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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国际旅游特区”
是海南最优选择

■ 王兴斌

3 月中旬以来，海南省提出建
设“中国的旅游特区”，已成为海南
各界、特别是旅游界的热门话题。
多年来笔者一直建议海南“争取类
似香港和韩国济州的自由贸易区政
策”（1992年），“建设国际旅游特区
试验区”（2010年），“海南的最终出
路是建成以旅游服务业为龙头的自
由贸易区”（2013 年）。在推进“一
路一带”战略的今天，笔者对建立海
南国际旅游特区有一点新的思考。

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
精髓是“互联互通”，就是破解地理、
国界、政策等各种藩篱和障碍，促进
和实现信息、交通、资金、商品等方
方面面的“互联互通”，实现区域经
济一体化。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潮流面
前，海南不能错失机遇。海南在建
立以旅游为龙头的生活性服务业为
主导产业的自由贸易区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旅游经济的核心是
人的流动。比起国际贸易、金融、科
技等领域，旅游贸易合作各方互利
的共赢点远大于竞争点，建设“旅游
共同体”、“旅游合作区”、“旅游合作
体”，阻力较小、动力较大。而要实
现最大限度的游客自由流动，设立

“国际旅游特区”是最优的选择、甚
至是唯一的选择。

海南设立旅游特区，最重要的
是立法。笔者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

《海南旅游特区法》，或由国务院颁
布《海南旅游特区管理条例》，并由
海南省人大或政府制订实施细则。

在法规、政策和制度上，主要包
括实行更加开放的出入境政策、进
一步开放航空航权，并扩大国际航
线、扩大免税商品类型和品种以及
产地，对国内外旅客实行更大额度
的离境等十个方面。

参照广东、福建自贸区各有 3
个片区的做法，以三亚为海南国际
旅游特区的试验区，各种政策、措
施、项目、体制机制在三亚先试先
行，接着在海口、琼海和三沙推开。
三亚以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为主导，
海口以商务、文教与文化休闲旅游
为主导，琼海以国际会议展览和医
疗养生为主导，条例成熟时将三沙
开辟为国际海洋生态旅游区，在中
国主权管辖下向国际游客开放，在
全岛形成各有重点与特色的格局，
最终成为欧亚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国际旅游特区。

（中国旅游报）

第一季度
全国旅行社统计
调查情况出炉

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2015年
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情
况。据统计，2015年第一季度全国
旅行社入境旅游外联236.44万人
次、889.40万人天，接待313.75万
人次、1005.56 万人天，同比下降
1.76%、3.19%，0.86%和3.52%。

国内游市场方面，2015年第一
季度全国旅行社国内旅游组织
2039.55 万人次、6453.41 万人天，
接待2370.85万人次、5927.09万人
天 ，同 比 增 长 8.84% 、8.48% 、
10.61%和14.20%。

出境游市场方面，2015年第一
季度全国旅行社出境旅游组织
895.32万人次、4489.77万人天，同
比增长21.38%和20.97%。

旅游、公安、工商三部门
合力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近日，为进一步加强
旅游市场监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消
费者合法权益，国家旅游局、公安部、工商总局在
京联合召开治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
议，并确定了“不合理低价”、违法“一日游”等扰
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是今年治理旅游市场秩
序的重点。

会议指出，依法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是旅游、
公安、工商三部门的共同责任。“不合理低价”、违
法“一日游”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是今年
治理旅游市场秩序的重点，按照“政府主导、属地
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旅游市场乱象。

《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今年将出台

据《北京晚报》报道，老年游市场近几年的红
火直接催生了非旅行社经营旅游业务。为规范
老年旅游市场，目前中国旅行社协会正在起草全
国性的《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最迟今年年底前出
台。

目前国内的老年游市场并不规范，上海、广
州等地有各自针对老人旅游的地方性服务规范，
但是国家层面的还没有出台。目前中国旅行社
协会正在起草全国性的《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最
迟今年年底前出台，到时也会申请国家标准，这
样一来我国的老年旅游也将有“国标”可以参考。

海航入股南非商务航空
推进中非旅游合作

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南非商务航空集团
（Comair Limited）发布股权变更公告，南非商
务航空股东Thelo Aviation Consortium 出
售其全部股份，海航集团旗下荷兰的全资子公司
购入南非商务航空6.2%的股份。

众所周知，非洲大陆风光旖旎，近年来我国
出境游旅客数量不断高速增长，南非商务航空集
团与海航集团利用各自旗下旅游板块优势，为我
国出境赴非洲旅游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游行休闲
服务亦可成为此次入股带来的合作机遇。

印尼多地对中国游客
实施免签政策

据新民网报道，印度尼西亚将已从6月10
日起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游客仅需凭本人护照
（6个月有效期以上）在机场入境工作人员处排
队敲入境章即可，免去了办理签证和收费的繁冗
拥挤流程。 也就是说，最受中国游客青睐的海
岛目的地之一的巴厘岛，将同济州岛、毛里求斯、
塞班等一样，进入免签时代。

若在韩旅游时感染MERS
将获3000美元补偿

据中新网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近日发
表了“MERS应对和旅游业界支援方案”，为在
韩旅游的外国游客的不安心理，从本月22日起，
若在韩旅游期间被诊断为MERS确诊患者，将
向其提供3000美元的旅行经费和治疗费等补
偿。

据报道，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6月15日发
表了“MERS应对和旅游业界支援方案”，决定
以在旅游业和酒店业等在《观光振兴法》上被列
为旅游业者的17个行业为对象，提供720亿韩
元的特别融资。

此外，从本月22日起，若在韩国旅游期间被
诊断为确诊患者，将向其提供3000美元的旅行
经费和治疗费等补偿。

（符辑）

“海南岛这次带给我的完全是一
种全新的感觉，当年谁都想像不到会
有现在的发展。”曾在任职国家旅游局
期间负责筹办过在亚龙湾举办的

“1996中国休闲度假游开幕式的”中
国亚洲旅游交流中心主任李建平，用

“久违了，海南”作为参加“商务＋休
闲”海南（香港）会奖旅游推介会的开
场白。

19年后，已有22家国际知名酒店管
理集团、38个饭店品牌进驻海南，海口西
海岸，三亚亚龙湾、海棠湾，琼海博鳌，万
宁神州半岛等已经成为中国高星级度假
酒店最密集的区域，海南已经成为国内
最知名的会奖目的地及旅游度假目的
地！

“在发展会议会展旅游方面，琼
港目标相同，各有特色，双方可以更

好地共同借鉴、合作。”李建平建议，
拥有一流自然环境和度假酒店资源
的海南，应该更好地借鉴学习香港
在会展业方面的成熟经验。“海南需
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及相关配套设
施，增加会奖旅游的附加值。”李建
平说。

推介会上，省旅游委党组书记孙
颖说，借助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所发挥

的品牌效应，一批国际性的、全国性
的大型展会、论坛纷纷在海南落地，
会展业已经成为拉动海南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成为国际旅游岛建设重要
一环。“琼港仅1小时空中航程，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为海南发展商务休
闲、会奖旅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相
信琼港携手能够为双方创造更多商
机，实现共赢。”孙颖表示。

海南岛拥有一流的生态旅游环境
还有一大批一流的国际品牌酒店——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Hello，大家好，我是吴卓羲，欢迎
大家参加海南旅游推介会。”当吴卓羲出
现在6月12日上午举办的“海南岛旅游
新感觉——‘美丽海南 丝路之旅’海南
（香港）旅游新产品推介会上时，令不少
参会嘉宾大感意外，参会的20余家港媒
更是一阵激动，临时准备起采访提纲。

2013年在香港大热的电视剧《冲
上云霄2》里，吴卓羲饰演剧中一位飞机
机师。“作为一部讲航空业内人士故事
的电视剧，漂亮的风景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摄制组先后前往英国、法国等地取
外景，国内只选择了一个城市，那就是
海南三亚。”专程从大陆的拍摄地飞回
香港参加海南推介会的吴卓羲至今仍
记得，当时的拍摄地是海棠湾一家酒
店，海边的沙滩很棒，日出很迷人，酒店
设施很好。“海南这样的酒店其实非常
多哦，据说全球最棒最好的酒店，在海
南都能找到！”

“有空的时候，大家要多出去走走，
坐我‘开’的飞机，到海南去三亚看看
吧！”推介会结束后，站在海南推介会展
牌前，吴卓羲摆出各种造型为海南旅游

代言。
“海南的旅游推介会好有创意，明

天香港的媒体不但会在财经版块报道
这个推介会，而且还会在娱乐版报道吴
卓羲，而吴卓羲今天说的又是海南岛，这
样的宣传效果太强大了！”推介会结束
后，香港不少媒体记者聚在一起评价道。

6月13日，吴卓羲站在“海南欢迎
您”展板前的照片，果然被放在娱乐版
的醒目位置甚至头条。美丽的海南岛，
又以另一种方式走进香港人的心中
——他们会再次想起，原来剧中那个漂
亮的酒店，就在海南岛！

明星站台，事件营销，吸引眼球，引爆市场——

吴卓羲“开飞机”，带香港人游海南

商务
休闲

海南会奖旅游
擦亮金字招牌

刚刚在香港国际会展中心闭幕的第29届香港国际旅游展，专
程组团参会的海南省旅游代表团可谓阵容强大——

省旅游景区协会、省旅游饭店协会、省旅行社协会三大行业
协会由会长、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带队，由各旅游企业老总、销售总
监等组成90余人的代表团；

参会企业包括南山、大小洞天、呀诺达等5A、4A级旅游景区近
十家，美高梅、艾美、万豪等十余家知名高星级度假酒店，以及豪阳、
康泰、南海假日、航空国旅等近十家岛内龙头旅行社。

“吸引我们的当然是香港这个大市场，但更多还是冲着今年
香港旅展主推会奖旅游、婚庆旅游而来，这是海南的优势，更是未
来发展趋势！”参会老总们目标明确，有备而来。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早在2004年就在国内开创出“一
程多站”旅游新模式的琼港两地，对于
两地的资源和优势互补早有认同。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
心，而海南是一个休闲、度假胜地，琼
港资源、优势互补性非常强。”省旅游
饭店协会会长张会发说，琼港旅游业
界都非常看好两地的合作，而海南12

家高星级酒店更为香港市场度身打造
港人专享度假产品。“我们在香港媒体
上进行了整体宣传推广，效果应该不
错，无论是促销力度还是产品设置，都
大大超出了香港游客的预期。”

作为海南会奖旅游重镇，三亚旅
游委调研员唐嗣铣如数家珍地对三亚
的会奖资源、会奖酒店、会奖企业、会

奖产品一一阐述，并表示三亚正围绕
旅游资源、气候资源、高尔夫资源等特
色资源，发展以旅游、邮轮游艇、低空
旅游和高尔夫等为主题的会奖产品，
希望推动三亚会奖旅游向市场化、专
业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成为三亚聚
人气、展形象、扩影响、增效益的重要
产业载体。

“会奖旅游将是海南旅游提质增
效的重要突破口，会奖旅游不但对旅
游产业有巨大带动作用，更能够对一
座城市的发展要素进行高效整合，达
到效益的最大化。”孙颖表示，将更好
地发挥海南会奖旅游“商务+休闲”的
优势，使其真正成为海南旅游的一张
金字招牌。

拥有两大卖点、优势明显的海南
会奖旅游，在香港市场的确获得很高
认可度。

在参会香港国际旅展和举办海南
专项推介会的间隙，省旅游委专程拜
访了拥有万名职员的中国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听完海南的酒店旅游资源
介绍后，中国银行（香港）公司相关负
责人当即就表示，要考虑将该行今年
的员工内部奖励放在海南岛。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甚至建议公司工会负责
人，应该考虑将退休人员的活动放到
海南岛，一来方便，空中行程仅半小
时；再就是海南生态环境好，酒店设施
好，非常适合休闲度假。

“未来我们可以考虑在高端会员
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中国银行（香
港）公司相关负责人坦言，银行其实一
直都在为自己的高端客户寻找性价
比、体验度更好的产品，而海南的休闲

度假产品就非常适合推荐给那些客
户。“我们会马上推出一批专门针对员
工会奖、会员回馈等方面的主题旅游
产品，与香港金融界开展更多的合
作。”孙颖表示，会推选海南岛最优秀
的旅行社，打包海南最好的休闲度假
产品专供香港金融界，希望与香港金
融界开展更多合作。

工商界人士云集的全港各区工商
联，是省旅游委在港拜访的另一个重要

合作伙伴。其实，不少香港工商界人士
早已是海南常客。交流会上，这些商界
人士对海南岛的高尔夫球场、度假酒店
等都了然于胸，但提到会奖旅游，不少
商界人士还是坦言“没想到”。“我们过
去都是自己到海南休闲度假，听了你们
的介绍，其实到海南做员工会奖、公司
会议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香港工商界
人士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海南岛，尤其
是及时了解海南的会奖市场情况。

借鉴香港会奖经验

“商务+休闲”凸显海南优势

精准营销寻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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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演员吴卓羲在海南新产
品推介会上推介海南旅游。

海南得天独厚的资源对国内外的商务人士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