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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旅游局网站：国家旅游局日前公布《2016年第一季度全国星级饭店
统计公报》。公报显示

记者了解到，省内游产品线路今
年也推陈出新，不少旅行社纷纷推出

“奔跑吧青春”“奔跑吧童年”等针对不
同年龄群体的特色深度体验型暑期旅
游产品，如雨林露营、雨林烧烤派对、
帆船出海、热带果园采摘等。突出户
外，是今年岛内暑期旅游产品设计中
的一大特色

“现在孩子生活条件好，每天都呆

在空调房里，我们的露营设计就是要
让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下，自己搭帐篷，
尝试与父母合作，增加亲子互动。”旅
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10岁以
下孩子的家庭群体，旅行社还设计出
不同层次的旅游产品套餐，游客可以
选择自助或半自助的旅游方式，自己
挑选主题酒店和游玩景区，实现旅游
产品的私人定制。

记者注意到，在暑期旅游产品
套餐中，各家旅行社推出的旅游产
品对酒店的挑选格外精细，儿童配
套设施完善的度假酒店最受青睐。
此外，不少度假酒店也纷纷推出暑
期特色套餐。比如拥有水上乐园和
探险世界的三亚湾一家酒店暑期推
出成长季套餐，内容包括丰富多彩
的手工DIY体验项目。另一家酒店

则推出“鲁滨逊漂流之旅”，包含海
盗船探险、小小庄稼汉、部落寻宝等
七大精彩体验项目，让游客足不出
户，就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
动。

除丰富多彩的暑期特色套餐设
计，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比平时，暑
期我省大部分酒店房价也将维持旅游
淡季的优惠价格。

暑期游将迎抢客大战

下月在华增三个签证中心

英聘友好大使推广旅游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英国将在中国

增设3个签证服务中心，以满足中国游客
旺盛的旅游需求。新的签证中心将会落户
在长沙，昆明以及西安，并于下个月开放使
用。

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前往英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快速，
达到27万人次，相比2014年提升了46%；在
英消费共计5.86亿英镑，同比增长18%。该
组数据让中国升至英国最具价值的入境游市
场前十之列。

英国旅游局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前
景，并做了大量推广宣传工作。不久前，英国
旅游局宣布知名演员胡歌担任其“友好大
使”，帮助其推广英国旅游。

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十强
中国占4席

据第一旅游网报道：美国主题娱乐协
会（TEA）与第三方旅游行业研究及咨询机
构日前联合发布了《2015年全球主题公园
游客量数据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全
球排名前10名主题公园集团中，中国的华
侨城、长隆、华强方特、宋城分列第四、七、
八、十位。

报告指出，2015年，尽管全球经济低迷，
主题公园行业整体仍保持7%以上持续而稳
定的增长。全球TOP10主题公园集团游客
人次共计4.2亿，平均增幅为7.2%。这主要
是因为亚洲和美国主题公园的快速发展，包
括长隆、宋城、迪士尼和环球影城。

昆山打造
“迪士尼下一站”

据《昆山日报》报道：面对上海迪斯尼开
业这一巨大商机，作为上海的“后花园”，昆山
旅游做足功课，从交通出行、线路安排、丰富
产品、服务品质等方面，全面做好旅游对接工
作，承接迪士尼溢出带动效应。

目前，昆山开通迪士尼-周庄、迪士尼-
昆山市区两条往返旅游交通专线，实现迪士
尼乐园与昆山旅游的零距离对接。开通上海
地铁11号线花桥站至周庄的高速直达专线、
昆山高铁站经锦溪至周庄的直达专线，同时
打通周庄、锦溪、淀山湖、千灯等各镇景区
（点）之间的旅游环线，使得各镇旅游产品串
联衔接。

日前，昆山市加强与携程、同程等OTA
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合作，推出10条以上迪士
尼+昆山景区及酒店的组合产品、线路，并开
展网上直卖，将昆山的旅游产品和住宿功能
有机地植入到迪士尼游线中，最大限度发挥
旅游带动效应。

携程10亿元
投入度假市场

据《京华时报》报道：携程旅游的“非常旅
游”项目近日曝光。相关人士表示，携程将用
10亿元在各大城市投入度假产品促销，以转
化公司机票酒店用户或者线下门店用户到在
线旅游。

据携程方面透露，这10亿元预算将投入
在多个方面，主要是产品补贴和营销投入。
携程将通过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来拉拢新用
户。“非常旅游”覆盖十大国内外热门目的地，
将提供低于市场30%的价格，并且不走低价
团路线，而以5钻、4钻产品为主。 （杨辑）

■ 本报记者 侯 赛

受办理签证手续时间影响，每年
暑期旅游市场，最早启动的肯定都是
出境长线。

记者走访发现，省内大多数旅行
社早在5月中旬就已推出了境外亲子
游线路，其中台湾线路的咨询情况最
为火爆。其次，欧美、澳洲成为游学热
门目的地，日韩、东南亚等周边国家也
备受关注。

“虽然目前学生们还没放假，但

已经有许多学生家长前来咨询，7
月中上旬的收客情况目前已达到
70%以上，人数还将不断增加。”海
南康泰国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
年暑期海口直飞台湾的包机使台湾
线路产品价格比平时优惠不少，8
天7晚台湾暑期环岛游产品价格低
至 5000 元不到，再加上比起其他
热门旅游目的地相对简易的签注程
序和丰富的游览内容，备受学生及

家长青睐。
“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丰富，越

来越多游客选择赴台自由行，旅游
方式也正在由以往的重购物、逛景
点向深度体验转变，针对这一消费
趋势，暑假期间台湾游会迎来一波
小高峰，亲子家庭和学生将成为台
湾游的主力。”旅行社工作人员提
醒，如果近期打算去台湾的游客，可
以在暑期高峰未到之前，选择错峰

游，相对暑期旺季错峰游不仅可以
节约出游费用，而且游客数量相对
较少，出游体验会更好。

从目前游客对暑期产品的咨询情
况来看，除台湾和东南亚周边国家，澳
洲和欧美线路也是不少学生和家长追
捧的热门游学目的地。但记者了解
到，由于直飞航班仍然较少，暑期欧美
以及澳洲线路的产品价格比平时有所
上升，价格维持在1万元以上。

出境游
台湾游受追捧
包机带热周边游

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的全面升温，
国内游市场也开始走俏。海南康泰国
旅副总经理陈晨表示，暑期一向都会
出现跟春节一样的出游高峰，再加上
今年国内不少地区旅游吸引物的增
加，比如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放，会在
很大程度上利好暑期亲子游市场，尤
其是国内游市场。

据携程网统计，目前厦门、上

海、三亚、丽江、北京、桂林、青岛等
是暑期广受热捧的旅游目的地。对
此，业内人士表示，暑期旅游热门目
的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高校名校
集中、文化深厚，同时也是著名旅游
目的地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非常
热门。而另一类则是适合暑期休闲
放松的度假目的地，比如桂林、丽
江、青岛等。厦门由于两者兼备，成

为今年最热门的学生暑期毕业旅游
目的地。

记者关注到，随着暑期的临近，国
内机票价格也开始逐渐走高，特价机
票从6月底开始则会越来越少。

“海口飞北京513元、海口飞上
海430元、海口飞广州185元、海口
飞厦门238元……”近日，记者登录
多个旅游和订票网站看到，截至6月

中下旬，海口飞往全国各大城市的
特价机票还有不少。也就是说，这
几天出岛旅游的市民或许还能淘到
一些特价机票。然而，随着暑期旅
游高峰的到来，机票的折扣力度也
会越来越小，尤其是7月中下旬至8
月，这个时候是旅游出行的旺季，机
票价格普遍会恢复到七八折，甚至
是全价。

国内游
名校避暑游受青睐
价格从6月底走高

岛内游
主推深度体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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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出租率、平均房价全国第一三亚

平均出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8.94%的有16个省份

位居前6位的为海南、湖南、上海、福建、云南和湖北

平均房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8个省份

位居全国前6位的为上海、海南、北京、广东、天津和福建

其中上海最高

679.80
元/间夜

其中海南最高

64.94%

50个重点旅游城市中，平均房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1个城市

位居前三位位的分别为三亚、上海、北京

平均出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27个城市

位居前3位的分别为三亚、长沙、丽江

公报显示，全国第一季度星级饭店

平均房价为335.05元/间夜

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为163.98元/间夜

每间客房平摊营业收入为32149.67元/间。

平均出租率

4848..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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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春媚

6月16日，2016中国“互联网+”
峰会在北京召开。海南在多项分指
数的排名中表现优秀，如在九大省份

“互联网+”与GDP全国占比中，海南
位列第三。在同天举行的分论坛
——2016中国“互联网+旅游”高峰
论坛上，海口入围2016中国“互联
网+旅游”十大优秀城市。

一个小省，在“互联网+”的建设
上取得亮眼成绩，省内旅游业界人士
认为，这是近年来海南旅游和互联网
双向拥抱和深度融合的结果，海南国
际旅游岛正借着互联网的东风走向
升级版。

借力互联网助跑

全国“互联网+旅游”优秀城市十
强，这个成绩对于海口来说殊为不
易。此次获评2016中国“互联网+旅
游”10大优秀城市的分别是北京、深
圳、杭州、重庆、天津、南京、西安、香
港、厦门、海口。名单中的旅游城市都
是业界“大佬”，海口之所以能入围，腾
讯相关负责人告诉《旅游周刊》记者，
是因为海口具备两大优势，一方面打
造了由政府旅游相关网站、微信公众
号、手机APP及智能终端设备，为游
客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和更便利的体
验；一方面政府积极引领旅游产业升
级，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了互联网+旅
游+会展+房产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为了做到权威发布，腾讯公司通
过大数据分析，统计了过去一年在智

慧旅游服务，新媒体传播力，LBS热
门指数等层面的综合指数，最终评选
出“互联网+旅游”十大优秀城市。

“从‘南热北冷’到‘南热北暖’，
从旅游通道到旅游热点城市，近年来
海口旅游接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
年年攀升，互联网功不可没。”海口市
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从2013年底
海口在“琼北过大年”产品营销过程
中就开启了海口旅游“互联网+”历
程。随后，经过线上产品试销、海口
旅游互联网营销平台打造、“互联
网+旅游”与城市营销结合、全面深
化十大领域合作四个阶段的发展，海
口形成了自己的“互联网＋旅游”格
局。

拥抱互联网时代

海口的“互联网+旅游”发展之
路仅是近年来海南旅游产业与互联
网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起步晚，但步子快。”这是国家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对近年来海南推
进“互联网+旅游”发展的评价。《旅
游周刊》记者从省旅游委了解到，近
年来省旅游委联动各市县，已经构建
了一个覆盖全省的旅游电子政务网
站体系。

目前，大部分市县和主要景区均
建立了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开发了
APP客户端，为游客提供信息和咨询
服务。智游海南旅游综合云平台已
经初步建成，集成了阳光海南网旅游
资源、海南旅游电子行程管理系统、
12301投诉咨询、运营商统计、航空

进出港等数据。
这一系列的举措或许对游客来

说只是背后的工作，感受不深，但无
处不在的WIFI，则让游客最直接感
受到了“互联网+旅游”在海南的发
展程度。据统计，截至2016年3月
13日，全省旅游重点公共场所（347
家单位）WIFI网络覆盖率为94.5%。

携手互联网龙头企业

在“互联网+旅游峰会”上，省旅
游委与腾讯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根据协议，在未来3年，海南旅
游作为腾讯旅游板块建设的先行区和
示范区，为海南旅游+互联网建设创
造新模式、新成效；助推海南国际旅游
岛智慧旅游建设，全面提升海南旅游
智能化水平；探索创新旅游目的地营
销模式，促进景区业态优化升级，全面
提升海南旅游品牌影响力。

腾讯公司相关负责人认为，海南
要继续在旅游+农业，旅游+精准扶
贫，旅游+医疗健康等产业融合聚焦
和持续推进，以点带面，持续推出经
典案例，打造全国样板示范区域。

“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省
旅游业与互联网达到全面融合，基于
互联网的创业创新不断涌现，互联网
促进旅游新业态的发展成为海南旅
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线旅游投
资占全省旅游直接投资的15%，在线
旅游收入占全省旅游收入20%。”省
旅游委主任孙颖说，“旅游+互联网”
已成为我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的
必然选择。

“互联网+”峰会秀出漂亮成绩单

海南旅游正借“网”加速

热点
随着暑假的脚步逐渐临

近，近日，记者从省内旅游市场
了解到，多家旅行社早已开始提
前布局暑期旅游市场，不少线路
产品的咨询和报名情况也逐
渐升温，暑期旅游抢客大

战一触即发。

提前布局
各出奇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