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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2015年春节即将如约而至，面
对着春节黄金周的“假日蛋糕”，我省
涉旅企业主打“爱”字招牌，深挖蜜月
之爱、亲情之爱的巨大市场。

婚庆市场延伸产业链

今年最热门的旅游业态是什么？
婚庆蜜月游应该是其中之一。在三亚
的海滩边，常常可以看见情侣们执手
相依拍摄婚纱照的浪漫场景；景区景
点内，也少不了情侣们牵手而行的温
馨画面。

“通过这些年海南不断培育婚庆
市场，目前这块市场已经开始逐渐上
涨，今年是海南目的地婚派和目的地
婚礼的元年，边旅行、边拍婚纱照已
成为很多新人的选择，海南是婚庆游
最大的受益者。”省旅游协会秘书长
王健生透露。

天涯海角景区董事长黄兴武透
露，该景区今年将力推天涯海角婚庆
产业，紧锣密鼓完善中华圣火台（爱
情殿堂）、天涯海角婚庆婚拍基地景
观、爱情驿站、蜜月主题休闲酒店等
婚庆产业系列项目的建设，开发婚恋
月、爱情纪念品等一系列婚庆服务项
目，打造独具天涯特色的，集宣传、服
务、产品、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婚庆商
业运营产业链，进而实现天涯海角产
业结构升级转型。

“我们将不断完善景区婚庆产
业链条，提升景区服务，让游客感受
景区的‘哇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
准，让前来拍摄婚纱照的游客、家庭
游客享受精品的服务。”三亚旅游协
会会长、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董事
长孙冬说。

家庭市场完善产品套餐

婚庆游热闹，家庭游也依旧红
火。 在不断完善酒店产品的同时，
为让家庭客人乐在其中，三亚的高星
级酒店也推出了特色的娱乐活动和
特色美食，不断拓展市场外延。

“我们正不断完善亲子套餐产
品，利用既有的儿童室内外乐园、儿
童餐厅等资源，让大人和孩子们都能
乐在其中，儿童乐园的90度垂直滑
梯不仅适合孩子们玩，也能激发成人
的挑战欲。”三亚一家高级酒店负责
人说。

而三亚另一家同档次酒店透露，
酒店会推出霓湾西式迎新套餐、中式
迎新套餐、池畔自助烧烤套餐，客人
在享受各式美食时，造型夸张奇异的
威尼斯人偶游行、水晶球内优雅的芭
蕾公主以及热情火辣的夏威夷草裙
舞，将不断助力家庭浓郁的过节气
氛。

在线旅游的火热，春节推广怎能
缺少线上线下互动营销？

“酒店沿袭去年的传统，再次
推出迎新春客房抢购计划，客人
可于 2014 年 12月 25日至 2015 年
1月 13日每日早上10点开始抢购
指定客房产品，即可享受在 2015
年 2 月 8 日至 16 日期间入住酒店
开启暖冬之行。抢购活动首日折
扣低至4折，在此基础上以每日递
增 0.1 的折扣进行当日抢购。”三
亚一酒店针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假
期，从客房优惠至餐饮推广推出诸
多礼遇计划，旨为更好的拓展冬季
旅游市场。

酒店热闹营销，传统旅行社也在
深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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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霞

去海岛过一个温暖的春节越来越
受国人的追捧。记者近日从岛内外一
些旅行社了解到，在预订2015年春节
期间的旅游产品时，选择海岛旅游产品
的游客比较多。除了较常规的巴厘岛、
普吉岛、民丹岛、济州岛、塞班岛、夏威
夷等，更涵盖了较为新兴的苏梅岛、斯
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斐济、大
溪地等，基本覆盖了目前大大小小的全
球海岛目的地。

这些海岛是靠什么吸引众多的中
国客人在春节期间前往？一些旅行社
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岛游吸引中国春节
客的地方主要来自于环境、特色、服务
等方面。

招数一：特色生态人文环境

“不是雾霾天，就是降温天。国内
一些城市的冬天，带给人的感受并不畅
快。”北京一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说，一
些国人能想到的春节期间最惬意与舒
适的旅行，莫过于在有阳光、海水和沙

滩的地方度过，因而海岛游备受推崇。
在马尔代夫，海就是最大的特色，

纯净，无污染，泡着海水，晒着太阳，其
乐无穷。塞舌尔是印度洋上的一颗明
珠，拥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水、瑰丽
的云彩、梦幻的沙滩、奇异的海椰子、庞
大的陆上巨龟和美丽的珊瑚礁，以及随
时可以亲密接触的一群群鲸鲨。

不过，除海之外，各大海岛更注重
用特色吸引人。

海口市民陈刚去年曾去巴厘岛旅
游，对巴厘岛留下了深刻印象。“巴厘岛
的沙滩和海水并非最好，但它有许多海
岛没有的传统异域风情和宗教文化，我
最喜欢那里的手工雕刻，技艺精湛、风
格独特。”

在韩国济州岛，捕捉所有韩剧浪漫
元素是不可错过的亮点。今年被火爆
预订春节游的斯里兰卡，风景优美，同
时宗教文化、斯里兰卡红茶等特色农产
品等受到关注。

招数二：量身定做优化服务

“在春节期间，一些海岛针对中国

游客推出了不少特色服务，颇受游客欢
迎。”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旅游中心总
经理何鹏介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等地，春节期间均有华人迎新春相关
活动，让中国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
氛；很多酒店针对华人家庭出游，专门
安排亲子房间等，有的甚至还配备了麻
将桌；为更好地服务国际游客，一些海
岛的语言环境不断优化，方便了游客出
游。

目前，春节期间的马尔代夫旅游产
品已经全面上线，携程甚至包下世界首
家水下餐厅，请中国游客吃年夜饭。莉
莉岛、中央格兰德岛、卡尼岛等成为最
受国内游客欢迎的马尔代夫岛屿。

在新加坡，春节期间，唐人街的主
干道将在各式各样的龙形点景中变成
一片五光十色的绚丽世界。与人碰面
便欢欢喜喜地说上一句“恭喜发财”，大
家也会送给你无数美好的新年祝愿。
国际舞狮大会是一大亮点活动，专业的
表演队伍将把中国的舞狮传统演绎得
淋漓尽致。另外新加坡牛车水农历新
年的烟花爆竹燃放值得一看。

招数三：节日价格不会暴涨

在春节期间，一些海岛地区的旅游
价格不会暴涨。据一些旅行社介绍，因
为国际游客多，不少海岛非常注重圣诞
节这一节日，圣诞节期间的旅游价格比
春节期间的旅游价格高。与平时相比，
这些地区春节期间的旅游价格涨幅一
般不超过30%。

对于春节期间的旅游价格，结合其
他海岛地区的情况，何鹏提出，海南旅
游的价格变化应对期太短，不利于旅行
社提前包装旅游产品，建议提前公布春
节期间的旅游价格。

从航空运力方面来看，香港、新加
坡等往往成为一些海岛地区的重要航
空中转地，解决了运力问题，也给游客
在机票价格上带来实惠。业内人士建
议，海南可积极解决旺季旅游时的交通
问题，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海南旅游，
另外要加强对诚信经营的管理，快速处
理曝光信息，以免造成过度曝光。

全球海岛享春节盛宴

各出奇招争抢中国客

本报记者 蔡倩

嘉年华打造舌尖上的琼海

去年的12月27日正是星期六，宁
静的水乡小镇万泉镇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家庭组团、小资一族、旅游爱好体验
者前来深度体验了“览水乡风情 忆美丽
乡愁”的小镇风情，搅动了水乡的一池活
水。

周末到琼海，又有了新玩法、新吃
法。按照“一镇一特色、一镇一味道、一
镇一体验”的模式，“品琼海味道 享幸福
生活”琼海周末小镇游嘉年华系列活动
已陆续在潭门、博鳌、中原、万泉等镇举
行。

潭门的味道，是海的味道：品尝潭门
特色风味小吃，欣赏渔乡好舞蹈好声音
文艺汇演，体验南海渔家传统文化，还可
体验潭门美食及特产选购，品尝潭门南
海爱国海鲜大餐，到工艺品店寻宝购买
海洋旅游工艺品……

博鳌的味道，是时尚的味道；博鳌海
边海的故事酒吧里，不同商家创新式推
出各色菜品让游客惊讶，海鲜与杂粮，原
来还能这么吃！吃罢美食，还可骑行至
美雅村体验乡村公园美景，前往博鳌禅
寺参观巨型千手观音像，深入莫村留客

村感受蔡家老宅的厚重历史。
中原的味道，是南洋的味道：体验中

原镇侨乡婚礼，品尝地道南洋风情婚宴，
丰盛的南洋风味大餐里烩进了华侨们带
回来南洋的人文、建筑、美食等民俗文
化，为游客营造了特殊的南洋华侨文化
氛围。

万泉的味道，是水乡的味道：观看万
泉小镇独有的多河中水庙祭祀活动，聆
听村里老人讲诉万泉河流域田园文化和
元文宗皇帝文化故事，体验海南民间传
统祭祀聚会宴席，到原乡人咖啡馆体验
现场制作鸡屎藤粑仔汤。

多种新奇的味道、新鲜的体验，游客
们简直已经目不暇接、耳不停歇、馋嘴不
停。

琼海味道带旺小镇旅游

此次嘉年华活动带动了小镇人气，
也牵动了游客们的心。“每个周末都期
待，会发现什么新的琼海味道。”来自哈
尔滨的游客叶岚每个周末，都会带上父
母和孩子追逐嘉年华的步伐。

“嘉年华亮出了琼海丰富的旅游元
素，能让游客最短的时间内对它们有更
深的了解。”琼海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嘉年华活动通过“琼海味道”征
集及评选出最具琼海特色和琼海风情的

到琼海必买（旅游商品）、必吃（农家好
厨/渔家好厨风味名吃）、必尝（多样化的
主题吧）、必到（老字号品牌店家）、必游
（特色产业化、基地化村/合作社）等系列
产品。

琼海市副市长孟维华表示，随着琳
琅满目的“琼海味道”的展出，“琼海味
道”的丰富将更多的展现在游客面前，它
不仅是一种吃的味道，还是一种风情，更
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更是多种感味的享
受。游客来到琼海，不是冲着景区而来，
而是冲着琼海的风情、琼海的幸福、琼海
的味道而来。

正如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巡视员陈耀
所说的，“琼海味道应包括三个层面。一
是基本层面，是体现口感的各种美食的
美味；二是拓展层面，是身体感受到的环
境的温馨味，大环境是热带山水田园城
市，中环境是和谐的旅游村镇社区，小环
境是特色的旅游经营点氛围；三是提升
层面，是让心灵感觉到的文化的味道，让
人在其中微醉并产生某种感动的味道。”

陈耀认为，舌尖上的美味、感同身受
的温馨环境之味、令人感动的文化之味
结合起来，游客对琼海的感受才能从舌
尖到心间。通过对美食、旅游商品和旅
游点的评选注入“琼海味道”这种特色地
方文化，已不再是简单的评选，而是旅游
文化的打造。

新常态下旅游目的地魅力

旅游团队散客比实现了从2011年
67：33到2014年29：71的实质性蜕变，
游客人均消费首次高于全省平均，琼海
作为旅游目的地已经成为新的常态。

“品琼海味道 享幸福生活”周末小
镇嘉年华系列活动这一全新营销模式，
让旅游目的地焕发出新的魅力。

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说：“琼海
味道嘉年华活动代表国际旅游岛发展方
向，也代表中外游客新的消费趋向。”

谈及琼海市举办“品琼海味道 享幸
福生活”琼海周末小镇嘉年华活动真谛
和吸引力所在，王健生表示，国际旅游岛
开花 5年，在琼海的结果具有引领作
用。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各行各业的发展
应跟上市场的转型，当前市场已进入散
客化时代、个性化时代、特色化时代、进
入了私人订制时代。该活动是海南旅游
个性化、定制化、精品化、休闲化、新型小
镇化、乡村度假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孟维华介绍，琼海市政府将以“琼
海味道”嘉年华为样板，通过梳理品
牌、完善服务、挖掘内涵，在硬件服务
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创新旅
游服务，为新常态下旅游目的地营造
新魅力。

案例分析

去哪儿+旅游百事通：

资本合作引发的旅游
新商业模式思考

去哪儿投巨资，携手旅游百事通展开资
本合作、线上线下资本联动打翻2014一池春
水、去哪儿数亿投资为哪般、致海外旅业集团
全体同学的一封信、去哪儿携手旅游百事通，
如何讲述020的故事……最近一段时间，关
于去哪儿和旅游百事通资本合作的事情已经
炒到爆棚，一度引发微信朋友圈出现刷屏的
现象。看来，大家对于这次的合作，兴奋者有
之、惊讶者有之、观望者有之、猜测者有之
……

不管怎样，2015年的旅游业，注定要掀
起一场大风浪！

本来仅仅是一次很平常的资本合作，却
因为双方高契合度的互补性逐渐演变成一场
关于旅游新商业模式的更迭！

其实，从今年年初海外旅业集团一系列
雷厉风行的动作来看，其实也符合本次合作
的态势——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线下的海外
旅业集团，终于浮出水面，开始积极地向互联
网靠拢。

作为海外旅业集团旗下品牌之一，旅游
百事通创建于2006年，短短数年已成为中国
线下旅行社中渠道广，结构完善，管控能力强
的连锁旅行社企业；而去哪儿则是行业新贵，
依靠强大的技术基因构建起一个优越的线上
平台，在国内OTA企业中也能进入前三强。

如果说携程网是中国在线旅游企业中最
大的企业，国旅总社是中国线下旅行社中最
大的企业，那么此次去哪儿与旅游百事通的
资本合作，可以说开创了中国第一家真正大
规模操作线上线下旅游业务的020新商业模
式。如果在后续的业务开展中，去哪儿和旅
游百事通采用更为高级的旅行社线上线下金
融模式，也许将成为中国最大的020旅游企
业。

避免合并同类项的尴尬，集中火力吸纳
缺失栏，线上（去哪儿）线下（旅游百事通）携
手的合作之路可能更好！

翻看近一两年来在线旅游企业的动作，
“合并同类项式”的投资此起彼伏，这也直接
导致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
对于移动端的争夺战，各家OTA重金投入，
甚至不惜以亏损的代价换取市场份额。

而此次去哪儿投资旅游百事通，却成功
避开了同类项的尴尬，将线上线下的产业链
进行了有效整合。凭借两家企业各自的优
势，这可能也是去哪儿投资的最具发展潜力
的项目，如果运作的好，数年即可看到成效。

投资也好，合作也罢，为的都是巩固已有
市场，抢占更大地盘，就看手段如何，资源怎
样，能不能有力使到一处来。

可以这么说，去哪儿与旅游百事通的成
功合作，对在线旅企冲击颇大，尤其是站在第
二梯队，还未跻身一线的OTA们，而对线下
旅行社的影响则更加致命！

毕竟，旅游产品以及后续服务具备很强
的特殊性和不稳定性，线上线下协同操作的
模式才符合中国特色，单一主打在线旅游服
务，单品强劲，但是团队出游处于弱势，那是
一条腿走路；单一操作线下旅游产品销售，团
队资源丰富，单品又缺失严重，也是金鸡独
立。只有同时利用线上线下两条腿前进，互
相弥补，经营效果才会更完善。

（中国旅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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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可口的潭门
海鲜里和着更路簿海
洋文化，味道醇厚的

“歌碧欧”里蕴藏了满
满的南洋风情，香甜
适宜的杂粮小吃里伴
着水乡韵远，五色饭
里埋着的是苗家深厚
情谊……

“有一种味道，叫
琼海。”近日，琼海市
举办的“品琼海味道
享幸福生活”周末小
镇嘉年华系列活动，
让来到琼海的游客又
有了新的期待。琼海
作为新常态下的旅游
目的地，又增添了更
多新的魅力。

琼海龙寿洋田野公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情侣在海边拍婚纱照。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全国旅游基础数据库
项目通过初验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由国家旅游局信
息中心组织开发的全国旅游基础数据库建
设项目近日在北京通过初步验收。

专家组听取项目承建单位的项目实施
总结报告和监理单位的监理报告，审阅相关
文档。经质询和讨论，一致认为该系统功
能、性能及进度符合标书和合同要求。基本
实现项目合同所要求的阶段性内容，同意通
过初步验收。

专家组表示，全国旅游基础数据库建设
项目系统功能设置合理，模块架构清晰，基
本完成旅游信息标准体系的建立、系统软硬
件和开发平台搭建、主要应用系统开发（中
国旅游资讯网、旅游认证系统和舆情分析系
统）、数据采集和多模式应用等多项工作。
在对行业数据和互联网数据整合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了基于酒店、旅行社和景区的大数
据分析模型。

全国旅游基础数据库项目是面向全
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基础平台，平台建成运
营后将由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和各地方
旅游局共建、共营、共享、共管，成为旅游
行业大数据应用的有力支撑。

热点聚焦

大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