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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旅游发展新路径：
“旅游+互联网金融” 打造特色产品、加强宣传营销、

启动区域合作

旅行社出招
抢抓出岛游商机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暑假马上到了，新一轮的旅游旺季即将拉
开大幕。在这一轮旅游旺季中，不但海南成为
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周刊》记者从我
省多家从事组团业务的旅行社获悉，海南人出
岛游的意愿也相当强烈，多条国内国际热门旅
游线路7月份的名额已经爆满。“近几年来海南
出岛游市场渐涨。”海南某国际旅行社负责人
说，2012年海南的人均GDP就超过了5000美
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作为知名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几年前海
南岛内的众多旅行社以从事地接服务为主。但
是，近年来随着新《旅游法》的实施、散客时代的
到来，我省众多旅行社也纷纷谋求转型升级，面
对新涌现出来的组团商机，各大旅行社也纷纷
出招抢抓业务机遇，成功地分到了新市场的一
份蛋糕。

加强营销吸引客源

由于海南95%的客源来自岛外，所以岛内
众多旅行社多将营销重点放在了岛外，而本岛
市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我省众多旅游企业所
忽略。“海南人游海南升温”、“海南人游海南成
旅游市场主力军”、“海南本地人游海南活
跃”……翻阅近几年来黄金周假期各大媒体关
于旅游的报道，省旅游部门和统计部门提供的
接待本省游客的数据一年比一年“高”。这些数
据表示，海南人的出游意愿已日趋强烈，海南迎
来了大众旅游休闲时代。

连日来，《旅游周刊》记者驱车在海口南
沙、国贸、国兴等路段一些中高档住宅区走访
时看到，岛内一些旅行社推出的台湾、新加
坡、泰国等出岛游产品的广告现身电梯间。

“看完了岛内自然就会把旅游目标放在更远
的岛外。”有旅行社负责人说，在这种大趋势
下，岛内一些经营组团业务的旅行社营销的

“风向标”也开始转变，“我们旅行社除了在岛
内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投放广告外，还在
QQ、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加大了广告投放
的力度，此外还在海口一些大型中高档的住
宅区、写字楼的 LED、电梯里投放了许多广
告，希望借此吸引客源。”

特色产品勾住客源

有特色的新颖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往往能
“勾”住游客的心。《旅游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针对游客“求新”的心理，海南部分旅行社
借助手中的资源，开发了一些新的出岛游线路，
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如某旅行社，从去年底开
始就独家开通了柬埔寨吴哥名胜古迹游线路，
非常红火。还有一家旅行社，在今年9月份又
将要新开通南非旅游线路。“不用出岛就有机会
参团到非洲大草原去看看，那还真是件好事。”
海口市民冯小姐听到这个讯息，连连点赞。

除了新奇外，选择出岛游的大部分岛内游
客对于旅游产品和线路的特色及品质也相当关
注。某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该旅行社在旅游
产品的设计上不再去做价格战，而是在服务上
做升级，“让我们的老客户真实地感受到产品的

‘优点’，价格不变服务提升，因为光有线路没有
品质吸引不了回头客。”《旅游周刊》记者了解
到，许多旅行社在市场稍微冷清的时候都加强
了对业务人员培训，在服务品质上下足了功
夫。“我们希望在质量上让客人更加满意，让他
们对旅游留下美好的回忆，以此增加更多的回
头客来参与其他线路的旅游。”某旅行社相关负
责人如是期许。

此外，《旅游周刊》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今年岛内一些旅行社在出岛游产品的设计上更
加细致，更加针对海南市场。某旅行社相关负
责人告诉《旅游周刊》记者，往年做了很多产品，
但经过市场实践，发现海南人对海岛旅游产品
如马尔代夫、巴里岛等不太感兴趣，因为产品的
差异性不大，所以旅行社在产品和线路的设计
中有意识地避开了海岛、度假型的产品，设计的
重点内容放在了非滨海型旅游目的地的文化、
城市面貌、生活方式等方面，“我们在产品中更
加注重引导客人去感受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去
享受更好的旅游体验。”

跨域合作圈住客源

为了抓住出岛游组团商机，除了在宣传和
产品上下功夫外，岛内多家旅行社还开始玩起
了“跨域”。

《旅游周刊》记者了解到，这种“跨域”目前
分为两种，一种是跨行业合作，一种是跨区域合
作。岛内一些旅行社在持续推出常规产品的同
时，还联合了不同行业的商家推出针对对方会
员客户的优惠产品，比如一些银行的金卡客户、
部分连锁汽车品牌的车主，就可以凭等级享受
到部分旅行社的与其老客户一样的折扣产品。
还有一些旅行社与华南区的比如广东地区大的
批发商进行联动，因为广东的旅游企业手中有
更多的资源可以投放到海南市场，并且可以通
过广州这个口岸中转到世界各地。“我们希望通
过跨域合作，引导海南的出岛游市场向更好的
方向发展。”某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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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中
国商业语境下，互
联网金融正在成
为一门显学。海
南传统旅游行业
不断触网，随着省
旅游委与工商银
行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海南旅
游业开始融合互
联网金融，意欲借
此推动旅游业提
质增效。

携手互联网
金融，海南旅游业
本身会发生什么
化学变化，有着哪
些广阔的想象空
间？《旅游周刊》记
者通过采访业内
专家，试图为海南
旅游+互联网金
融这个新概念绘
出一个清晣的轮
廓。

新机遇：
“互联网+”渠道多样化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海南旅游企
业实施“互联网+”战略可以选择的渠道
越来越多样化，不管是淘宝“去啊”，还是
携程网、途牛网，都不是唯一的垄断入
口，海南旅游委近期重磅出击，选择携手
工商银行的融e购平台，积极打造海南旅
游商城。

“旅游委将对登录融e购海南旅游商
城的企业进行筛选，通过这一平台全面助
推海南一批优秀旅游企业和优质旅游产
品更好地走向市场，带动和引导更多旅游
企业走品牌化道路，更好地促进行业自
律。”省旅游委党组书记孙颖表示。

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
来，海南旅游消费总量连续多年增幅均在
17%以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依然存在
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尚未充
分利用，游客人均消费偏低，旅游消费层
次较低，高端游客比重较小，旅游企业规
模普遍“小、散、弱、差”，缺乏有明显规模
优势的龙头企业。

作为银行系电商的佼佼者，融e购区
别于大众电商平台，坚持“名商、名品、名
店”的经营宗旨，利用银行信誉为商家提
供背书，打造一个良好信誉的经营平台，
这个经营理念与海南旅游业打造龙头企
业想法不谋而和。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会发
认为，银行拥有大量高端客户，在银行后
台沉淀着价值惊人积分，这些资源如果能
很好地与海南旅游相嫁接，可以实现对一
些高端旅游客户的精准营销，带动海南旅
游市场的发展。

“确切来说，海南旅游迎来两大高端
旅游市场开拓的机会：大集团采购推动的
会展旅游产品和银行VIP客户为主的家
庭个性化旅游产品。”海南省旅游协会秘
书长王健生说。

据了解，省内已有近百家旅游景区、
酒店、旅行社企业意欲入驻融e购海南旅
游商城，这些企业待行业协会审批通过
后，将于本月26号登录融e购商城。

新产品：
基于便捷支付的创新

旅游+互联网金融的合作模式受
到业内的热捧，但作为新生业态——
旅游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对很多人来说
还是有点陌生和抽象。

“旅游+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支
付环节带来的便捷，把旅游产品、支
付、保险等内嵌在人们的购物、吃饭、
游玩等旅游行为中，推动旅游产品创
新。”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电子银行部
负责人认为。

目前，携程、去哪儿、同程等一些
在线旅游企业也在积极推动旅游+互
联网金融，通过推出“程涨宝”、“旅游
宝”等金融服务重塑旅游产品。以“旅
游宝”为例，消费者用余额宝购买淘宝
旅行的产品后，钱可以继续冻结在余
额宝账户中，一直到“确认收货”之前，
都可以享受余额宝收益。而此前支付
宝在韩国试行海外退税绑定服务，则
是通过支付宝等金融工具，游客购物
退税手续变得更简单，让旅游更便
捷。这一系列基于便捷金融创新的旅
游产品的推出，为旅游+互联网金融
的落地提供了可能路径。

新推力：
资本助力旅企壮大

作为互联网旅游企业的代表，海
南酷秀较早发现互联网+旅游的商
机，抢占了海南旅游电子门票市场，但
却因为一直轻资产运行而无法获得银
行融资。有海南的银行很早接触海南
酷秀，详细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认为
公司成长性较好，却因为公司没能提
供足值抵押物，贷款审批无法通过。
最近，海口市政府为酷秀提供了融资
担保，酷秀才顺利从建行获得3000万
贷款。酷秀的融资过程遇到的问题是
海南旅游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亟待
破解。

“旅游企业进驻融e购商城后，银
行基于商家的订单、付款记录的大数
据，可以为企业提供无抵押的融资支
持，解决海南旅游企业融资难题。”工
商银行海南省分行电子银行部负责人
说，同时，工行可以提供全方位金融服
务，包括清算、信贷，以及一些证券化
的服务，帮助旅游企业发展壮大。

这种基于电商企业交易流程的互
联化以及互联网支付工具的应用，实

现传统金融服务无法做到的低成本风险监控，
旅游与互联网金融的通道便打通了。

值得关注的是，海南旅游委正在筹划将海
南旅游产业发展基金更多引导至有成长性的
海南旅游企业。相比于银行等间接融资渠道，
产业基金对企业扶持更加直接，在企业报表中
体现出来不再是负债，而是资产，企业不需要
支付资金使用利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
的财务成本压力，助力企业成长。

“海南旅游产业携手互联网金融，这是一
次跨业、跨界的合作，将会推出海南旅游企业
跨越式发展。但是，海南旅游企业在这个过程
中必须不断弥补管理、运营能力方面的短板。”
王健生建议。

互联网、金融和旅游的结合将大大
改变人们的旅行体验。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在我国旅游细分市场中，家庭游成
为一股新生的力量，爆发出强大的市场
潜力让许多人士所惊叹。去哪儿网曾
发布的亲子游调查报告显示，96.39%的
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旅行，近7成家长
计划在孩子0-5岁时就开始带孩子去
旅行，休闲度假游成为多数家长最喜欢
选择的家庭游方式。

今年的父亲节正处端午节小长假
期间。双节巧遇，端午节也迎来了孝心
游、亲子游的出游高峰，家庭游市场的
竞争已悄然开始。然而，面对巨大的家
庭游市场，如何做大做强，成为我省旅
游行业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家庭游市场不缺金主

走进亚龙湾区域内的酒店，随处可
见陪伴孩子出游的家长，“带着宝贝来
三亚”已日渐成为一种生活时尚。

“家庭市场我们很早就关注了，为
更好地让孩子们在酒店玩得开心，今年
六一前我们新建室内儿童乐园，分三个
年龄段为孩子们提供不同类型的游乐
设施，让孩子和大人们乐享假期。”亚龙
湾某负责人说。

三亚某酒店负责人认为，亲子游的
快速崛起，离不开系列利好因素的支
持。近年来休闲旅游快速发展，居民消
费能力增长，涉旅商家回归理性，开发
系列适销对路的家庭产品，以家庭为单
位的旅游消费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其
次，《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了》等一
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子类节目盛
行，引领亲子类产品逐渐成为热门之
选，网络预订平台技术日益成熟，移动
互联网迅猛发展，为个性化的亲子游发
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价钱不是问题，住得安全舒适、玩

得尽兴、出行方便更重要。在挑选线路
时，我们更注重‘孩子能否收获不一样
的成长经历’。”“辣妈”朱绛的观点代表
了许多“80后”父母的心声。

去哪儿网发布的《2014暑期亲子出
游意愿调研报告》显示，女性是决定亲
子出游的主力人群，“80后”年轻父母带
子女出游意愿尤为强烈。消费者在带
子女出游时“更要求品质”，而且“更舍
得花钱”。调查人群中，32%的家庭游

人均消费为“3000元至5000元”，接受
5000元以上出游预算的家长约占
20%。在关于“亲子游类型”的选择上，
6成家长投票给海岛游。

家庭游仍处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虽然我省家庭游市场需求异
常火爆，但整体仍然处在自我发展、无
规划的状态。

大地风景国际咨询集团旅游研究
院的专家认为，目前旅行社及其他相关
旅游配套供应商的主导作用并未完全
发挥出来，缺乏专门针对家庭旅游市场
研发的产品，只是在特定时段为迎合市
场需求推出一些较为“粗糙”的旅游线
路，与父母所期待的旅行效果存在较大
差异。旅游产品家庭主题不鲜明，产品
结构不合理，住宿、餐饮、交通等安全问
题也都成为制约家庭游市场成长的瓶
颈。

“国外很多酒店或度假村都有专门
的儿童游乐项目，家长带着孩子去体验
生活，甚至还会推出多种儿童管家服
务。而海南虽然很多酒店都有儿童乐
园、儿童娱乐活动，但都层次不高，只是
让孩子们简单地进行一些彩绘、厨艺等
体验，缺乏儿童型旅游供给设施和服
务，整个家庭游产品的设置还是处于初
级阶段。”朱绛说。

“家庭游中，父母不只是陪伴孩子
的角色，也有着自己的旅游需求。目前
旅行社或是酒店设计的家庭游产品中，
几乎都把父母的角色定位于孩子的保
姆或保护卫士。父母角色定位失准直
接影响整个旅游行程中每位家庭成员
的度假体验，家庭游的线路安排或服务
保障，都需要关注不同年龄层次的需
求。”游客张臣认为，现在“三代同游”的
家庭越来越多，在关注孩子的同时，旅
游企业也需要适度关注老人的旅游需
求，开发针对性地旅游产品和服务。

家庭游注重产品和服务

去哪儿网发布的《2014暑期亲子出
游意愿调研报告》显示，在选择亲子游
产品时，价格并非第一要素。23%的家
长最看重整体行程是否安逸；18%的家
长在乎是否有针对孩子设计的细节；
18%的家长考虑安全性；16%的家长看
重孩子对目的地是否有兴趣；11%的家
长考虑孩子能否找到同龄玩伴。

游客的消费偏好直接提醒了我省
涉旅机构在设计和供给家庭游产品时，
应更为关注对儿童产品和行程，尽可能
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安排安全
有趣或新鲜刺激的游乐项目，寓教于
乐，开发形式多样的认知旅游或体验旅
游产品。

“家庭游中家长一定不会只是简单

的陪伴者，必须提升其自身的旅游参与
度。”三亚某酒店负责人说，该酒店今年
暑期的产品设计中，除了将丰富儿童的
娱乐节目，让更多趣味性的项目融入其
中，也将提倡儿童管家服务，家长可将
孩子托管给管家，享受短期的个人旅游
生活。

“我们酒店将重点打造‘轻’家庭旅
行概念，如从婴儿暖奶器至儿童洗漱套
装、婴儿浴盆至儿童棉拖，酒店将为客
人罗列所需清单，客人只要在预订时提
前告知酒店预订专员，即可在下榻客房
时便捷使用所需物品。”三亚一家酒店
负责人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