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蔡倩

城里人爱往村里钻、田间地头的小
车排起长队，让节假日后重返办公室的
人们津津乐道的不再是去了哪些景区，
而是在哪个乡村绿道骑行、钓鱼赏花摘
瓜果，到哪个农家乐吃过农家饭……目
前，到乡间田野享受度假闲情，已经成
为海南旅游界的新时尚。

由以往旅游市场的“配菜”升级为
“招牌菜”，我省乡村旅游展现出迅猛发
展势头。在把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成
为游客度假天堂和百姓幸福家园的大
背景下，乡村游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

乡村游缘何异军突起，从旅游界配
角逆袭为主角？我省乡村游具备哪些
优势与特点？海南乡村游有哪些成功
模式？带着这些疑问，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了我省旅游专家与业内人士。

乡村游异军突起

椰林婆娑，绿茵如毯，稻香清雅，路
边鸟鸣啾啾，耕牛悠悠行走……这是海
南的农村，是海南旅游发展的广阔腹
地。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小长假我省
乡村游火爆情况更甚往年。海口火山
泉休闲农庄、三亚槟榔河村、儋州峨蔓
镇盐丁村、琼海的北仍村、临高县的溪
尾村、文昌的八门湾和葫芦村等乡村旅
游点，每天游客络绎不绝。

每逢节假日，海口市民周女士都会
带上家人，驱车到乡村游玩几天。她
说：“上周，我们到海口火山泉休闲农庄
游玩，儿子和丈夫钓了几条鱼，一家人
在农家乐吃了农家饭。”如今，像周女士
一样热衷在周末走村串乡的都市人群
越来越多。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陈
杨乐表示，业内把乡村游的发展分成三

个时代，一是吃农家饭时代，
二是干农家活时代，三是

乡 村 度 假

时代。他认为，相对内地许多城市而
言，拥有环境和气候上的天然优势是海
南乡村游的独特优势。因此，跳过“吃
饭”和“干活”的时代，发展有海南特色
的乡村度假游才会对岛外游客形成强
大吸引力。

陈杨乐的见解，和我省各市县相关
旅游主管部门“英雄所见略同”。如今，
我省各地正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打
造各自特色的乡村游产品。

据介绍，目前，我省已经开发出了
一系列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富有品位
的乡村旅游产品，如琼中什寒村的黎苗
文化、文昌龙泉乡园的南洋文化、琼海
七星伴月景区的传统风俗文化、三亚小
鱼温泉景区等。陈杨乐表示，融地方文
化、民俗为一体的精品乡村旅游产品已
经成为海南乡村游的“杀手锏”。

从旅游“配菜”到“招牌菜”

长期以来，海南利用热带海岛优
势，在滨海旅游方面已经先行一步。
而近年来，随着休假制度的调整，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转变，
乡村游开始异军突起，成为受人们青
睐的一种旅游方式。走在国内旅游行
业前列的海南，也逐步开始把乡村游
作为“主菜”来经营。2013年，《海南省
乡村旅游总体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对
全省乡村旅游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建
设，把乡村度假旅游提升到与海洋旅
游、文化旅游并列的海南未来三大旅
游产品。

“目前乡村旅游形势大好，这是一
个良好开局。”在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
看来，近年来，海南逐渐改变传统的乡
村旅游模式，努力打造乡村旅游新业
态，一批市县也依靠新型乡村旅游的打
造，摇身成为海南旅游的新星。

与此同时，许多旅游企业和投资者
看好乡村旅游的巨大潜力，纷纷加大相
关投资，开发出新的乡村旅游景点。今
年，在三亚、万宁、琼海等地绽放的大片
花海，就是一个崭新的旅游产品。

“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我感觉大
家对农村市场越来越青睐。纯朴、天
然、有故事的传统文化是农村的优势，

我们有信心把更好的乡村旅游产品呈
现给游客。”琼海农厨好味农家乐老板
符元龙告诉记者。

日前，海南省乡村旅游联盟成立筹
备会在海口召开。与会者提出，联盟要
以“互联网+乡村旅游”的模式，从市场
推广着手，以一体化旅游产品促进海南
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参会企业还表示，
希望联盟成为旅游企业与政府沟通的
桥梁，共同实现将海南建设成为“休闲
天堂”的目标。

“乡愁是乡村游的灵魂”

“乡村游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游逆袭成功的
最主要原因。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一种
乡愁情怀，身在城市，心系家乡。乡村
游不仅让人看到风景画，更让人看到情
感风俗画卷。”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
会长王健生表示。

“要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仍然需
要改变观念。”王健生表示，发展乡村旅
游，要注重将当地环境、文化、生产生活
方式等转变为旅游元素，乡愁才是乡村
游的灵魂。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
旅游优势，是一个四季都可以游玩的地
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城镇化建
设中，在全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资
源。”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国家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
任李铁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发展旅
游业，不一定都是建设星级酒店。通过
发展各式各样的乡村旅游，可以降低海
南本地农民进入城镇的发展成本，为他
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城镇化进入
良性轨道。

李铁认为，海南发展乡村游，以
产业支撑了农村的城镇化，将“三农”
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国际旅游岛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为旅游特区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海南应该
好好总结、加强研究，形成一
套符合本地实际的很好
的城镇化思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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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倩

“味道不错，有一种农村老家的
味道。”近期，从北京回来度假的琼
海居民刘江夫妇一边品尝北仍村乡
愁味道农家乐的饭菜，一边欣赏着
村里的美景。从普通的一个村庄到
一个文明生态村，再升级为一个新
的旅游目的地，短短的时间里，琼海
市嘉积镇官塘村委会北仍村发生了
巨变。

自去年5月开始打造，不到一年
的时间，北仍村开始成为我省旅游新
宠，每天接待游客3000人次。在如今
散客化的旅游趋势下，拥有完善的公
共服务设施并大打“乡愁”牌的北仍

村，不能不说是海南乡村休闲旅游的
一个典范。

北仍村是琼海市嘉积镇官塘村委
会8个村民小组中的一个，距离市区8

公里，有48户农家158人。这里风景
如画，民风淳朴，毗邻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官塘温泉休闲度假区和白石岭风
景区等景点。

北仍村的成功，在于政府对其原
有风土人情及风貌的保留。“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三个标
准，在北仍村的打造中得到了充分体
现。”据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李昭良介
绍，2013年，北仍村在“三不一就”（不
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新
型城镇化原则指引下，邀请清华大学
设计院的专家对村中布局进行了规
划。如今，北仍村在保护绿色生态环
境和保持原汁原味的特色村庄的同
时，成功建成了骑行绿道、乡愁味道农
家乐、草寮咖啡屋等一批景点，吸引了
络绎不绝的市民和游客。

在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
看来，以市场为导向，是北仍村获得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北仍村是官塘温
泉度假区依托型的乡村旅游点。这里
地处观塘温泉度假区，可以抓住度假
区的常住客市场，又临近东线高速路，
可以吸引众多散客。

北仍村成功的地方，还在于整
村推进的改造方式，而非只是在村
里开一两家农家乐。王健生指出，
琼海将北仍村整个村子都打造成了
一个景区，充分体现了旅游富民，每
个村民都参与到村庄的旅游发展中
来。

“五一”后
国内游迎来小淡季
酒店价降6成 机票白菜价

据《广州日报》消息，随着“五一”小长假结束，
在6月暑期档到来之前，国内旅游市场将迎来小
淡季。记者从业内获悉，“小淡季”期间部分旅游
景区酒店价格下降幅度可达六成，而部分线路的
机票价格再现“白菜价”。

旅游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五一”节后到6
月期间是国内旅游市场的传统淡季，外出游玩的
交通及住宿价格都相对实惠。

据了解，目前，国内主要景区酒店价格纷纷回
落至正常水平，其中部分旅游景区酒店价格下降
明显，个别地区的酒店比“五一”期间便宜六成，如
澳门地区酒店的平均价格在“五一”后降幅高达
50%以上，从3800元左右跌至约1600元。其他
旅游城市如杭州、青岛、厦门等城市酒店价格也均
有所下调，而三亚的酒店价格则依旧维持较高水
平，星级酒店的平均价格为1100元左右。

随着旅游热度降温，“五一”节后各地始发至
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也纷纷跳水。

根据携程机票预订数据显示，节后各地始发
至丽江、三亚、昆明等城市的机票预订量较“五一”
期间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五成；许多国内一线城市
到景区的机票价格下降明显，许多路线出现“白菜
价”机票，如哈尔滨到满洲里的机票最低只需49
元，青岛到北京、上海到长沙的最低票价也都在
200元以内。

但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往返线
路由于商务出行客流量较大，依旧维持较高热度。

业内人士提醒，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20
日，届时高考结束，许多学校暑假也将开始，旅游
市场将进入暑期旺季，机票及酒店的价格都预计
会有较大涨幅。因此，建议有外出游玩计划的旅
客，最好在五六月间错峰出行，不仅能避免景区人
山人海的拥堵情况，费用至少也能比7月出发便
宜一两千元。

倒贴钱的竞争
不会长久

■ 林春浩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湖南省
旅游饭店协会日前发表声明称，去哪
儿网在没有得到相关酒店任何许可的
前提下，单方面实行客房五折促销，属
单方恶意违规行为。去哪儿网回应
称这是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还将进
一步加大酒店促销力度。为此，去哪
儿网遭到湖南200多家酒店断供。

一直以来，当互联网+产品或服
务时，人们总会对其廉价产生较高的
期望值。实际上，互联网正凭借渠道
的虚拟性，直接省掉大量实体店面的
租金和日益增长的人员工资压力，不
断地蚕食实体企业线下门店的市场
份额。可以说，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
企业正是依靠低价策略横空出世，并
不断吸引客流量的，而且，不少实体
旅游机构在旅游淡季时，也从中享受
到了不少好处。

如今，去哪儿网之所以遭到强力
抵制，关键并不在于打折，而在于打
的折扣偏低，影响到旅游机构的既定
价格策略执行，假如打个九八折或八
五折，估计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尴尬
局面了。

当然，去哪儿网这种恶意违规并
不能直接给相关酒店造成经济损失，
否则，它将面临诉讼的风险。从报道
中不难看出，去哪儿网这种低价促销
的方式，不仅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
而且还得贴钱。实际上，不仅去哪儿
网如此，整个在线旅行社行业基本都
因价格战而受伤过。据报道，2014年
在线旅游网站净利润进一步下滑。
去哪儿网去年亏损18.5亿元，艺龙亏
损 2.7 亿元，仅有携程盈利 2.4 亿元。
不难看出，在线旅游企业目前仍处于
大量烧钱跑马圈地抢市场份额的阶
段。但是，价格战特别是严重牺牲利
润的竞争方式，根本无法长久持续，
资金链较弱者，往往会因此倒闭，而
且，还会严重扰乱旅游企业的价格策
略，进而影响到企业长远利益。

那么，去哪儿网等在线旅游企业
应该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和线下旅行
社合作，渐渐走出价格战窘境，实现
多方共赢呢？笔者认为，这必须依靠
整个行业通力合作。

首先，去哪儿网等网站不妨建立
在线旅行社联盟，通过联盟的方式，
统一让价格回归理性，先保证整个行
业获得适当的利润空间。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可以制定一些行业自律
公约，尽量杜绝恶性竞争，确保行业
健康发展。

其次，在线旅行社不妨试图将竞
争的焦点转向产品介绍和售后服务，
为旅行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多组织
互动活动。

最后，在线旅行社在旅游淡季
时，也可以按照部分线下旅游机构的
需求，适当以较低折扣出售旅游产
品，但要充分保证服务质量，而且要
保持较低的比例，不能大面积降价促
销，更不能以损害自身利润的形式，
引起行业新一轮恶性价格竞争。

（中国旅游报）

琼海北仍村：

动人“乡愁”引客来

游客在琼海北仍村游玩。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琼中县红毛镇牙寒村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国家旅游局将集中受理
全国旅游违法案件举报

据新华社消息，针对“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
物消费”事件暴露出来的国内旅游市场秩序问题，
国家旅游局日前宣布面向全国，集中受理旅游市
场违法违规案件举报，以遏制国内旅游市场乱象。

国家旅游局日前通报指出，近期云南接连出
现“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消费”事件，暴露出全
国旅游市场存在的秩序混乱问题。为坚决打击违
法违规行为，遏制国内旅游市场乱象，营造良好的
旅游市场秩序，国家旅游局从5月9日起，面向全
国集中受理旅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举报。国家旅
游局将及时梳理分析、调查核实、依法依规处理，
做到件件有着落。

据悉，国家旅游局集中受理的举报形式，包括
在线和信函举报两种形式。旅游消费者登录国家
旅游局官方网站，点击“我要举报”专栏，按要求填
写相关举报信息即可。信函举报直接邮寄至北京
市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的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

国家旅游局提示公众，举报材料要列明举报
人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被举报对象及举报
事由，旅游合同、发票、行程单、线路广告、照片、录
音、录像等有关的证据材料。国家旅游局将独立
或与其他部门、地方旅游委员会或旅游局联合依
法依规处理举报，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类举报案件
处理情况。

中国游客增速第一

迪拜“备战”中国土豪

据《第一财经日报》消息，5月9日，中国土豪
公司组织6500人游法国订下140家酒店的举动
震动了欧洲。然而，向世界出发的中国土豪大军，
远不只是欧洲。

迪拜会奖局总监雅各布森告诉记者，2014年
4月，迪拜接待了如新中国14500名成员组成的
奖励旅游团，这是创纪录的一次接待，也轰动了整
个迪拜。他说，根据目前签订的合同，如新中国在
2016年还将组织大约1600名员工再来迪拜奖励
性旅游。

根据雅各布森提供的数据，2014年，来迪拜
旅游的中国人增长了25%，是增速最快的国家，
中国已成为迪拜第五大游客来源国。“在迪拜的购
物中心，你会看到很多中国人，他们购物的频率很
高并热衷于购买高质量的商品。”他说。

（徐辑）

一季度国内旅游直接
投资同比增长35%

据《北京商报》消息，来自国家旅
游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旅游直接投资
1065亿元，同比增长35%，而同期我
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3.5%，旅游
高出21%。

数据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情况下，中国旅游业表现出良好态
势，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亮点，特别
是旅游投资强劲增长，是国内投资增
长强劲为数不多的主要领域。

去年，我国旅游直接投资7053亿
元，同比增长32%，高于同期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的15%。今年一季度旅
游直接投资 1065 亿元，同比增长
35%，而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为13.5%，旅游高出21%。近几年民
营资本投资旅游业快速增长，是整个
旅游投资中的主力军。今年一季度，
全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业达621亿
元，占全国旅游直接投资58%，全国
在建的162个百亿以上投资的旅游大
项目，基本上都是民营资本投入，在
经济新常态下，民营资本对拉动旅游
投资的作用明显，而且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