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班架次增加、航线网络进一步完善、机票价格优惠

冬春新航季，出游海南“打飞的”
■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通讯员 冯丽文 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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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今年的热词，“一带一路”显
然属于重磅级。在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的大背景下，我省提出了打造中国
的旅游特区，建设世人青睐的休闲天
堂等“八大天堂”，争当建设“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开路先锋的新目标。

在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规划中，
一带一路重点圈定了18个省份，包
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
古等西北的6省（自治区），黑龙江、
吉林、辽宁等东北3省，广西、云南、

西藏等西南3省（自治区），上海、福
建、广东、浙江、海南等 5 省（直辖
市），内陆地区则是重庆。此外，规划
还提及要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
路”的作用。

冬春航季我省两大机场在新航
线、新航点的开通上都紧紧抓住了

“一带一路”这一关键词。新航季
中，美兰机场新增了乌鲁木齐航空、
北部湾航空、福州航空3家航空公司
执飞海口航线，新开了海口－南

充－西安等航线，同时还开通了绵
阳、邯郸、呼伦贝尔等6个新航点，恢
复了泉州、北海、澳门等 7 个通航
点。而凤凰机场在加密重点城市航
班的同时，在这个冬春航季还将大
力拓展东南亚市场。据凤凰机场相
关负责人透露，新航季中部分航空
公司正在筹划芽庄、曼谷、吉隆坡、
普吉等地的国际航线。《旅游周刊》
记者从南航海南分公司也了解到，
为吸引东南亚地区的琼籍海外乡亲

来岛旅游、探亲、投资，南航在已开
通“海口－广州－首尔”、“三亚—广
州—大阪”2条国际航线的基础上，
也正在计划开辟海南直飞东南亚的
航线。

“‘一带一路’旅游先行，借助航
点、航线的开通海南可以更加积极地
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
说，“随着融入程度的加深，海南旅游
也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10月25日，国家旅游局发布提示“游客参与
‘不合理低价游’也将受到处理”。该提示一下成
了舆论的焦点，很多网民对“游客受处理”表达不
解。有律师分析称，国家旅游局的提示从字面上
看，或针对游客与旅行社在明知低价不合理的前
提下签订的“虚假合同”。但记者调查发现，普通
游客与旅行社故意签署虚假合同极为罕见，而且
游客主观上如何判断是不合理低价？技术上难
操作，处理上难界定。即便是国家旅游局自身主
导的各城市旅游线路指导价，不少也高于各大旅
行社报价，很难成为游客判断的标准。

多数网民表示不能理解

对于国家旅游局发布“游客参与‘不合理低
价游’也将受到处理”的旅游提示，可谓是一石激
起千层浪。消息发布当晚9点，该条提示已在各
大媒体的客户端有了数万条评论。在评论中，记
者发现大多对此条提示表示不解。部分网友称，

“经营者忽悠又便宜又好，游客怎么知道其中有
猫腻呢？”

有网民表示，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将被
处理，这就好比到市场买大米，有5元一斤的，也
有5毛一斤的。顾客买了5毛一斤的，回家一看
发霉了，回来投诉，却被管理者告知，“由于你买
不合理低价大米，罚款5元！”多少钱才算不合理
低价游，游客怎能分辨？处理游客，宰客的旅行
社就能减少吗？

消费者存在的捡便宜心理，的确是低价团钻
空子的原因之一，但对于这则游客也要受到处理
的旅游提示，网友表示，对于不懂旅游行情的游
客而言，并不知道其中的真实成本，难以判断什
么叫做“不合理低价”，不能将“不合理低价游”的
问题和责任推卸给消费者。

游客主动签“虚假合同”难界定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
游”也将受到处理？目前国家旅游局尚未对此疑
问做出进一步解释。

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分析称，国家
旅游局提示，从字面上看，提示的第二段提出了
游客参与不合理低价游受处理的前提，是游客与
经营者签订“不合理低价游”的虚假合同。也就
是说，游客不得在明知是“低价游”的情况下，协
助经营者签订与“低价游”情况不符的虚假合同，
帮助经营者规避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如
果游客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旅行社订立的‘不
合理低价游’合同，则不属于国家旅游局提示第
二条中的虚假合同，是旅行社单方的合同欺诈行
为。”韩骁说。

事实上，在《旅游法》和国家旅游局给出的团
队境内、境外旅游合同中，均未明确游客不能参
与“不合理低价游”，或是如果认为是“不合理低
价游”可以拒签合同、拒绝出行。

梳理绝大多数旅游投诉案例来看，几乎都是
旅行社用低价引诱游客签订合同，然后单方面改
变行程引发游客不满。所谓游客明知行程不符，
还要和旅行社签订“不合理低价游”的虚假合同，
由于非理性，从业内的实际情况看基本上不会出
现。另外，如果出现合同纠纷，很难在技术上分
辨游客是否事先知情，判断合同本身是否为虚假
合同。

游客难辨低价旅游团

游客被强制购物、遭到导游侮辱，今年以来
“不合理低价游”被媒体曝光之后，不少零团费、
负团费的低价游产品已经很难在网络搜索到。
对于不少游客来说，北京到云南双飞五日游，一
元团费显然不合理，但1000元团费是否合理？
游客要抵制“不合理低价游”，但是如何分辨何为

“不合理低价”？
今年5月底，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

志凯向记者表示，中国旅游协会将会在暑假游高
峰到来之前公布国内各旅游线路的“诚信指导价
格”，供游客出行参考。记者搜索发现，在中国旅
游协会官网上，“全国重点城市热点旅游线路参
考价格平台”已经上线，但目前平台给出的线路
远不能覆盖游客出行的热门线路，且给出的部分
指导价明显高于现有的市场价格。

不仅指导价格高于普遍市场价格，多数线路
“全国重点城市热点旅游线路参考价格平台”都
没有覆盖，从北京出发只有6条线路有指导价格
可以参考，“不合理低价游”常出现的港澳游线路
则尚未纳入平台之中。以中青旅的跟团游为例，
该社10月至12月期间，从北京出发到云南的跟
团游共有24款不同时间和线路的产品，到三亚
的跟团游则有30款不同的产品，就是说，从北京
出发的游客如果选择平台之外的产品，则无法查
询到该条线路的指导价格。

（北京青年报 董鑫）

参与“不合理低价游”
游客也要挨板子

“板子”还没打下
就激起千层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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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季节更替后旅客空中交通出
行更加合理、便捷，按照惯例，我国民航
系统每年都要进行两次航班计划调
整。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至第
二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执行冬春
季航班计划。做为国内知名的旅游目
的地，为方便旅游出行，《旅游周刊》记
者了解到，按照新的航班计划，海南两
大机场的航班架次将大幅增加。

今年的冬春航季中，海口美兰机
场共计划执行航班6.77万架次，同比
2014年冬春航季增长了10.32%。据

美兰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已有越来
越多的航空公司看好、重视海口航空
运输市场，这个冬春航季中共有35家
航空公司计划在美兰机场运营137条
航线，“估计整个冬春航季美兰机场旅
客吞吐量有望突破800万人次大关。”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由于受到机场
吞吐量的限制，2015年冬春航季预计
将执行航班起降5.2万架次，旅客吞吐
量800万人次，同比去年基本持平。
但是，受旅游市场日趋向好的大环境
影响，凤凰机场相关负责人预计，机场

全年客流量将超过1600万人次，同比
增长8%。

《旅游周刊》记者了解到，由于各
航空公司将在新航季中对原有航线进
行新开、加密、恢复等调整，我省进出
国内各重点、热点城市的航班已实现
公交化。按照新航班计划，在海口至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条主干航线
上，各大航空公司进一步加大了运力
投入，每天往返航班都将达到13班以
上，而海口至长沙、重庆、南京等热点
城市的航班密度也明显加大。三亚也

新增了衡阳、达州、淮安等3个航点，
同时往返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的航
班也将由大型客机执飞。

此外，为了吸引旅客选择航空渠
道出行，海南航空、首都航空、中国国
航等航空公司还在换季之时推出了折
扣机票，一些机票甚至低至0.6折起。

“‘打飞的’进出海南岛已不再是一句
口头话。”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相关负
责人认为，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实
惠”的新航季将会给冬春季的海南旅
游市场极大地助力。

“公交化”航班助力海南游

“一带一路”航线网络完善

冬春航季计划执行航班5.2万架次
旅客吞吐量800万人次
预计机场全年客流量将超过 1600万人次
同比增长8%

冬春航季计划执行航班6.77万架次
旅客吞吐量800万人次
同比2014年冬春航季增长了 10.32%

海口
美兰机场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今年正逢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实行
“三年内不得涨价”的“解禁年”，国内许
多旅游景区选择这一时机将票价依规而
涨。然而，纵观我省的主要景区，价格平
稳是主要趋势。

不仅如此，在“不涨价”的同时，我省
主要景区还深挖各自特色，结合市场需
求，开发各式特色度假市场。

海南景区“不涨价”

有媒体统计，今年以来，全国至少已有7
地20多家景区提高或准备提高门票价格。
海南的景区门票价格是否也会迎来上涨？

根据目前海南相关制度规定，景区景
点门票涨价首先要由企业向当地价格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价格主管部门进行
成本调查、成本监审，证实企业存在成本
增加、投入增加、服务质量提高后，当地价
格主管部门向省物价局申报听证方案，经
省物价局同意后要公开举行听证会；听证
会确定意见之后，再报由省物价部门审
批，审批公示半年后，提出涨价申请的企
业方可涨价。然而，记者联系多家景区发
现，省内主要景区无涨价计划。

而且，在今年刚评定的1801家“全
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中，我省就占有
16席，这些景区均承诺“实行一票制、价
格无欺诈、特殊人群优惠、预约优惠、公
布价格构成和3年不涨价”。

业内人士表示，经过多年的建设，许
多景区景点的旅游设施不断完善，更加
注重吃、住、行、购等旅游要素的协同发
展，这也使得海南的景区基本摆脱对“门

票经济”的依赖，特色化服务、二次消费
等成为景区景点主要收入来源。

传统景区打造“第三代景区”

今年以来，海南旅游呈现出“酒店热、
景区冷”的现象。三亚学院教师张振祥认
为，以散客为主的度假型黄金周旅游模式
已成趋势，游客三亚重游率高，传统的景
区难以满足游客新型体验互动的要求。

对于很多景区而言，能否推出游客
喜爱的产品，持续辉煌已成关键问题，涨
价早已不是题中之义。

天涯海角游览区市场部相关负责人
透露，作为海南老牌优质旅游景区的天
涯海角，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仍名列前
茅。景区在旅游环境、服务及产品内容
保持高水准品质的同时，还增加了主题
婚礼场景、黎族生态歌舞体验、天岭海上
旅游及特色餐饮服务等。整个景区智慧
化，为游客提供全景区覆盖的WIFI服
务，可以让游客更轻松地将天涯海角美
景分享至朋友圈。

“景区目前具有游览观光、休闲度
假、会议接待所需的‘游、购、娱、吃、住、
行’旅游全要素和功能。”三亚南山文化
旅游区总裁关鹏说。随着休闲时代的到
来，体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南山为代表
的传统景区，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打
造“第三代景区”，建设“旅游境区”成为
重要抓手。

关鹏透露，南山正在推动建设游客集
散换乘中心和智慧景区，解决旺季“入园
难”和“停车难”，未来有望打造实景演出
的夜游项目，提倡宾至如归的“中国式微
笑服务”，持续发力家庭和婚庆市场。

各色产品满足个性需求

散客时代，面对个性化的游客需求，
各大景区纷纷“出招”。

结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教师节、
重阳节等节日，我省主要景区推出特色活
动向游客提供优惠和各式特色活动。如
天涯海角景区重阳节当日给予60周岁以
上（含60周岁）老人免票优惠，槟榔谷重
阳节在景区的三月三广场为全国老年朋
友隆重举行以“祈洪福、佑安康”为主题的

“钻木取火”开园仪式，大小洞天景区举办
登顶大会，活跃节日气氛。

同时，结合景区特色和时尚潮流，我
省很多景区也纷纷通过特色的节庆活
动，打响景区知名度，搅热市场，持续推
进文化旅游的进程。

针对景区附近长寿人口多的特点，
南山景区持续16年举办长寿文化节，主
打“长寿文化”、“孝亲文化”文化建设，在
此基础上，逐步衍生出禅修系列、养生系
列等特色体验性度假产品，不断丰富散
客的个性化需求。

面对景区自然风光独特靓丽的特
点，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连续3
年举办摄影大赛，邀请全国摄影爱好者
拍摄独到的‘山海仙境·最美天堂’的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在扩大景区知名度
和美誉度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忠实的
景区回头客。

此外，随着体验活动的日渐深入人
心，帐篷露营、滑索游览、热气球游览等
特色项目纷纷进驻呀诺达、亚龙湾热带
天堂森林公园景区，不断增加景区的活
动内涵。

查找公共账号“海南日报旅游周刊”
或者搜索微信号“hnrblyzk123”
即订阅旅游周刊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旅游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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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涨声”中不动摇，深挖特色开发新产品吸引游客

海南景区不涨价也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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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南风情街”。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游客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体验特色项目“踏瀑戏水”。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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