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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聚焦

与以往相比，此次海南在西安办
会参展打破了注重团队游客和观光游
客的参展传统，而是更加注重散客市
场，注重中高端旅游客源市场需求，通
过重点推介一系列新产品，来更好地
迎合游客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做大西
北旅游市场。

转型带来新热点

8月25日举行的“请到海南深呼
吸”旅游专场推介会上，陕西省旅游
局副局长陈梦榆到会致辞，陕西近
70家旅行社负责人、20多家媒体及
本地自驾游协会、摄影协会、婚庆协
会等嘉宾代表参加此次旅游推介会，
其中包括西安国旅、名望假期等旅游
机构。

在陈梦榆看来，西北人喜欢海，
海南与陕西旅游合作潜力很大。陈
梦榆说，海南是祖国南海的明珠，是
人间的仙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
源，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度假胜
地相媲美。海南的全域旅游探索为
全国进行了超前的实践，并且取得了
非常好的成果。陕西是历史文化大
省，海南自然资源优美，陕西和海南
旅游资源有很大的互补性。

西安名望假期相关负责人曹志
峰同样对海南旅游西北客源市场颇
为看好，不过他认为应该更进一步挖
掘自由行客源市场。“很多陕西人已
去过海南旅游，现在不少人愿意去海
南进行自驾游、蜜月游等。”曹志峰
说，西北人喜欢到海南看海，吃海鲜，
拍婚纱照等。“除常规旅游点外，海南
可推出一些特色旅游产品，满足中高

端游客需求。”曹志峰建议。
“面对客源市场的变化，在此次

旅游推介会和2016西安丝绸之路国
际旅游博览会上，海南主要针对西北
中高端散客作出推介，吸引他们参与
到海南近些年兴起的乡村旅游、环岛
高铁游、航天旅游等特色旅游中去。”
省旅游委副主任周平表示。

提升增加吸引力

在此次旅游推介会和2016西安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上，海南航
天旅游、免税旅游、高铁旅游、邮轮旅
游等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得到重点推
介，吸引了不少西北人的目光。

今年6月，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成
功发射，使得文昌航天游明显升温。
在2016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
会上，航天·现代城项目广受游客关
注。该项目囊括航天科普、航天旅
游、航天农业、航天餐饮等特色旅游
业态，其中总建筑面积约1万多平方
米的航天科普馆已于今年6月26日
开馆。

航天·现代城项目相关负责人邓
拓晶介绍，不少旅行社、文化公司等
前来咨询项目情况，并初步达成会议
接待等合作意向。“从现场咨询情况
看，游客对航天科普游、海南美食等
关注度非常高。”

三沙南海梦之旅邮轮有限公司
即将推出的邮轮旅游产品、三亚国
际免税城推出的免税购物活动等
也颇受游客关注。另外，独具特色
的海南黎族苗族歌舞表演给各界
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地旅

行社代表纷纷表示一定会向当地
市民多宣传海南的旅游资源，让更
多的人走进海南、了解海南、到海
南度假。

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南
正积极重点打造海洋旅游、康养旅
游、文体旅游、会展旅游、乡村旅游、
森林生态旅游、特色城镇旅游、购物
旅游、产业旅游、专项旅游等十大旅
游产品体系，更多新产品将满足游客
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挖掘市场潜力

近年来，海南旅游西北客源逐
年增加。一些业内人士预计，随着
新产品的推广、中高端客源市场的
拓展等，来海南旅游的西北客人将
继续增加，因而航空运力方面有待

进一步优化。
一些游客反映，目前从西北地区

到海南的航班密度不高，且直达航班
少，给出行带来不便，建议增加航班
班次，同时增加直达航班。

西安国旅相关负责人赵晨强调，
目前从西北到海南旅游的散客越来
越多，海南应积极做好“机票+酒店”
服务，推出物美价平的“机票+酒店”
套餐，以方面游客出行，吸引更多的
人到海南旅游。同时，海南应积极打
造蜜月游等特色旅游，给游客提供更
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从整体来看，海南旅游在西北地
区的宣传力度仍显不足。省旅游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海南将进一步
加大对西北市场的旅游推介，借助旅
行社、新媒体、协会等，让更多人了解
海南，了解海南旅游新产品。

推介旅游新产品，辐射西北各省市

掘金西北
海南瞄准中高端市场

西北地区是海南

旅游的传统客源市场，

每年都有不少西北地

区游客来海南旅游。

面对这一传统市场，海

南旅游如何有效挖掘

市场新增长点、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市场？

近日，省旅游委组

织各市县旅游局、部分

重点景区和旅行社等，

赴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请到海南深呼吸”旅

游专场推介会，并参展

2016 西安丝绸之路国

际旅游博览会，一批旅

游新产品得到重点推

介，让更多人了解到海

南旅游的独特魅力。

■ 本报记者 赵优 见习记者 邓钰

生态水果、绿色蔬菜、特色小吃
……日前，琼海市旅游委联合塔洋镇
举办“农夫市集”活动，一场田园里的
欢乐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选
购，七星伴月景区集市上淘土货已经
成为游客们的心头好。

椰林婆娑，翠绿环绕，这里有田
野的静谧；瓜果飘香，暗香浮动，这里
有乡间的清新；开轩场圃，把酒桑麻，
这里有农家的美味；清风徐来，水波
不兴，这里有湖光美景。坐落于龙寿
洋国家农业公园核心区的塔洋镇七
星伴月景区以半月形的龙起湖为核
心，由鱼良村委会的7个自然村环绕
而建，因酷似“七星伴月”而得名，是
一个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身的
综合性旅游景区。

一口占地120多亩的池塘水面，
映绘出岸边秀丽的景色，环湖步行观
光的2.1公里栈道穿行湖边，引人入
胜。这里让人们发现，除了大海阳光
沙滩，海南也有这样清丽的田园风
光。黎明的风带着泥土的芳香，轻轻

地从稻梢上滑过，稻杆柔和地摇动起
来，海一样的稻田涌起无边无际的碧
绿稻浪。湖面之上，清风拂来，满载
游客的游船轻划过这一汪碧湖。“每
天都有游客来租船游湖，生意不错
呢！”岸边的休闲驿站里，文村村民施
清友正忙着招呼客人。

而湖边更是热闹非凡。这是继7
月初首次举办农夫市集活动后，又再
度在塔洋镇“七星伴月”景区举办的
第二届“农夫市集”，促进农业、文化、
旅游相结合，助农民拓宽农产品销
路，打造独特的旅游品牌。

“琼海将自身作为一个5A级景
区打造，力求为游客打造免费的景

区和最好的旅游产品以及提供最贴
心周到的服务。”琼海市副市长孟
维华表示，塔洋镇农夫市集是新推
出的旅游业态，希望将这里最棒的
农产品推介给游客，让他们吃到放
心的农产品。

农夫家里自种的杨桃，新鲜清
甜；市场上少见的红心石榴让游客直
呼美味；而刚刚摘下的茄子、丝瓜等
蔬菜和自家生产的辣椒酱、蜂蜜等特
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们参观抢
购。“塔洋是农业重镇，各类瓜果蔬菜
品质优良，举行集市活动不仅能让更
多的城市人体验到农村的农耕文化，
满足都市人对山野绿色食品的迫切

需求；同时，也能拉动当地农副特产
的销售，带动本地农民增收致富。”塔
洋镇副镇长陈乃嘉说，“农夫市集”作
为塔洋镇特有的农业、文化、旅游相
结合活动，今后农夫市集将常态化，
继续帮助农民拓宽农产品销路，打造
成知名旅游品牌。

在琼海投资的台湾大顺农场也
带来了自己种植的特色水果榴莲蜜
和火龙果参加。负责火龙果种植的
钟钦棋告诉记者，农场种植的反季节
火龙果甜度高、没有病虫害，很受海
南市场欢迎，供不应求。在这里，不
仅可以让你收获放心的农产品，还可
以品尝到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

皮酥馅足的老市烤包、酸爽可口的千
秋酸菜，不禁让人食欲大开；架起锅，
挥起勺，老师傅现场炒制起了塔洋炒
粑。“海南六大特色名粉之一的称号
果然名不虚传！”吃货们纷纷点赞。

“既能游览风光、品尝美食，又能
买到地道的土货，这样的体验活动实
在是太棒了！”在活动现场，来自海口
的游客刘丞敏一边选购着商品，一边
拿着手机进行拍摄。而不少游客已
经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在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
生看来，琼海打造全域5A级景区的
率先之举已使琼海成为旅游目的
地，作为全域5A级景区重要组成部
分的农业公园，实现了老百姓在家
门口的就地旅游化改造。农家乐、
民宿、农产品广受游客欢迎，老百姓
吃上了旅游饭，成为从事第三产业
的农民。“农村和乡镇是全域旅游的
主战场，镇村旅游化改造也使得当
地老百姓成为旅游的参与者、获益
者，成为不可或缺的旅游要素，满足
游客和市场需求，这就是全域旅游
的一大内涵。”王健生说。

琼海市塔洋镇打造“农夫市集”

田园集市

巴黎旅游业遭遇“寒冬”
据《北京商报》报道：随着恐怖袭击、罢工和

洪水的阴霾笼罩，曾经极具历史感的浪漫巴黎
早已不再令游客流连忘返。如今，游客们避之
不及的巴黎正在经历一场旅游业“寒冬”。

旅游业是法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占法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7%。去年，法国接待外国游客
更是高达8450万人次。然而根据法兰西岛大
区旅游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报告，与去年同期相
比，今年上半年到访大巴黎地区的游客减少了
100万人次，此外旅店入住人数仅为1490万人
次，同比减少6.4%。

在此当中，巴黎市游客数量下滑幅度最大，
外国游客明显开始选择“绕开”这一地区。游客
人数下滑使大巴黎地区旅游业遭重创，年初以
来这一地区旅游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7.5亿
欧元。

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

中西部重点建5A景区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十三五”全国旅游

业发展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将尽快向国务院报
送并适时发布。

据了解，《“十三五”全国旅游业发展规划》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为主线，以落实全域
旅游战略为主题。

为推进规划的有序落实，“十三五”规划对
重点任务的实施路径都做了设计，体现在空间
的布局和时间的安排上。比如，对精品景区和
度假区的建设上，规划明确提出了东部地区要
重点发展休闲度假产品，按照2：1：1的比例合
理布局东中西部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中西
部要重点建设5A级景区，“十三五”期间将实现
中西部新增5A级景区占全国新增量的70%。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

区域旅游经济
差异不断缩小

据第一旅游网报道：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
在京发布《中国区域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6》，
报告显示，区域间旅游经济差异呈现出不断缩
小态势，客源地出游力分布总体呈现东—西梯
度递减格局。

报告指出，2015年，区域旅游业与区域经
济总体呈现出区域均衡化发展趋势。城乡不同
群体居民出游差异特征明显，25-34岁是出游
的主力。区域旅游目的地接待量表现出明显的
均衡化态势，但东部地区持续处于主导地位。
区域旅游目的地收入呈现出东—西递减格局。

报告显示，2015年接待游客排名前9名的
省份为广东、山东、江苏、四川、浙江、河南、湖
北、湖南、安徽，其国内旅游接待量均大于4亿
人次。

哈尔滨投入3000万元

设旅游厕所奖励资金
据人民网报道：哈尔滨市政府决定从旅游

专项基金中投入3000万元，采取“制度补血”的
方式用于旅游厕所奖励资金，增加公厕数量，对
2015年、2016年旅游厕所建设以奖代补，其中
1000万元用于景区周边公共厕所建设。

据悉，今年8月份开始，哈尔滨市旅游局按
照旅游厕所评定方案，组织检查组，按照《旅游
厕所建设管理指南》对当前已完工的旅游厕所
逐一进行验收，对于未达标的项目，提出整改意
见，限期整改。同时，将旅游厕所建设与国家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区等评定、复核、
考核相结合，作为一票否决条件，以促进各地完
善旅游公共设施的积极性。

根据国家旅游局旅游厕所建设有关要求，
2015年哈尔滨市旅游厕所完成74座。其中，
旅游A级景区63座，乡村旅游点9座，其他2
座。 （杨辑）

“请到海南深呼吸”旅游专场推介会现场。本报记者 罗霞 摄

淘土货
热点

■ 本报记者 罗霞

海边一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