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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建议海南加大力度
推进文明旅游

引导文明旅游新风尚
要有点“个性”
■ 本报记者 罗霞

文明旅游既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公民道
德素质的综合反映，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形
象的一个缩影、一张名片。结合近期出现的
旅游不文明行为，我省一些业内人士建议在
海南加大力度推进文明旅游建设，倡导文明
旅游新风尚。

不文明行为
常见旅游中

文明旅游绝非公民个人小事，而是事关社
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大事，涉及到尊重宗
教信仰、民族习俗、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
近期，一些旅游者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等不文
明行为，广受诟病，从中也反映出加强文明旅游
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省旅行社协会秘书长郭炬看来，近两年
来，我省以行动为突破、以培训为保障、以规范
为引领、以氛围为气场，扎实推进全省旅游文
明管理工作，全力为中外游客创造文明的旅游
环境，取得了明显成效，游客文明旅游的自觉
性得到明显提升。不过，不文明行为仍存在，
比如往车窗外乱扔垃圾、旅游司机抽烟影响客
人、踩踏草坪拍婚纱照等。“文明旅游既需要政
府的高度重视和宣传引导，也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更需要每一个人共
同遵守文明社会的准则。”

“旅游文明建设是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题中之义，也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内
在要求，更是全面提高公民文明道德素质的迫
切需要。”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产业发展的角
度来讲，加强旅游文明建设，可以有效防范不
文明旅游行为给旅游景区（点）带来的破坏，有
利于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环境，促进旅游
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可以提高其他游客的游
览质量。海南需继续推进文明旅游规范体系
建设，并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探索
出旅游文明的“海南经验”。

多管齐下
共同推进文明旅游

“海南应该把文明旅游发展提高到更高
层次，下‘猛药’推进文明旅游。”海南旅游专
家杨哲昆认为，目前全省对于文明旅游重要
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将其作为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重要软件工程加以全面系统
推进。

他举例说，日本、新加坡等地多管齐下推进
文明旅游，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采取了许多
硬性措施，包括行政和法律措施、道德规范、舆
论监督等，对不文明行为的处理非常严格，形成
了压迫性格局。海南应加大力度，多下“猛药”，
推进文明旅游，在拥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同时，打
造出世界一流的综合环境，从而创造更佳的旅
游环境。

“导游是旅游服务的终端，可以加强导游
培训，通过导游言行树立文明榜样，传递文明
理念。”郭炬说，导游对于游客文明出行行为
的引导至关重要，可设立奖惩机制，推进文明
旅游。

文明引导
注重特色和个性

“微笑，是全世界的语言”、“小声一点，才能
听到更多”……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公民文明旅
游公约大家定”活动现场，几句镶嵌在灯箱背板
上的文明旅游提醒语，吸引了众多来宾的目
光。简短而富有哲理的字句，直抵人内心深处，
让人回味良多。这也是继2014年发布十大文
明旅游提醒语后，国家旅游局再次推出的一组
文明旅游提醒语。

今年，海口、三亚等地的旅游部门通过电
视、报纸以及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发出温馨提
示，向游客发出了“真诚邀请您一起文明旅
游”的邀请。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在游
客必经的道路和主要聚集地区设立标识牌，
提醒游客注意出行的言行举止，爱护自然环
境，保护火山喷发出来的熔岩。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向游客发出“共同抵制不文明、不
理智行为，推动文明旅游的社会风气”的倡
议。为防止游客随意浪费食物，三亚南山、亚
龙湾天堂森林公园等景区已在游客用餐点入
口设立醒目告示牌，引导游客按量取食，避免
食物浪费。

杨哲昆强调特色、个性的文明引导方式的
重要性。他说，前些年，深圳的世界之窗和民
族村随处可见垃圾，然而，管理方想到了一个
方法，以此改变了游客随手乱丢垃圾的现象。
工作人员在工作服上，印上四个字“你扔 我
捡”，这种个性的文明引导，令很多游客不好意
思乱丢垃圾。“海南可以鼓励不同的景区进行
一些特色的文明倡导方式，激发游客内心善
良、文明的一面。”

资源得天独厚

“海南的温泉泡得最舒服，在露天的
泡池里还能望着头顶的蓝天和周边的绿
色，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在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七仙岭一家酒店的露天温泉泡
池里，来自哈尔滨的刘阿姨坐在泡池边
的石头上，放松四肢，享受着冬日的温
泉。

省温泉旅游协会会长张永康介绍，
“温泉旅游”是以温泉为载体，以沐浴、泡
汤和健康理疗为主要方式，以体验温泉、
感悟温泉文化为主题，达到休闲、疗养及
度假目的的旅游活动。据初步统计，海
南地热资源有120多处，现已开发经营
的有80多家。2014年海南温泉企业一
共接待游客780多万人次，销售收入近
6.5亿元，其产业链产值为30多亿元。

一直以来，除了蓝天碧海，温泉也是
海南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地
处热带，同时又处于欧亚板块的东南边
缘，这一地带能量充沛的地热资源，让海
岛的人们得以享用优质的温泉。目前海
南温泉主要分布在海口、琼海、琼中、万
宁、乐东、儋州、三亚、保亭等市县，其中，
观澜湖温泉、官塘温泉、兴隆温泉、南田
温泉等知名度较高。

完善服务标准

“泡温泉的同时还能赏海景，而且卫
生和服务也让人放心满意。”一进门，博
鳌亚洲论坛大酒店东屿岛温泉部的服务
员便奉上红茶或果茶一杯，这让游客林
晓感触颇深。

进入东屿岛温泉，记者注意到，这里
明确区分了更衣室、洁身区、沐浴区、公
共卫生间、停车场等功能区，温泉池附近
设有毛巾架，设置适量的毛巾挂钩并进
行编号；沐浴温泉区有专人随时巡查，并
提供饮品、补充更换毛巾、维护沐浴秩序
和环境卫生等服务。“此前虽然没有具体
的服务标准，但我们都提供安全放心的
服务产品，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博鳌
亚洲论坛大酒店康乐部温泉分部经理王
兴丁告诉记者，该酒店对温泉旅游各个
环节的服务流程都做出了规定，尤其注
重环保和安全等方面。

“海南的温泉旅游已经有一定的水
平，但整个服务队伍的素质还需要提
升。”张永康介绍，将开展温泉企业评星
活动，在全省温泉企业中组织学习国家
《温泉企业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
培训省级评星员10名，在全省开展温泉
企业质量与等级评定和一到五星级温泉
的评星工作。

■ 本报记者 侯赛

旅游扶贫已成为我国正在打响的
一场“攻坚战”。近年来，我省高度重
视旅游扶贫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
创新扶贫思路，创新扶贫模式，紧跟旅
游业发展的步伐和态势，不仅有效地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优
化发展环境，更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出新的发展格
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让贫困乡亲
吃上“旅游饭”

如今对于不少来自省外甚至国外的
游客来说，“奔格内”已经成为耳熟能详
的海南旅游新名词。“奔格内”是黎语“来
这里”的意思，是琼中红毛镇什寒村的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

茅草屋景观亭、花梨寨高脚屋、乡村
客栈、景观栈桥、自行车慢道、民族歌舞
广场、垂钓区、烧烤区、射弩场，一个个乡
村游景点搭建了起来，“奔格内”模式启
动起来，在政府旅游扶贫的政策支持下，
琼中什寒村从一个贫困村寨，变成了蜚
声国内外的美丽乡村。

如今什寒村全村吃上了“旅游
饭”，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从 2012 年
2000 多元，到如今翻了近两番，已达
近8000元，老百姓生活更加丰裕甜蜜
了，发展旅游产业、服务游客的意识也
更强了。记者从省扶贫办得到数据，
今年1－8月份什寒村接待游客34049
人次，过夜人次 4671，已实现创收
82.74万元。

在海南，像琼中什寒村一样，享受到
政府旅游扶贫政策红利的还不少，如五指

山市水满乡新村、临高县博厚镇加禄村、
白沙邦溪镇南班村等，都是我省旅游扶贫
的第一批试点村，其中白沙邦溪镇南班村
还被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列为
2015年全国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村。

《旅游周刊》记者从省旅游委了解
到，我省目前共有50万贫困人口，近年
来，我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已经带动10
万贫困人口脱贫，占全省贫困总人数的
20%左右，而根据我省既定目标，其余的
贫困人口将于2018年实现全部脱贫。

旅游扶贫面临多重难题

近年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旅游
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
仍面临不少难题。

《旅游周刊》记者从省扶贫办了解
到，在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往往会容易
出现“扶富不扶贫”的现象，如开办农家
乐、乡村旅馆接待游客或者小型超市出
售自家农副土特产品等，能够领办这些

项目的往往是村里的能人大户，贫困群
众由于缺乏参与发展的资金和技能，无
法分享旅游开发和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
红利。

其次，土地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对
于旅游目的地来说，必须具备一定的住
宿接待能力，但由于农村都是集体用地，
不能随意更改土地属性，造成旅游住宿
设施有限，接待能力十分有限。

第三，人才短缺问题也是旅游扶贫
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贫困村往往地处偏

僻，招不来人才，更留不住人才，如何吸
引更多旅游扶贫带头人扎根下来，成为
大难题。而当地农民缺乏旅游服务技能
和旅游接待的相关知识，也是亟需补上
的短板。

另外，由于缺少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无法吸引更多企业的积极参与，也是造
成旅游扶贫工作无法有力对接市场的主
要原因。

旅游扶贫要让农民唱主角

“旅游扶贫不光要扶贫，更要扶民，要
体现当地老百姓的主体地位，要尊重当地
主人的地位和核心利益。”海南旅游发展
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认为，旅游扶贫和一般
的旅游开发不同，后者要实现经济效益最
大化，而旅游扶贫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当地生活困难群体。

“旅游扶贫要在政府扶持和引导
下，以地方特色为生命，农民唱主角，
实现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双赢。”一业
内人士认为，旅游扶贫要帮助当地老
百姓提高旅游服务技能，充实旅游服
务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农民

“扶智”和“扶技能”。
“农民由于长期受限于农业劳作，没

有能力去自己对接市场，这就需要政府
来牵线搭桥。”这位业内人士说，政府在
旅游扶贫的市场对接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

而在引进人才方面，不少专家认为，
可以借鉴台湾的先进经验，培养一批“新
农人”，由他们带头带动扶贫，从海外或
大城市引进一批旅游人才，回归乡村，带
领老百姓发展当地旅游产业。“最重要的
是，要发挥联动作用，政府、企业和当地
群众要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
实现旅游扶贫。”专家认为。

近年我省发展乡村旅游带动10万人脱贫

旅游扶贫，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行业服务标准发布实施

海南温泉旅游
要温更要“火”

■ 本报记者 蔡倩

近日，由国家旅游局监
督管理司及多地旅游局起草
的《温泉旅游服务质量规范》
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
准从水资源利用、功能区域
与服务、安全卫生以及服务
质量监测与持续改进等方面
对温泉旅游服务提出了基础
性、统一性要求。

温泉旅游度假、温泉旅
游养生等系列温泉旅游产品
是海南旅游的一大竞争性品
牌产品，如何对照新近行业
服务标准进一步完善温泉旅
游、给游客提供内涵丰富的
温泉休闲度假体验？就此，
旅游周刊记者采访了行业专
家并走访我省各大温泉酒店
及温泉度假村。

融入温泉文化

观澜湖温泉度假区中，游客可以体
验具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各国特
色的温泉；热带雨林、黎苗风情、山岭奇
峰、特色温泉……在保亭的七仙岭温泉
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可以享受到丰富的
资源；在三亚珠江南田温泉度假区，形态
功能各异的温泉池60余个，分布在天然
椰林中，一池一景……海南诸多温泉企
业在提供基本泡汤服务的同时，围绕体
验温泉文化开展文化康体活动，为游客
提供了内涵丰富的温泉休闲度假体验。

随着大量温泉旅游度假区的不断涌
现，游客不仅仅满足于温泉治疗的需求，
而且需要体验温泉旅游地的综合性文
化。张永康认为，打造金牌康体旅游，文
化建设也是海南温泉发展的一大要素。
例如，可根据温泉水的特点（温度和成
分），研究温泉价值、功效开发利用的学
问，包括温泉沐浴时间、方式、配料、程序
及注意事项，以达到健康养生目的，并创
造出“温泉文化”；或将温泉视为一种独
特的温泉地名文化、宗教文化、诗歌艺术
文化及奇特的自然景观等，“因本身就具
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成为千姿百态的景
观文化也不足为怪”。

“打造温泉小镇、社区等，将温泉从
酒店‘配角’变为社区的‘主角’也未尝不
可。”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则认
为，温泉旅游企业可利用多个主题开发
多元系列化的产品，或构建以温泉旅游
资源为核心的旅游区，使其具有疗养、休
闲、度假、娱乐、会议、观光等多种功能，
将开发主题更趋于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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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什寒村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00分 印完：6时1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