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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观点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今年以来，随着对韩旅游市场的开
拓力度不断加大，海南积极开发适销对
路的旅游产品，完善对韩旅游营销，期待
复兴韩国市场。

“海南对韩国的营销越来越理性和
具有针对性。”海南旅行社人士认为，海
南的亲子游发展迅速，但仍存在发展的
瓶颈，相比一些东南亚旅游目的地，海南
的亲子游娱乐项目应该尽快丰富和完善
起来。

目前，为吸引亲子游游客的关注，我
省很多高星级酒店纷纷推出各式特色亲
子项目和便捷服务，如有酒店加入阿里
旅行·去啊“信用住”计划，为客人提供

“免押金、免查房、不排队”的以个人信用
预订酒店并进行支付的便捷服务；还有

酒店推出“CS项目”，鼓励父母带着孩子
一起体验户外运动的乐趣；三亚千古情
景区推出“三亚彩色动物园”，集动物观
赏、保护、科普教育、亲子互动、休闲娱乐
等多种特色功能为一体。

“这次我们在火山餐厅接待韩国客人，
就是为了让客人们体验不同的三亚特色美
食之旅。”三亚湾一度假酒店透露，该度假
酒店积极分析韩国游客的饮食偏好，推出
东北菜、特色烤肉、西餐、泰餐、海南菜等
多样特色美食，既丰富了韩国游客的消费
选择，也让其有更为舒适的旅游体验。

美食主题游现在越来越受关注，三
亚也在尝试以海鲜为切入点，在旅游旺
季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海鲜狂欢季”，举
办海鲜烹饪比赛，评选“三亚十大特色海
鲜”，提供系列消费优惠让更多游客品尝
三亚海鲜之美。

涉旅企业该如何迎接“韩流”？

今年适逢海南与
韩国济州道结好 20 周
年，连日来，一股“韩
流”在我省劲吹。无论
是 2015 年中韩人文交
流主题省道“济州日”
活动 11 月 26 日在海口
启动，韩国代表团出席
我省“欢乐节”系列活
动，韩国 8 家媒体组成
的采访团前来海南采
风，还是“跟着偶像游
三亚”活动，众多韩国
友人被请进海南，以他
们不同的视角，向世界
传递海南声音。

韩国市场是我省
重要的境外客源市场
之一，如何将这股“韩
流”转化为海南入境游
增长的催化剂？《旅游
周刊》记者连日来采访
了多位韩国旅游业界、
文化界人士。

资源要深挖 视野须扩大 配套待完善

巧借“韩流”，吹旺海南入境游

“海南很美，但很多的旅游综合配套
需要完善。”林泰勋表示，鉴于许多韩国
游客喜欢自由行的特点，海南可逐步完
善韩文的公共标识，景区增加韩文资料，
方便韩国游客畅行海南；同时，自驾游在
韩国很有市场，海南的风景特别适合自
驾游，但目前需要尽快完善自驾车租赁
系统建设和产品宣传推广。

海南旅游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的观
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的关键阶段，特
色主题游项目较为缺乏，既不利于满足
在琼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也不利于
提高游客消费水平。2014年在琼游客
人均花费仅为780.71元，一定程度上制
约我省旅游业的发展。

“海南的餐饮很有特色，但目前的旅

游产品设计中缺乏美食主题游项目和产
品，很多美食店难寻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放
心食用保障。”黄美罗建议，游以食为先，
海南应尽快完善“舌尖上的海南”的项目
建设，为游客提供韩餐、日餐、海南餐、素
斋等各类不同口味、风格的特色餐饮，以

“舌尖上的记忆”唤起游客对于海南游的
美好感受。

海南作为海岛型目的地，备受亲海的
韩国游客青睐。2004年—2014年间，三
亚共接待41.29万人次的韩国游客，占亚
洲市场的42.5%。尤其是2004年—2007
年，三亚接待韩国游客数从1.69万人次快
速攀升至12.73万人次，很多酒店甚至都
设立了韩餐馆。然而，从2008年开始韩
国旅琼市场逐年下滑。但今年开始，随着

“三亚—首尔”等航线复航，我省对韩旅游
市场开拓迎来新机遇。受此影响，海南今
年入境旅游市场下滑局面大幅度收窄，8
月更是首次迎来回升。

然而，复苏韩国市场，我省需要做的
功课还很多。

“海南对韩国的旅游营销与国内营
销差异不大，容易降低韩国百姓的接受
度。”林泰勋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海南
许多官网的韩文版翻译存在纰漏，一些

“中国式”韩文介绍让韩国百姓难以理
解。同时，海南对韩营销的旅游产品同
质性强，一定程度上难以激发韩国百姓
的旅游欲望。

“韩国百姓崇尚自由行，尽量避免跟

团游。”韩国第一旅游门户网站——
hanatour营销课课长韩淑英透露，海南
的婚庆游在中国国内做得很成功，但如
果海南将婚庆市场作为韩国市场的主打
方向，容易剑走偏锋。韩国百姓婚庆游
目的地的选择已形成传统，海南在短期
内难以分享这块市场大蛋糕。但目前有
很多的韩国家庭喜欢选择海南度假，海
南对韩旅游营销时，可重点深挖家庭游
市场，丰富亲子游戏、旅游项目，打造最
具吸引力的“热带亲子游天堂”。

无独有偶，今年5月，副省长何西
庆带队赴韩国“请客”，就明确将高尔夫
旅游、夏令营活动、学生拓展训练、家庭
亲子游等产品作为重点向韩国百姓进
行推介。

“韩国百姓主要通过电视和网络接
受资讯。海南在进行网络营销时，最好
选择国内外皆可登陆的网站或新媒体，
方便韩国游客实时分享旅游信息，达到
口碑营销。”韩国精准网络投放公司in-
terworks次长郑恩柱说。

中国有个海南岛，韩国有个海南
郡。海南郡地处朝鲜半岛最南端，三面
环海，拥有着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丰富
的农业和渔业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古
迹，深受韩国百姓喜爱。

“提到海南，我们并不陌生。海南岛
完全可以运用和海南郡类似的资源，进
行关联营销，在此基础上突出海南四季
如夏的特点，不仅能强化韩国游客对海
南的归属感和亲切感，而且也能增加海

南旅游在韩国推广的深度。”韩中字文化
交流协会理事黄美罗表示。

她告诉《旅游周刊》记者，海南郡在
旅游开发时，特别注重对佛教文化、尹氏
宗族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
而在此次寻访海南的旅途中，很多韩国
朋友最感兴趣的部分，恰恰也是展示海
南黎族、苗族特色的槟榔谷景区，该景区
里的黎族织锦、黎族器物、黎族歌舞等特
色项目，让韩国游客赞不绝口。

“海南不缺乏故事，要学会运用故事
包装景区。”韩国知名博主林泰勋说，此次
海南行，他最大的感受不是海南的美景，
而是海南丰富的人文。南山108米海上
观音的背后故事、蜈支洲岛上有中国最南
端的妈祖庙、天涯海角海判南天的历史传
承等都极具代表性，但目前的展示却很缺
乏，很多韩国游客只能赏景却遗憾错过最
为精彩的海南故事，进而导致海南旅游的
单一化、重游率不高和传播广度窄。

海南与韩国关联营销有待深入

对韩营销应有国际视野

海南旅游综合配套亟需完善

看数据

中国游客在澳
消费创新高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澳大利
亚旅游研究机构公布的最新报告显
示，截至今年9月份，中国游客赴澳旅
行时的航空、饮食及住宿花费上涨
43%，达到创纪录的77亿澳元。同
时，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也有较大幅
度增长，增长率为22%，达到89.6万
人次。

报告指出，与去年相比，来澳国际
游客消费支出总共增加了13%，消费
总额为348亿澳元，比上年度增加41
亿澳元，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
平。来澳国际游客人数达到670万人
次，增长7%。此外，国际游客的过夜
天数增加10%，中国游客在澳过夜天
数增加25%，中国在来澳旅游前10位
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

民宿发展需要专业化

□ 郭潇

去过日本、台湾等地的游客，不少
人都对当地的民宿印象深刻。这些利
用居民自用住宅空闲房间，结合当地
人文、自然、生态等资源，以家庭模式
管理经营的住所，通常可以让游客深
入体验到当地的人文风情，融入生活
的点点滴滴，从而打动游客。如今，随
着国内民宿市场的火爆，客人对民宿
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专业化的发展
势在必行。

而专业化的发展需要第三方专业
平台的支持，该平台包括三种形式，专
业的管理公司、协会组织和民宿网络
平台。

1、资本支持助力个体民宿业主转
型升级。如今，专业的管理公司可以
直接投资民宿，也可以为房屋主人寻
找合适的投资人，从而提供资本支
持。比如，酒店集团租赁空置的房屋
后对其进行装修，雄厚的资本保障了
民宿改造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
房屋主人可以选择收取租金，也可以
选择以房屋入股获得分红。

2、专业化分工让生态艺术充满每
个角落。从第三方专业平台的特质不
难发现，专业化分工是这一平台的基
本功能。艺术家、漫画家、作家、生活
家等大多都是故乡控、生活方式控、设
计控，运用他们的灵感将当地文化与
艺术对接，让民宿的每个角落都充满
艺术的气息，并使这种气息与游客产
生感情共鸣。

3、扬长避短打造“超赞房东”。专
业化经营的主要模式是可以让民宿主
人顺利将房屋出租。个体民宿主人不
见得懂如何营销，如何通过关键词让
游客找到自己，如何设置条件来筛选
与自己品味相投的客人，于是，专业平
台的管家服务扬长避短，通过第三方
平台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或者直接
委托给第三方进行营销是不错的选
择。

4、独特的器物成为新的盈利渠
道。在精美的民宿里通过摆件来拓展
盈利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如一家民宿
的业主对枕头非常有兴趣，把枕头做
得舒服又漂亮，很多住过的客人都要
求购买带走，后来，枕头竟然成了可以
与住宿和餐饮平分秋色的盈利来源。
民宿业主可以请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设
计师们，通过他们的生活阅历、文艺气
质玩转民宿产品，将艺术、文化与乡土
风情相结合，设计具有创意的摆件，并
使其成为消费品，拓展盈利渠道。

5、“认养”模式营造“和而不同”的
公共环境。台湾的清境农场就是由老
英格兰庄园带动了周围一系列欧式风
格民宿的兴起。如今，英式、法式，意
式的各具特色的民宿，点缀在当地原
始的自然风光之中，将其打造成全台
湾最具有建筑特色的民宿群落和旅游
目的地。区块认养模式营造“和而不
同”的民宿风格，达到共生，一方面可
以独具特色，有利于形成知名度和品
牌优势，打造民宿媒介平台；另一方面
也避免同区域争夺客源。区块认养就
是将社区的公共空间分配给民宿经营
者“认养”，在整体规划的指导线，通过
艺术创意，营造小环境，通过全体民宿
业主的参与重塑社区。（中国旅游报）

世界旅游奖揭晓
海南航空上榜

据新华社报道，2015世界旅游奖揭晓。中国
长隆横琴湾酒店获评最佳主题酒店，海南航空公
司赢得最佳商务舱奖项。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
马穆尼亚饭店获评全球最佳酒店，阿联酋迪拜获
评最佳旅游目的地，秘鲁为最佳美食目的地，最佳
海滩在马尔代夫。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
德航空”连续第七次摘得“全球最佳航空公司”桂
冠，这家航空公司还赢得最佳头等舱奖项。亚洲
航空公司被评为最佳廉价航空公司，新加坡樟宜
机场获评最佳机场，阿曼航空公司赢得最佳经济
舱奖项。

世界旅游奖创立于1993年，奖项由超过65
万旅游业业内人士和高端旅游消费者投票选出。

香港内地客大减
海外游客增加

据人民网消息，近日，香港政府公布的上个月
整体访港旅客数字显示，香港连续第六个月出现
游客数字下滑，其中深圳居民持有一签多行来香
港的大跌四成，但与此同时，非内地游客数字有所
上升，显示出访港旅客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

11月，整体访港旅客数字同比下跌10.4％，
其中内地旅客减少15.4％，但非内地访港旅客则
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升幅达7.6％。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表示香港
旅游业正在进入“新常态”，反映今年四月实施“一
周一行”政策以来，旅客群有明显改变，他希望能
吸引更多过夜旅客来港，促进香港旅游业的健康
持续的发展。

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认为，11月，香港
的酒店入住率和房价跌幅都收窄，反映过夜客增
长。等到明年第二季度“一周一行”完全取代“一
签多行”后，再分析数据，才知道内地客访港模式
的转变。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指出，香港旅
游业以往只靠内地游客的情况不健康，现在旅客
减少主要是“一签多行”和当日往返的旅客减少。
目前，香港不少景点都推出了优惠，加上酒店房价
下降，能够吸引不少海外游客来港。

“一签多行”旅客减少，售卖日用品的店铺打
击最大，据了解，旺角和铜锣湾的药房生意大跌四
成，而短期内香港零售业都不太可能有起色。

■
本
报
记
者

黄
媛
艳

A

B

C

济
州
来
琼
交
流
带
来

的
文
化
表
演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2015年中韩人文交流主题省道“济州日”系列活动上的济州文化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韩国游客在三亚通过边检。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李辑）

11处国家级风景区
被“黄牌警告”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1日发布消息称，将西藏纳木错－念青唐古拉
山、江苏太湖（无锡片区）等11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纳入濒危名单，并给予黄牌警告；住建部将责令
其限期整改并重点督办。

记者是在11日于成都召开的全国风景名胜
区执法检查工作总结会议上了解到上述消息的。

被纳入濒危名单的11处风景名胜区是：吉林
仙景台风景名胜区、江苏太湖（无锡片区）风景名
胜区、福建海坛风景名胜区、山东博山风景名胜
区、重庆缙云山风景名胜区、四川贡嘎山风景名胜
区、四川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贵州榕江苗山侗水
风景名胜区、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西藏纳木
错－念青唐古拉山风景名胜区、西藏土林－古格
风景名胜区。

住建部稽查办副主任董红梅称，2012年起，
住建部启动了为期4年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执法
检查工作。如今，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基本建立，
法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规划建设管控基本落实，
服务管理基本到位。先后有89处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因存在违法违规问题被责令整改。11处被

“黄牌警告”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也是根据此次执
法检查和各地整改情况确定的。

住建部副部长陆克华在当日会议上表示，风
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传承、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下一步，要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
划建议的有关要求，全面总结风景名胜区执法检
查工作，解决突出问题，全面落实《风景名胜区条
例》确定的“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
利用”十六字方针。此外，还要加大督查力度，曝
光突出问题，使风景名胜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