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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观点

瞄准市场痛点重金出击

从此次签约的项目可以看出，不
少岛外资本深度聚焦海南旅游发展潜
力，从薄弱环节等方面纷纷寻找投资
突破口，有望为海南旅游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带来新动能。

2015年我国自驾游游客已占旅
游人次58.5%以上，显示出巨大的发
展潜力。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市场，
普石（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此
次选择海南省内的优质旅游企业进行
投资，建设海南省自驾车房车旅游
O2O智能管理运营服务平台。

旅游道路“最后一公里”建设不足
制约着海南旅游的发展。前来参会的
鑫桥联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总裁施
锦珊表示，海南旅游拥有得天独厚的
发展优势，该公司将在未来两年致力
于海南旅游道路“最后一公里”建设，
推动海南旅游业的更好发展。

海南康养旅游发展商机无限，易
家度假投资有限公司准备用“互联
网+养生+旅居+金融+共享经济”模
式在海南五指山开展项目投资，计划
在五指山打造一个从市区到核心景区

“一区三园”的养生基地，形成独具海
南特色的南药养生游、民族医学理疗
游、养老旅居游模式。

“海南在旅游和医疗健康产业领域
具有很好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随着
产业的不断升级，未来发展令人期待。”
北京厦门企业商会会长李进基说。

大批旅游新项目涌入，再次展现海南旅游业引资魅力

旅游投资 健康岛“钱途”无量

继海南国际
旅游岛开局之年
掀起的旅游投资
热潮后，海南旅游
又迎来新一轮的
资本热潮——

刚刚在厦门
结束的第19届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海南旅游
业收获满满——
成功签约20余个
旅游项目，投资额
约580亿元，一批
知名企业纷纷在
海南投资建设旅
游项目。

大批旅游新
项目的涌入，再一
次展现海南旅游
业引资的魅力，同
时为海南康养旅
游等发展增添着
后劲与活力。

■ 本报记者 罗霞

2016厦门招商活动

全省共签约24个旅游投资项目

协议投资579.7亿元

其中，海洋旅游项目1个
协议投资40亿元

康养旅游项目6个
协议投资186亿元

文体旅游项目5个
协议投资129.5亿元

乡村旅游项目3个
协议投资51.5亿元

会展旅游项目3个
协议投资55亿元

今天是国际投资论坛，我就讲一
个和投资有关的主题——旅游是最好
的投资。我讲五个观点：

第一，旅游投资是国家的产业方
向。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和
“城镇化”中后期，这种情况下投资究
竟该往哪儿走？旅游是最好的投资方
向之一，符合国家产业方向。

举例来说，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
的六分之一，但中国人的旅游支出只
是美国的十五分之一，欧洲的二十分
之一，我们旅游方面的支出还太少，所
以这个方面投资空间、增长空间是巨
大的。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投资大幅放
缓，首次跌到了个位数，但今年上半年
旅游投资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30%，
而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投资。

第二，旅游是最长寿的投资。
投资的行业是很多的，很多行业

投资的时候觉得很好，过了几年，如果
研发和更新换代跟不上，可能就会被
淘汰。多年前大家想得到的那些很有
名的企业，现在可能都找不到了。想
维持一个行业长青、企业长青是非常
困难的事情。但是旅游就有这个特
点，它是一个长寿投资。

举两个例子，600多年前，明朝皇
帝修了武当山，北修故宫，南修武当
山，那纯粹是人工投资的一个产业，
600多年来人气依然旺盛。再比如，
30多年前投资的九寨沟，环境很美，
修建了酒店和机场，现在客流异常火
爆，甚至到了还需要限游的程度。旅

游投资有个特点，旅游投资时间越长、
品牌越响，收益越高。

第三，旅游是最环保的投资。
旅游投资跟所有投资一样，都要

占用资源，但是旅游投资有个好处是
一次性占用资源。制造业和一些其
他产业对自然的占用是持续不断的，
不管是材料、土地，都需要持续不断
地占用和攫取；相比多数的行业来
讲，旅游可以算作是最环保的投资
了，旅游虽然也会占用资源，但是这
些资源可供使用的频率高，可以多次
利用。而且现在全球提倡减少碳排
放，旅游可能是碳排放最少的投资行
业之一。

第四，旅游是能发财的投资。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举两个例

子：一个是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拥有
53公里长的细沙，五十多年前黄金海
岸的价值被发现后，就有人开始投资，
后来慢慢形成一个城市，成为一个纯
粹因为旅游拔地而起的新兴城市。
2015 年，黄金海岸的过夜人次是
2160万，人均8.3夜，稳居近十年来

“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也带旺了一
个州。

再举一个例子，吉林省白山市抚松
县松江河镇，万达搞了长白山国际度假
区，一个在深山老林、岩石山沟里投资
建造的项目，算得上无中生有。这个项
目，让抚松县在吉林省的GDP排名，由
倒数几名变为领先。

正是因为我们度假区的投资和兴
旺运营，让今年白山市的GDP增长、

财政收入增长、服务业增长等核心
经济指标的增速，名列吉林省第
一。这是在整个东北经济放缓，甚
至是负增长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成
绩，这个城市还是保持这样的经济
增长速度。当然，我们并非唯一的
推动力量。

第五，旅游是最富民的投资。
有很多大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投

资，他们好不好呢？好。但是，这些投
资所获得的收入，真正分在老百姓手
上，还需要有一个转移支付的过程，还
需要通过二次、三次分配来实现。但旅
游不一样，旅游投资是一次分配率最高
的行业之一，因为不论是做导游还是卖
小商品，挣到钱之后都是直接放在自己
兜里了，所以一次分配率最高，最能让

人致富。也举万达在长白山国际度假
区的例子，至少给一万人提供了就业，
其中大量的是林业下岗工人，原来的收
入也就一个月几百块钱。旅游项目开
业后，这些工人每月至少能挣三千块
钱，而且管吃管住。项目还带动了周边
的乡村农家乐发展，更多老百姓因为这
个大型项目而受益。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财政收入，
还是从富民角度来看，旅游投资都是
非常好的资源选择。当然了，这肯定
不是唯一选择，但是旅游投资在中国
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是最好的投
资之一。

（摘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
2016厦门国际投资洽谈会上的演讲《旅
游是最好的投资》）

王健林：旅游是目前最好的投资

今年上半年中国的投资
大幅放缓，首次跌到了个位
数，但今年上半年旅游投资
同比去年上半年增长30%，
其中绝大部分是民间投资。

9月8日，万达集团董事
长王健林在2016厦门国际
投资洽谈会上发表演讲时直
言，旅游是最好的投资。

中国出境游市场
迈入理性增长

据《中国产经新闻报》报道：据国家旅
游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人数为5903万人次，仅比上年同
期增长4.3%，是过去6年来的最慢增速，首
次出现个位数增长。目前出游下跌最大的
是欧洲游。有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前往法
国南部的人数同比去年有30%～40%的跌
幅。

中研普华研究员危仁鹏指出，目前出
境旅游已呈现出小众化、散客化、自助化的
趋势，这就必然导致了国人出境游增速的
放缓。基于我国出境游增长的客观态势，
要想出现新的刺激点，出境游目的地国家
的深度开发是关键。虽然国人出境游的增
长速度放缓，但这是一个由量变向质变转
化的过程，是处于“消费升级”的阶段。有
数据显示，上半年出境游客在每个目的地
的停留时间为2.3天，比去年同期提升0.4
天。

最忆是杭州

游客挤爆
G20会场新景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G20过后的
首个周末，刚刚回家的市民忽然发现杭州
反过来已被全国的游客“占领”。

据浙江省内媒体报道称，紧随而来的
秋季旅游旺季，尤其是“中秋”“十一”黄金
周期间，杭州旅游接待或面临大客流挑战，
甚至出现井喷状态。杭州市将提前启动预
警机制，严密监测热点景区和人流集聚区
的游客流量，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疏导客
流。

9月开始，主打G20相关的杭州旅游产
品将成为近期“爆款”。目前市面上G20主
题游主要分为一日游和两日游两款产品，
行程覆盖钱江新城、西湖音乐喷泉和3D灯
光秀等G20新景，与以往的杭州线行程有
所不同。

北京一日游产品
须提供电子行程单

据《北京商报》报道：北京日前对《北京
市旅游条例（草案修改稿）》二审。修改稿
对北京一日游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并明确
要求提供一日游产品的旅行社必须提供旅
游电子行程单。

修改稿规定，经营一日游产品的旅行
社应当在旅游行程开始前，通过旅游团队
服务管理系统填报团队服务信息，并向旅
游者、导游、旅游客运车辆驾驶人员提供旅
游电子行程单。电子行程单内容主要包括
提供服务的旅行社、导游、旅游客运经营
者、客运车辆和驾驶人员的信息，景区及游
览时间，就餐点和购物店的名称及具体停
留时间等信息。

再融资收购美团酒店？

携程CEO发声辟谣
据《新闻晨报》报道：携程近日对外宣

布，将发行13亿美元美国存托凭证（ADS）
以及9亿美元的高级可转换债券，融资总
规模达20多亿。

携程这次再融资，获得超额认购，百度
和Priceline纷纷参与。市场传言称，美团
酒店，甚至途牛，都被认为可能是携程的下
一个收购对象。而对于这个并购传言，携
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梁建章
首次发声，明确表示：“携程投资的企业，将
以盈利为导向。”这相当于携程官方变相辟
谣。

“此前携程投资的香港永安旅行社、如
家以及英国机票查询网站Travelfusion
等，都是看盈利情况后投资的。”梁建章强
调，到目前为止，携程也是唯一盈利的在线
旅游企业。 （杨辑）

旅游与医疗健康成热点

本届投洽会上，海南旅游通过专
题招商推介会、座谈会、恳谈会、展览
展示等多种方式进行招商推介，而这
其中，一大创新招商之举备受瞩目：旅
游与医疗健康产业首次联合亮相投洽
会，并收获颇丰。

由省旅游委牵头，省卫计委、琼海
市、万宁市配合，海南省旅游与医疗健
康产业专题招商活动在本届投洽会上
举行，旅游业和医疗健康产业得到重
点推介，来自厦门、福建、河北、北京等
地的旅游和医疗健康企业负责人近
80人参加了会议。

经过前期积极准备，在2016厦门
招商活动中我省共签约涉旅项目26
个，其中1个融资项目，1个框架协议
项目，24个协议投资项目，协议投资
579.7亿元；签约医疗健康产业项目7
个，协议投资107亿元；琼海市签约3
个项目，协议投资28亿元；万宁市签
约2个项目，协议投资53亿元。

“海南旅游业与医疗健康产业在
此次招商工作中成果突出，显现出康
养旅游等的发展潜力。”省旅游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上，海南旅游
与医疗健康产业共签约投资协议31
个，占本次投资协议119个的26%，协
议投资686.7亿元，占全省协议投资
1345亿元的51%。

资本涌入旅游产业掘金

此次签约的24个协议旅游投资项
目，协议投资579.7亿元。省旅游委还
与鑫桥联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海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金融合作投资协
议；与海南嘟嘟旅游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普石（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协议，合作建设海南省自驾车房车
旅游O2O智能管理运营服务平台。

大批旅游项目缘何选择落地海
南？在此次签约项目中，北大青鸟将
在琼海开发建设博鳌龙文化园项目。

“自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来，北大青鸟就将海南作为重要的
投资目的地。”北大青鸟集团新动能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元说，北
大青鸟选择琼海，主要是看中琼海良
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发展环境，“博鳌高
铁、机场的开通，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试验区的启动，使得琼海的发
展前景更加怡人。”

除北大青鸟外，广东广物集团在
三亚建设南丁新能源汽车经营服务基
地项目、复星旅商集团在三亚建设海
棠湾爱必侬国际度假区项目、四川华
信能源集团在三亚建设凤凰谷乡村生
态文化旅游区项目、美亚旅游航空有
限公司在三亚建设美亚天涯红塘湾通
航中心项目、恒大酒店管理集团在儋
州建设海花岛城堡酒店项目……众多
项目的签约，有望为全岛多个市县带
来旅游发展活力。

全省共签约投资协议 119
个，总投资1345亿元

旅游与医疗健康产业共签约

投资协议31个，占26%，协议投

资686.7亿元，占51%

旅游与医疗健康
产业成吸金大户

制图/红胄

万宁爱情海岸石梅艾美酒店。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滨海一直都是旅游投资的热土。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高星级度假酒店是投资热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投洽会海南“海澄文”一体化
综合经济圈专场招商活动。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