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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主题酒店和客栈充分
发挥特色酒店文化

提到西班牙，人们会想到什么？刺
激的斗牛比赛？热情如火的弗朗明
哥？还是奢华荣耀的西班牙王室？在
乐东龙沐湾温德姆酒店——海南首家
西班牙式设计风格的酒店里，人们也许
会有自己的答案。

充满异域风情的精致客房、主题餐
厅和特色酒吧，无处不在的“水”元素，
少见的分散式格局，一股浓烈的西班牙
式奢华扑面而来。

如果觉得西式奢华有些隆重，三
亚走走停停精品主题客栈也许是文艺
青年的专属。切·格瓦拉、西雅图夜未
眠、再见二丁目、Hello Kitty的假日、
沁心圣托尼里、曼谷雨季……客栈的
每间客房都按照不同的风格装修，处处
体现主人的独特构思。当然，为更好衬
托每间房间的主题，房间内的用品也是
别具匠心。如Hello Kitty 的假日客
房，拖鞋、圆形大床和水杯，都是Hel-
loKitty系列。

如果想足不出岛感受异域风情，颇
具外国情调的民宿——牧海主题酒店
值得体验。设计师分别选取了来自英、
美、法、埃及、西班牙、摩洛哥等等7大

洲不同国家的装饰风格装修，每层楼每
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风情。

悠远的历史总是神秘。作为我国
首家以博物馆为主题的度假酒店，万
宁兴隆的海南金陵博物馆酒店让“艺
术控”找到了乐土。酒店内的海南昊
天艺术博物馆，藏品数万件，设有陶
器、铜器、石刻、瓷器、书画、玉器等6个
专题展览。

业内人士表示，主题酒店和客栈作
为一种正在兴起的酒店发展新形态，发
展潜力巨大。历史、文化、城市、自然、
神话童话故事等都可成为其借以发挥
的主题。通过集独特性、文化性和体验
性为一体，主题酒店和客栈形成独特的
竞争优势。与传统酒店服务文化为主
的理念不同，主题酒店是以酒店文化为
基础追求差异，给顾客独特的体验从而
获得高回报的利润。

海南元素融入主题酒
店和客栈

来到海南，主题酒店和客栈自然要
“接地气”。近年来，通过逐步的模仿、
学习，海南的一些酒店人也开始尝试将
海南元素融入主题之中，打造海南版的
主题酒店和客栈。

黎族是海南独有的少数民族，有着
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多样的民族传统。

海南元素的挖掘，黎家元素自然不容忽
略。保亭黎家印象主题酒店，以黎族特
色为主，装修古朴典雅，处处都流淌着
黎家风情，黎族特色餐厅让舌尖上的黎
家美味驻留。

繁华的城市里，还能寻找森林的静
谧吗？海口森林城市酒店尝试挖掘海南
火山岩生态文化，推开酒店厚重而沧桑
的古船木大门，一座木质小桥在大堂延
伸，小溪里的睡莲漂浮，鱼儿穿梭，餐厅
里槟郎、椰子、芭蕉树影婆娑，大厅的地
面和客房几乎都是用火山岩铸就而成，
风格各异，浓浓的火山岩乡村农庄气息
扑面而来。

“人文和风情是一个旅游城市发
展的核心力，三亚应该像丽江一样发
展一些具有生活情调、特色明显的客
栈、酒店，填补传统住宿业的空白。”三
亚市旅游协会会长孙冬说。海南作为
海岛型度假目的地，有着丰富的地方
文化和特色资源，有效对其予以挖掘
和开发，将有望成为海南旅游的重要
吸引物之一。

主题酒店和客栈急需
拉长短板

海南拥有全世界最为密集的高星
级酒店，喜达屋、希尔顿、万豪等国际品
牌酒店纷纷抢滩登陆海南市场。然而，

随着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个性化的住
宿产品成为必需，多样化主题酒店和客
栈，虽未取得较高的星级，但却凭借自
身特色和价格优势，赢得游客青睐。

“旅游产品性价比缺乏是海南旅游
的短板所在。”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
表示，海南将积极开发性价比高、有竞
争优势的旅游产品，构建不同价格体系
的多元化住宿设施和文化，力促旅游产
品的多样化。

然而，承载着打造特色海南之旅重
任的主题酒店和客栈，却还有许多需要
补足的短板。台盟三亚市委会的调查
结果却让人吃惊，三亚3000多家客栈、
公寓、家庭旅馆中，有特色的不到30
家。目前有特色的公寓、客栈也未必完
全符合游客期待。三亚旅游委一项“游
客为何选择家庭旅馆”调查中，体验当
地文化占最大比重，为41.2%；其次是
家庭生活气息，占21.4%；旅馆特色和
价格便宜分别占20.1%和17.3%，而现
今三亚圆床房系列设计等特色租赁房，
却更多以舶来文化为主。

而且，主题酒店和客栈在产品的
策划时，并未充分考虑主题的一致性
和延续性，在后续的酒店运营、餐饮
设计、衍生品开发等方面，容易出现
主题背离或后续发展乏力等难题；由
于海南的主题酒店和客栈还刚刚起
步，更多停留在模仿的初级阶段，或
是仅是关注外形和装饰的个性化，尚
未有效将服务、体验、产品等融入特
色，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经典的开
发案例。

三亚热带鱼客栈负责人刘墨认为，
主题酒店和客房应关注细分市场的不
同消费偏好与需求，在总的设计主题
下，可以设计不同的分主题房间，餐饮
和衍生品设计要充分贴合主题。传统
酒店在本质上和主题酒店、客栈是相
通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也是竞争
力。立足海南，深挖海南特色，讲好海
南故事，海南的主题酒店和客栈才能拥
有持续的生命力。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免税政策释放巨大市
场潜力

日均1万人次的入店人数，高峰期
高达3万人次的入店人数，使得海棠湾
免税购物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万人景
区”。除了旺丁，离岛免税业务亦旺
财。截至2015年4月20日（政策实施
四周年），海关共监管三亚、海口两家免
税店销售离岛免税品1744.92万件，购
物人数467.49万人次，销售金额134.74
亿元。

通过减免商品的进口环节关税、增
值税、消费税，免税产品深受消费者喜
爱。全球免税业销售额从1970年的
4.5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588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2.16%。波士顿
咨询公司预计，全球免税行业市场规模
2020年将达到1200亿美元。2014年
我国免税市场的零售额约为220亿元
人民币，2015年预计有望超过300亿元
人民币，市场规模巨大。在世界范围
内，继韩国济州岛、日本冲绳岛和中国
台湾澎湖岛后，海南从离岛免税政策中
收获颇丰。

“免税购物游已成为三亚旅游转型
增效的重要抓手。”三亚市有关负责人
透露，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旅琼游客
消费构成发生明显变化，购物支出比重
由原来的13.8%迅速提高到27.6%。经
过良好的运营及发展，三亚免税店
2012年营收占三亚旅游收入的10%，
2013年占三亚旅游收入的12%，实现
逐年递增。

“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免税店
极大丰富了旅游经济的要素，促进就
业，对我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透
露，自离岛免税政策实施以来，我省现
代服务业的税收连续三年增幅超过
20%。

消费潜力有待挖掘

免税市场的火热，但在带动我国免
税行业整体发展上还需进一步努力。
2012年至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
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4.47%，中国游客
海外消费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7.11%，
海外购物尤其是免税品的需求十分旺
盛。2014年中国消费者买走了全球近
一半的奢侈品，其中76%的奢侈品消费
发生在境外，我国免税行业需求远大于

供给。
四年来，海南离岛免税虽经历了两

次政策调整，通过提升消费额度、增加
产品种类、放宽热销商品单次购买件数
限制等，不断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但
仍有许多潜力可挖。

“商品品类不多，可供挑选的选择
不多，本土产品品类有待增加。”游客肖
丹认为，海南免税的限额依然不够。

一组数据显示，实际参与海南免税
购物的旅客人数占空港离岛旅客总人
数的比例不到10%，低于韩国济州岛平
均30%的比例，人均购物额2680元，仅
为限额的34%，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释
放。

“购物中心此次共计引进了近300个
国际知名品牌，超10万个时尚单品。其
中，普拉达、乔治·阿玛尼、劳力士等10多
个品牌是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免税市场渠
道。”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有关负责人透
露，相比有税商品，15%至35%的优惠幅
度是吸引国内游客进入离岛免税店的主
要因素。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的国际品
牌商品尤其是奢侈品在亚太地区均是实
行统一销售价格战略，进口商品零售价
与香港同类商品持平或略低，同样进口
商品的免税零售价格将比国内有税价格
低约15%至35%。

限额、次数额有提升空间

今年5月，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在省
内启动本岛旅客免税购物“离岛寄存，返
岛提取”业务，改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然而，对于许多本岛居民而言，购
买免税商品还是“麻烦”不少。“一年一
次，限次数、限额低，影响购物体验。”三
亚市民叶俾维说。

“提货模式、限值、限次数、限品类、
相关离岛免税商品检验检疫制度未及时
配套等问题，制约了离岛免税政策进一
步释放其效应，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三亚市旅游委调研员唐嗣铣表示。

实际上，为便利旅客购物，提升海
南免税购物体验，海口海关在确保三亚

“店内购物，机场提货”和海口“即购即
提”模式以及“一次离岛、两店购物”模
式顺畅运行的基础上，2014年1月20
日，经过海关总署批准，又创新实施了

“即购即提、先征后退”和“特殊情况下
邮寄离岛”等新的免税购物提货模式。
同时，针对发错货、航班延误调整、免税
品因质量问题提货等特殊情况，导致旅
客无法正常提取免税品的情况，海口海
关还实施了“特殊情况下邮寄送达”的
海关监管模式。

用好用足离岛免税政策

让游客买得实惠，购得舒心

依托产业联盟、推动线上
营销、开拓港台年轻人市场

新形势下的
海南旅游营销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许春媚

近期，海南组团在香港、北京进行了旅游营
销。随着散客化和线上订购时代的来临，海南
的旅游营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无论是营销手
段还是营销的旅游产品，无论是旅游管理部门
还是旅游企业，海南旅游界都在付诸努力，以期
在新的形势下吸引更多游客。

推动产业联盟进行纵向营销

和以往以各市县为主要推动力的营销做法
相比，如今，在出岛营销中海南省旅游委通过产
业协会或产业联盟作为主体，带动各涉旅企业
进行纵向营销。

在上个月结束的第29届香港国际旅游展
中，海南省旅游委就依托省旅游景区协会、省旅
游饭店协会、省旅行社协会三大行业协会，带动
包括南山、大小洞天、呀诺达等近十家5A、4A
级旅游景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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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展会。

“其实海南的旅游产品如今已经非常丰富
了，现在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业界组成产
业联盟进行相关的推广营销。”海南省旅游委国
内处处长王可告诉《旅游周刊》记者，目前，海南
已经成立了乡村旅游联盟、会奖旅游企业联盟，
下一步，海南省旅游委还将进一步推动海南婚
庆旅游产业联盟、海洋旅游联盟的成立。王可
表示，通过这种业界龙头企业带头，企业自发组
团营销的方式，更容易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市场
反响进行有效营销，找到相对正确的营销渠道。

根据散客消费趋势推动互联
网营销

王可表示，内地游客市场散客化的趋势已
经十分明显，而这些散客也越来越趋向于采取
网上订购的方式购买旅游产品。显然，在这样
的趋势下，相关的旅游企业也要积极采取线上
推广以及新媒体营销的“互联网+”的方式。

在6月26日开幕的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
览会上，中国工商银行“融e购”海南旅游商城
也正式上线。首批入驻商城的商户均为经海南
省旅游饭店业协会、海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海南
省旅行社协会选拔推荐的海南旅游优质企业，
旅游产品质量有保障，售后服务由政府旅游管
理部门和工商银行共同监督维护。

“之前我们在海南举行了与中国工商银行
的合作签约仪式，目的在于告诉海南的企业，有
这样一个营销的平台可以入驻。而在北京举行
上线仪式，则是要告诉消费者们，有这样一个平
台可以订购产品。”王可说。

据了解，目前，海南很多酒店和景区也联手
在线上推出了打包旅游产品，让游客的行程更
加便捷舒心。

在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期间，参展的
琼北旅游圈企业也在北京召开了2015年海南
旅行社旅游产品新闻发布会，海南某旅行社推
出的旅游百事通平台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该平台通过互联网线上商城、移动掌旅通销售
平台及实体门店体验销售三维一体的结合，从
而实现为旅游消费者提供咨询、体验与优质的
品牌服务。

推动民众交流活动开拓年轻
人市场

“港台游客占海南入境游市场的半壁江山，
但这几年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经过调
查，王可发现，目前港台市场的游客主要人群还
局限于有海南籍贯的中老年游客，而对于年轻
人则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其实，包括港台的旅
游企业都认为，巴厘岛、塞班岛等海岛有的资
源，海南也都有。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营销还没
有在年轻人群中产生效果。”

王可表示，香港和台湾一共有三千万人口，
相当于一个广东市场，也是海南旅游十分重要
的客源地，“下一步，我们将在港台地区进一步
推动多层次的民众交流活动，与当地的市民特
别是年轻人从感情上拉近距离，才能进一步向
他们介绍海南岛的美好。”

游客对于体验
式旅游的需求日益
增长，作为旅游要素
中重要的“住”的部
分，如何引客来成为
焦点。近年来，随着
主题客栈和酒店的
快速发展，丰富多元
的住宿业态，让住在
海南成为一种愉悦
的体验。

主题客栈和酒
店以某一特定的主
题，体现其建筑风
格、装饰艺术和特定
的文化氛围，让游客
获得富有个性的文
化感受；同时将服务
项目融入主题，以个
性化的服务取代一
般化的服务，让游客
获得舒适体验，进而
对目的地留下美好
印象。

星不星级没关系，卖点好才是关键

海南主题酒店和客栈开始走俏

培育和发展旅
游新业态是推动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抓手。作为国
际旅游岛这一含金
量最高的政策，离岛
免税实施四年来成
绩斐然，政策实施四
年来，免税品销售额
稳步增长，2011年至
2014 年销售额分别
为 9.86 亿元、23.61
亿、32.92亿元、43.17
亿元。

用好用足离岛
免税政策，不仅对促
进海南旅游发展、拉
动经济增长起着重
要作用，也有助于中
国探索扩大内需、减
少消费外流。然而，
如今的离岛免税政
策要真正用好，还需
在多方面破题。

旅客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内的海口免税店选购化妆品。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某以乡村温泉为主题的酒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三亚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是全球
最大的免税商业综合体。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上，以婚庆旅游
为主题的海南展区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眼球。

苏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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