚庆从业者

的思维观念，提升其职业技能。同时，
海南还可与国内顶级的婚庆公司建立
战略合作，共享客源的同时，能有效地
在实战中，培养海南自己的婚庆力量。

目前，仅三亚就有20余家婚庆策
划公司，还有大量的旅行社、会展公司
进入婚庆行业，小而散的市场现状，良
莠不齐，竞争失序，制约着婚庆旅游的
进一步拓展。

“除了举办婚礼策划师培训，婚礼
主持人大赛，组团前往巴厘岛等地取
经，接下来我们还要举办业内的花艺、
摄影摄像、婚庆策划等方面的专项培

训，积极争取制定《三亚市婚礼服务规
范及操作标准》等行业软硬件标准，不
断强化内功，提升服务的品质和加速
人才培养的速度。”许伟说，随着“新人
优享计划”等婚庆活动的开展，涉旅企
业在婚庆市场的合作开始加强，但合
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建议，
海南可以出台一个完整的婚庆旅游发
展规划，营造婚庆旅游产业依法的公
平的诚信度高的市场环境，强化行业
自律，做好产品研发及优质的服务，树
立良好的婚庆蜜月目的地形象。

婚庆蜜月市场期待羽翼丰满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蓝天为证，大海为媒。在美丽的
海南举办一场浪漫的婚礼，是很多新
人的梦想。随着天气逐渐转凉，进入
旅游旺季的海南旅游市场，婚庆旅游
成为一抹亮色。

我省婚庆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
逐渐从产业链的下游慢慢向上游发
力，性价比更“接地气”的产品与服务，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侣们在天之涯、
海之角，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80后”、“90后”
旅行婚礼行情看涨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80后”结婚
的高峰期，甚至连“90后”也加入这股

“结婚潮”。“80后”人群拥有雄厚的消
费实力，崇尚时尚个性的消费意识，
成为婚庆消费快速发展的主要拉动
力。

在我国，每年约有1200万对新人
结婚，67.66%的新人安排蜜月旅游。
业内人士表示，新人平均有31%的个
人积蓄用于婚庆消费，婚庆主题已经
成为旅游目的地招徕游客的重要卖
点。

“海南拥有一流的生态环境，深厚
的爱情文化，又经过多年的品牌打造
和市场推进，已经积累了发展婚庆产
业的良好基础。我们正在努力把海南
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婚庆旅
游目的地。”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
陆志远表示。

“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喜欢来三亚
结婚，小到新人加双方父母，大到上
百人‘户外仪式+晚宴’的模式都有。”
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公关总监王小
达透露，小型婚礼的需求量比往年增
加，20人以内的婚礼增多，最小型的
有6人的婚礼，个性化婚礼定制备受
热捧。

“今年冬春季节海南婚庆市场预
计数量上有20%的增幅，越来越多的
全国性婚庆公司来三亚办婚礼，小规
模的旅行婚礼数量明显上涨。”三亚爱
之旅婚庆策划机构负责人许伟透露，
与往年高端奢华婚礼不同，今年数量
明显上涨的旅行婚礼深受“80后”、

“90后”的喜爱，来三亚办场婚礼成为
一种时尚，高性价比的旅行婚礼更“接

地气”。

二线城市
婚庆市场新生力军

热闹的婚庆旅游市场今年已拉开
帷幕。“除了传统北京、上海、香港、西
南等城市和区域的市场外，今年郑州、
长沙、济南、青岛、哈尔滨、大连等二线
城市客源市场的客人也日渐青睐来三
亚办婚礼。”许伟透露，在巩固一线市
场的同时，今年省内涉旅机构也加大
对二线市场的开发力度。

今年11月11日，天涯海角景区宣
布第18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
节 12月 12日—16日举行，倡议“脱
单”男女把一生最浪漫的仪式选择在
三亚举行。

与此同时，第二届目的地婚礼节
也将于12月在三亚举办，陵水等市县
也纷纷出岛前往客源地推介特色婚庆
蜜月旅游资源。

“二线城市对目的地婚礼的需求
变大，新疆、山西、陕西、河北、河南等
西北地区对海南婚庆旅游的需求也日
渐升温。随着婚礼消费的更为亲民，
在三亚办场婚礼已成为寻常百姓的时
尚选择。”王小达透露。

“除了承接高大上的婚礼，今年大
家也注重对二线城市旅行婚礼的开发
力度，现在的婚庆产品设计中，更重视
中低端客户的开发，1万元在三亚办场
梦想的婚礼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许伟
表示。

竞争利器
产品丰富、价格亲民

伴着西沙的七色海，乘坐邮轮携
手相依，在祖国最南端的海域用镜头

记录下爱情的美好瞬间。这曾是很多
爱侣梦想的浪漫时刻，随着“椰香公主
号”邮轮开通从三亚——西沙的航线，
这一梦想有望落地。

“我们预计在明年春节推出婚纱
摄影产品，提供‘一站式’服务,新人只
需报名登船即可。目前已设计多款婚
纱摄影产品，正对产品进行细化。”海
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
伟透露。

随着婚庆旅游市场旺季的到来，
三亚许多高星级酒店也纷纷携手婚庆
策划公司举办婚礼秀，向来宾展示三
亚婚礼的软硬件实力，希冀通过更绝
妙的创意策划，更细致的婚庆服务，从
产业链下游向上游逐步攀升，提高婚
庆旅游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酒店制定了两款婚礼套餐
和婚宴，户外场地上除了原有的临
海草坪、椰林草坪、沙滩、花园外，新
增加一个沙滩露台区域，适合更加
小型的婚礼。”王小达说，涉旅机构
日渐丰富的产品，已成为海南婚庆
旅游强化内功，吸引顾客的重要法
宝。

“今年的营业额上升10%应该没
问题。”许伟透露，为降低婚礼举办的
成本，一些婚庆公司还仿照巴厘岛的
wedding house的概念，制作了可移
动的婚礼堂，主要在三亚湾等风景绝
美的地方，为新人举办8000元以上的
婚礼，节约了酒店场地租赁费用，让海
南的旅行婚礼更“接地气”。

“冬季蜜月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市
场。今年我们将情侣市场和蜜月市
场分开经营，细化了蜜月市场的内
涵。”海南康泰国旅副总经理黄小玲
透露，对于已婚、前来海南度蜜月的
情侣，产品的设计就更为个性化和人
性化。

评估报告显示

我国部分海岛因
人为原因受损严重

据《法制日报》报道，国家海洋局
近日就《全国海岛保护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评
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海岛生态状况
总体良好，但部分海岛因自然或人为
原因受损严重，近岸岛屿周边海域海
水质量较差。

该评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海岛
生态状况面临着诸多问题，如部分海
岛因自然或人为原因受损严重，近岸
岛屿周边海域海水质量较差，海岛物
种登记和生态区划等工作进展较慢，
尚有较多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活动
需要纳入管理，业务支撑体系无法满
足工作需求，管理体制和机制尚不完
善等。

根据报告，在海岛生态保护方
面，截至今年4月，《规划》执行期间新
增涉岛类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19
个，对海岛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
栖息地进行了就地保护，在5个海岛
开展了与海岛物种登记相关工作的
前期研究，中央和地方共开展了76个
海岛的生态修复，累积投入资金21.7
亿元。先后完成了3409个海岛名称
标志设置工作，建成了我国海岛基础
数据库，开展了海岛航空与卫星遥感
监测。

通过拍婚纱照旅游的方式，情侣
在海南演绎独特浪漫。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在海口前往三沙的邮轮“椰香公主”轮上，一对新人在拍婚纱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