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旅游 WEEKLY
周刊

执行主编：杨春虹 主编：李丛娇 美编：杨薇2014年12月3日 星期三B08

热点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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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拟建
全球首座地下公园

据新华社消息，地上公园不新鲜，地下公园长
什么样？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东南部打算建造世界
上第一座地下公园，为附近居民提供一处新鲜有趣
的公共空间。

规划中的地下公园将由一处废弃的电车终点
站改建而成，采用光纤技术将日光引入地下解决照
明问题。与地上公园一样，地下公园会种植各种花
草树木，为游客营造轻松舒适的环境，还可以举办
艺术展、音乐演出、读书会和儿童活动。

项目规划者不是纽约市政府，而是市民丹·巴
拉施和詹姆斯·拉姆齐。巴拉施致力于推广技术的
创新性社会应用，拉姆齐则是建筑师和前国家航空
航天局工程师。

中国成俄罗斯

第一大旅游客源国

据中国经济网消息，近日召开的中俄蒙三国五
地旅游联席会议透露，最近两年来，中俄两国已举
办超过400项的旅游交流活动，旅游业交流与合作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俄罗斯互为重要旅游
客源国和旅游目的地国。

2008-2013年，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人数由
12.7万人增加到37.2万人，五年增长近3倍。2014
年中国赴俄罗斯旅游人数继续稳定上升，上半年中
国跃居俄罗斯第一大旅游客源国。2010年以来，俄
罗斯公民到中国旅游人数每年均超过200万人，俄
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第三大旅游客源国。俄罗斯旅
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中俄两国将进一步加强
旅游交流与合作，完善符合俄罗斯和中国游客需求
的社会公共设施，共同开发大型活动游、医疗游、青
年教育游等新型旅游产品，打造跨境旅游目的地，
推进中俄旅游发展。

澳航最忠诚常旅客50年
飞958次 获得客机钥匙

据国际在线报道，澳大利亚82岁男子约翰·马
丁可谓是全球最忠诚的常旅客。在过去的50多
年，他乘坐了958次澳洲航空公司的航班，总航程
近300万公里，相当于绕飞地球多次。而这一切的
旅程仅是因为他喜欢飞行的感觉。

马丁曾是电视台的新闻编辑。他称，这份工作
的待遇很好，让他能够自在飞行。在过去50多年
间，马丁已搭乘澳洲航空公司飞往纽约148次，飞
往伦敦138次。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乘坐澳洲航
空公司完成1000次飞行。

在多年乘坐澳洲航空公司航班飞往世界各地
后，马丁现在能够熟稔地喊出278架不同机型的名
字。他还把乘务员们当作家人，特地在圣诞节那天
乘坐飞机。

为感谢马丁的忠诚，澳洲航空公司最近将该公
司第75架波音737-800客机的钥匙授予他。这架
复古飞机保持着20世纪70年代风格，上面还有飞
行袋鼠的标志。 （李辑）

外交部提醒：

赴普吉岛游客注意安全

据人民网消息，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为普吉旅
游旺季，赴普吉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明显增加，涉
及的领保案件数量也不断攀升。外交部中国领事
服务网援引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消息，
提醒计划赴普吉旅游的中国游客如下事宜：

一、泰国当地保险保额较低，发生意外赔付金
额少、耗时长，建议游客行前务必购买境外旅游意
外保险。如参团出游，国内组团社应为游客购买相
关保险，请务必与组团社确认；如为自由行，则应提
前购买好相关保险，如遇意外，能及时得到赔付。

二、泰国普吉摩托车、摩托艇租赁市场管理不
严，已多次出现中国游客投诉被敲诈、被扣护照等案
件，建议游客不要租用普吉当地摩托车、摩托艇，切
勿将护照等重要证件作为抵押物品交给店主。对于
没有国际驾照的游客，请勿租驾当地交通工具。

三、普吉、甲米涉水项目多，建议游客在下水
前，认真熟悉相关技术要求，谨慎评估自身身体情
况，穿戴救生衣，出现身体不适情况时，切勿坚持下
水，应立即上岸。带孩子的游客要看护好自己的孩
子，年纪过小的孩子建议不要下水。

四、组团赴泰旅游的游客，在出现旅游纠纷时，
应第一时间与国内组团社领队取得联系，理性反映
诉求，寻求妥善解决。同时应保留好相关证据，以
备回国后向组团社投诉。切勿意气用事，与当地地
接社导游发生直接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定制旅游虽然成为一种趋势，
但还未能成为我们业务的主流。”海
南康泰国旅副总经理黄小玲坦言，虽
然市场前景看好，但仍然存在着诸多
制约的因素。

“相关的人才储备还不足。”黄小
玲说，虽然一些旅行社都有推出相关
的“旅游管家”服务，但由于业务水平
有限，有一部分业务员还未能达到客
人的要求。同时，社会整体资源的协
调配合还不足，“比如我们想为到海
南的客人提供清补凉这种特色小

吃，但相关的商家没有为旅游团队
提供的服务意识。还有，如今海南
已经有越来越多有特色的家庭旅
馆，但受限于相关规定，这些住宿点
还未能纳入电子行程单，满足不了
客人的需求。”黄小玲说，“还需要不
断地去完善定制旅游才能更顺畅地
走下去。”

“要做好定制旅游市场，发挥好
‘政府’这只手是关键点之一。”省旅
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认为，要完成定
制旅游的升级打造，首先需要官方的
顶层设计与管理，只有政府在行业管
理上对号入座，找到那些与发展定制

旅游不合拍的地方，改进这些短板，
才能进一步推动这个市场的发展。

“第二是旅游企业要意识和服务到
位。”王健生说，旅行社等旅游服务的
供应商需要重新认识自身的服务体
系，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同时，王健生还认为，升级打造
定制旅游除了政府的扶持与引导，还
需要凝聚各个行业的力量，加强各个
相关行业间的互动，因为发展定制旅
游不单单是旅行社等服务提供商单
方面的努力，还需要酒店、景区、餐饮
等旅游体系中每一个环节的密切配
合，才能够顺利地实现。

越来越多游客将旅行个性化，定制旅游成为一种趋势

“ ”不一样的海南

我国酒店用品总产值
将破14500亿元

据《广州日报》消息，业内人士预
计，今年我国酒店用品总产值将突破
14500亿元，比去年增长约10%。其
中广东省将达5800亿元以上，占全国
总产值40%以上，位居全国第一。被
誉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第21届广州酒
店用品展览会，将于12月10日—12
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
展馆举行。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我国
酒店用品总产值将突破14500亿元，
比去年增长约10%。

不妨让更多的
外国人“说来就来”

■ 张广瑞

对于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来说，
最近有一些让大家高兴的消息，那就
是一些国家主动采取措施，放宽对中
国公民入境的限制，在签证方面实行
一些便利化措施。有媒体报道说，中
国公民可赴境外 50 地“说走就走”。
毫无疑问，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说到中国人出境旅游的便利和
中国人对国际旅游的贡献，我们也不
由得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海
外游客到中国旅行的便利化，让更多
的人能够非常方便地到中国来，说来
就来，在中国多走一些地方，多获得
一些独特的体验，当然，也可以高高
兴兴地花点钱，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
一些贡献。的确，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例如，自2013年1
月 1 日开始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已有10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重庆、成都、大连、西安、沈阳、桂林与
昆明）的国际机场对世界50多个国家
公民给予72小时的过境免签便利，还
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政府官员因公旅
行相互面签协议和APEC商务旅行卡
等优惠。然而，外国人，尤其是外国
旅游者到中国，也远非能说走就走
的，签证手续依然是个问题，海外旅
游者对此也颇有微词。

不久前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推
动区域旅游一体化”中，特别提出“围
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在东盟—湄公河流域开
发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图们江地区开发
合作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
济走廊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框架
下，采取有利于边境旅游的出入境政
策，推动中国同东南亚、南亚、中亚、东
北亚、中东欧的区域旅游合作”；在“增
强旅游发展动力”条款中提出要“大力
拓展入境旅游市场”，并表示要“为外
国旅客提供签证和入出境便利，不断
提高签证签发、边防检查等出入境服
务水平”。总而言之，为了发展旅游，
促进相关国家，尤其是邻邦国家的跨
境旅游活动，我们不仅欢迎周边国家
和其他旅游目的地国家在签证等方
面给予中国公民更多便利，与此同
时，也应当检讨我们自己的相关政
策，为海外旅游者来华旅游给予更多
的方便，这才有利于互联互通。

为促进入境旅游的发展，中国也
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针对
一些特定的市场（整个国家或部分城
市或人群），或者选择他们来华的目的
地（一些特定的地区或城市），制定一
些特殊的签证优惠政策，这样做，一方
面能够提高客源国公民对中国的亲切
感，到中国旅游更加方便，同时也能够
促进我国特定地区旅游和经济的发
展，促进特定社会群体来华交流。

现在，国际社会往往以能获得美
国签证作为到另外一些国家得到免
签待遇的条件，那么是否有一天，中
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人口大国和经济
大国，也能获此殊荣，也就是将能够
获得中国签证作为一种标识，有了它
就能够在更多的国家得到信任。

（中国旅游报）

发展定制旅游海南“道仍远”

去年年底，导
演冯小刚推出贺
岁 大 片《私 人 订
制》。由于影片绝
大部分是在海南
取景，海南各大旅
行社争相搭乘这
部贺岁大片的“顺
风车”，推出各种
主 题 的“ 私 人 订
制”旅游产品。彼
时，“私人定制”海
南游成为一个热
门话题。随着《旅
游法》的实施和海
南团散比例的大
幅转换，个性定制
海南游产品越来
越受到游客青睐，
定制旅游也由此
成为海南旅游业
界 的 一 个 潮 流 。
业内人士认为，这
种能够给予消费
者最大自由度的
定制旅游将是海
南国际旅游岛未
来旅游发展的趋
向。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海南进入“私人定制”时代

11月30日中午，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
来自甘肃的游客梁明远正在办理退房手续，

“机票、酒店和车都是事先在网上订的，在海
南这4天是按着网上搜来的攻略玩的，有点意
犹未尽，可惜年假结束了，春节的时候要是有
可能再来一趟。”如今，像梁明远这样到海南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定制旅游的游客已经越来
越多。

国民旅游已经进入“私人定制”时代，旅
游产品的选择要“私人定制”，出行方式游客
也喜欢“私人定制”。驴妈妈网国内产品中心
副总监张骏告诉《旅游周刊》记者，从驴妈妈
网收到的海南游客人来看，大家更热衷于自
由行的方式畅游海南。2013年上半年变成了
5比5，到了今年初就成了7比3，自由行客人
已经大大反超团队客人。

海南的大小景点随处可见年轻的“背包
客”、各大景区停车场内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
车、遍布于各大网站论坛的“海南自由行攻
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
主消费和个性化消费的意识也不断提高，在
旅游方面就表现出一种个性化、体验化、散客
化的趋势，半自助游、订制自由行这种旅游新
业态逐渐成为海南旅游的一种潮流。”省旅游
协会秘书长王健生说，目前中国人均GDP已
突破7000美元，蓬勃发展的中国旅游业迎来
休闲度假的新时代。今年春节、国庆等黄金
周的统计数据显示，一直引领中国休闲度假
产业的海南散客与团队客比例达到8：2，接近
成熟旅游目的地水平。

这一年来，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更助推了
海南定制旅游的发展。进入冬季，海南成为
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携程、艺龙、途牛
……记者随手打开国内知名的线上旅游服务
网站，饮食、景点、酒店、车辆等各项旅游需求
都有明确的定制选择，想来一次“海南游”，只
需在相关的内容图片旁勾选，就能完成下单，
还有“个性需求”的选项，供游客们把自己对
于旅行中的特殊需求提交上来，整个定制的
过程十分简便快捷。

“目前私人定制旅游市场面对的是两大
主流群体，一个是以健康老人为主的幸福市
场，另一个是以‘80’后为主体的个性化市
场。”王健生说，“现在定制旅游在海南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不但团队旅游私人定制化，旅游
要素方也开始私人定制化。”

各式定制游产品纷纷出炉

“从目前的市场走向来看，预计明年春节
黄金周定制游的增量将会比较可观。”海南康
泰国旅副总经理黄小玲也深刻感受到了这种
变化，“游客现在更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体验
跟平时生活截然不同的旅游感受。”

现在网络发达，私人订制游个人完全可
以做到，旅行社的空间在哪里？“还是有不少
人没有时间做攻略，也不想太操心，便将计划
和打算交给旅行社。”黄小玲说，旅行社在吃、
住、行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经验，扮演的
角色有点像电影《私人订制》里的“梦想规
划师”，游客到目的地后会有车辆和导游主动
联系他们，“玩乐住行”全程有人服务，“目前
康泰在三亚有一个专门的旅游顾问团队，免
费为客人提供咨询服务，可以根据客人的旅
行计划、目的和兴趣爱好，量身为他们定制旅
行方式和旅游线路。”

为游客提供贴心的“旅游管家”服务仅是
海南旅行社为瓜分定制旅游市场蛋糕所做的
努力之一。在旅游产品设计上，岛内各大旅
行社也纷纷别出心裁。“团队一样也可以定制
游，我们在产品的设计上以各种鲜明的主题
为主。”海南海之缘国旅总经理王汇说，旅行
社建立了自己的踩线队伍，深入各市县开发
产品，为游客提供乡村游、大海深度游、赏花
游、美食游、采摘游等定制游海南的产品，同
时还建立海南自驾俱乐部，开发岛内市场，

“从收客的情况来看，这些特色主题游很受欢
迎。”

在设计推出特色定制游产品的同时，岛
内一些旅行社也开始尝试探索建立一种将传
统跟团游与私人定制游糅合在一起的新的旅
游模式。“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拓展私家小包团
业务，两人起订制，一单一团。”黄小玲说，有
的客人喜欢与亲朋好友共同出去游玩，又不
愿意随散客参团，希望线路按照自己喜欢的
方式安排，单独使用一辆车，聘请一个导游，
没有其他人加入的旅行团，“从目前来看这种
产品很受客人青睐。”

旅行社积极开拓定制游市场，岛内的各
大景区也同时瞄准定制游市场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今年8月中旬天涯海角景区与康泰国
旅携手打造“幸福家庭天涯尊贵游暨天涯海
角·美景随心随时享”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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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游将转向“规模化”

“定制游将改变海南传统的旅游
业，定制服务最终将走向规模化、大众
化。”王健生说，目前海南的定制旅游
已是“私人定制”与“规模化定制”并
行。

王健生为《旅游周刊》记者提供了
一组婚庆游数据：三亚大小洞天景
区，2012年到此进行婚纱旅拍的游
客仅 2 千对，到今年增长到了 2 万
对。今年的第18届中国三亚天涯海
角国际婚庆节，将有999对金婚银婚
老人相聚天涯海角。“这就是私人定
制与规模化定制的两个鲜活的例
子。定制旅游并不仅仅在于‘私人’这
个客户群体。”

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的团队和
完全的自由行是两个点，在这两个端
点中间实际上还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王健生说，这种模式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团队，但也可以实现规模化，“它是
为跟你需求一样的人群量身而定的。
比如原来我货架上先有ABCD，要么
你全选，要么你选A和C组合。现在
我先了解你的需求，和跟你以及有类
似需求的人，然后我再去定制这个产
品。”

以婚庆定制游为例，王健生说，海
南的婚庆定制游市场近年来在各相关
部门及涉旅企业的联手培育下，已经
越来越红火。“这次参加三亚婚庆节
的每一对在海南将有15天的旅游行
程，每一对的团费都是4万元，而这
999对客人仅仅是我们在天津市场揽
到的小部分客源。”王健生说，据合作
方相关负责人透露，999仅是取吉祥
数字，届时参加婚庆节的婚庆游客将
超千对，而合作方俱乐部里还有大批
这种有婚庆定制需求的客人，“海南
与天津将就婚庆这一客户群体展开
深入的合作，这就是定制旅游规模化
的需求。”

婚庆、家庭亲子、高尔夫、游
轮……做为中外闻名的海岛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未来海南可开拓的
定制旅游市场极为广阔。”王健生认
为。

⬅ 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海边戏水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定制定制

听观点

冯小刚的《私人订制》推热了海南
旅游的“私人定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