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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在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
工地上，货车穿梭、机
器轰隆，很快，这片热
火朝天的土地上，博
鳌恒大国际医学中心
等企业项目将率先投
入运营，提供国际前
端的康复疗养等服
务，为海南医疗、养
老、科研等医疗旅游
相关产业升级转型再
添新力。

医疗旅游，这一旅
游产业发展之中的新
晋“猛将”，得益于海
南优越的自然气候条
件，积极推出中医疗
养、温泉休闲、太极养
生等特色服务产品，
近年来在海南大展身
手，一批国际顶级医
疗旅游重点项目相继
落地，吸引了不少慕
名前来休闲养生的国
内外游客、“候鸟”群
体，进一步助推“健康
海南”“长寿之乡”等
品牌形象打造。

“医疗+旅游”如
何实现大于2之效果，
在探索建设“医疗养
生天堂”和“国际医疗
旅游健康岛”道路上，
海南借力优势、内塑
基底，在医疗旅游产
业发展的新蓝海中紧
握船舵。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年来，随着艾迪逊、索菲特等特
色品牌酒店入驻三亚，该市酒店行业
格局亦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转型升
级，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理念日渐凸
显，并渗透至酒店经营模式之中。同
时，在亚特兰蒂斯等大型酒店综合体
项目的带动下，三亚酒店所打造的“住
宿+休闲”的多重身份，开始替代单一
型的老牌酒店经营模式，“多合一”的
酒店功能格局成为业内新宠。

“体验消费”观念逐步形成

在春节黄金周中，度假胜地三亚
表现抢眼，散客成为旅游主力军的现
象尤为突出，经统计，三亚散团比例已
扩大为 81：19，自驾游比例也达到
14.21%，家庭游、亲子游成为主力军。

超过80%的散客游客，这一数据透
露出，游客结构的变化将对个性化、多
元化、精细化的旅游服务提出更高要
求。在此环境的驱动下，传统酒店不
满足于仅提供住宿需求，亦开始探索
住宿体验中的组合效应。“三亚作为国

内亲子游最热门目的地之一，我们设
计服务产品时也会将亲子关系、儿童
需求等因素纳入考虑范畴，打造量身
定制的一系列儿童主题活动。”金茂三
亚丽思卡尔顿酒店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三亚诸多酒店通过设置婚
礼策划专家、私家旅行线路设计师，开发
特色农庄、徒步森林等产品，增加舒适体
验性，以延长客人停留时间，进一步刺激
消费需求。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观念正
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单纯的物质商品消
费逐渐转换为消费体验价值感受，促进

“体验消费”成为酒店探索新方向。

酒店“跨界”打造多重身份

尽享国内外知名品牌购物乐趣，体
验本土与异域风格美食，穿越时空徜徉
影视剧街道之中，还有电影院、儿童乐
园等游玩场所，全方位打造舒缓疲惫的

“加油站”……此番场景并非是在某个
商圈或是闹市区，而是在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既是酒店，又是娱乐休闲综
合体，赋予该酒店更充足的发展空间。

随着体验消费时代来临，“跨界”酒
店成为业内主角，明晰定位、多重身份、

拓展格局，综合体内核为住宿赋予更多
功能体验，促使越来越多的酒店开始摒
弃单一模式，探索转型升级方向。

正在建设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项
目，便是“跨界”酒店的一大代表。酒
店从传统客房到延伸服务，均体现出
全要素国际化顶级旅游度假综合体的
特色内涵。全海景客房、水下套房，同
时配备水底餐厅、水上乐园以及全国
最大的天然海水水族馆，海南亚特兰
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民敏
说，“休闲娱乐配套设施不仅是酒店附
属功能，更鲜明的特色主题将成为酒
店揽客重要筹码。”

“非标准住宿”
满足多元需求

“不仅能感受特色道教文化，还能一
览滨海风光，多元的住宿体验太赞了！”
三亚大小洞天景区内特色的木屋酒店凭
借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受游人青睐，网友

“小小莎”日前在微博上发文点赞。
景区内建设酒店，并非新鲜事。

怡人风光、特色体验加之景区环境与
文化，多元因素为景区酒店有别于传

统酒店大大加分。这一现象也体现
出，“住宿+”格局模式逐步走进人们
视野，服务做加法成为趋势。在三亚，
随着亲子游、婚庆游、家庭游的兴起，
酒店个性化功能也随之改变，一系列
满足家庭亲子、热恋情侣等顾客所打
造的特色服务相继亮相，酒店通过深
入文化内涵逐步创出品牌口碑。

“目前三亚共有各类旅馆 1752
家，客房约10.71万间，随着不同类型
酒店数量的激增和行业竞争加剧，打

造特色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提高
顾客满意度成为各酒店经营的重要工
作。”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说。

“跨界”不仅是实力雄厚的酒店集
团新风潮，打造“住宿+”的“非标准住
宿”也逐步体现在普通民宿、经济型酒
店之中。“我们把客栈打造成休闲根据
地，除了能享受沙滩烧烤，还配备潜
水、冲浪等项目，为喜欢水上项目的顾
客提供‘一站式’服务。”三亚美丽亚海
景公寓经营者徐明向记者透露。

酒店“跨界”体验再升级住宿+

商务部征求意见

拟规定客栈民宿
不得设置侵害隐私设备

据中新网消息，近日，商务部组织起草行业
标准《租赁式公寓经营服务规范》和《客栈民宿
企业经营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
意见。

对于租赁式公寓，《意见稿》拟规定，企业按
照公安户籍、流动人口的管理要求，如实查验、按
时按地上传所有住宿人员的身份信息，保证对
住客信息的保密性，配合顾客办理居住证、暂住
证；拟要求企业应制订和完善地震、火灾、食品安
全、公共卫生、治安事件、设施设备突发故障等各
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禁止设置妨害旅客隐私
设备或从事影响住客安宁的任何行为等。

对于客栈民宿，《意见稿》拟规定，经营者不
得以叫嚷、纠缠旅客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招揽住
宿；不得强行向旅客推销物品；不得任意哄抬收
费或以其他方式巧取利益；不得设置侵害旅客
隐私之设备或从事影响旅客安宁之任何行为；
不得擅自变更经营范围和经营内容。

内地与港澳全域旅游
暨旅游警察交流会举办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3月19日，国家旅游
局和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首次在澳门联合
举办“内地与港澳全域旅游暨旅游警察交流座谈
会”。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旅游及警务部门代
表就全域旅游和旅游警察建设有关情况进行交
流，并实地调研了澳门旅游及旅游警察执勤情
况。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澳门特区政府社会
文化司司长办公室主任叶炳权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副主任姚坚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对旅游管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内地在综合管
理体制、现代旅游治理机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突破，各地都在积极建立和推动旅游“1+3”管
理模式。港澳地区旅游发展比较成熟，特别是
澳门旅游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下，大力推进世
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是全域
旅游的典范，澳门旅游警察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于3月5日正式成立，积累了一定经验。大家
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加强内地与港澳经验交流，
相互借鉴，进一步深化内地与港澳旅游交流合
作，推动全域旅游和旅游警察队伍建设，为游客
提供更好的服务。

西安成立全国首家
景区退货监理中心

据《经济日报》消息，针对近年来备受诟病
的旅游商品市场“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质
量、价格乱象，近日，西安市临潼区率先成立景
区旅游购物退货监理中心，专门负责处理游客
在当地旅游购物的商品退货事宜，统一退货流
程，规范退货环节，处理退货投诉等，并承诺30
天内均可无条件无理由退货。

根了解，退货监理中心接收游客提出退货
申请后，对符合要求的，会指导游客填写《游客退
货处理登记表》；旅游销售企业接到中心转办的
《游客退货处理登记表》后，第一时间核实游客及
商品信息，确认无误后48小时内与游客达成一
致，并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退货退款程序。

记者了解到，临潼区的旅游商品退货受理
范围是指在地方工商、旅游部门认定的旅游购
物企业发生的购物，受理条件为自购买之日起
30日内、未因人为原因造成商品物理及化学性
质改变并出示购买商品销售单据。该中心负责
人告诉记者，无理由退货的处理原则是自商品
售出之日起30日内实施无理由退货，31日至90
日内可以换货，超过90日的不予以受理退换货。

国内首部温泉
服务国家标准颁布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近日，国内首部国
家级温泉标准《温泉服务基本术语》正式颁布，标
志着我国温泉服务行业国家标准“零”的突破。

据介绍，《温泉服务 基本术语》是由珠海市
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珠海御温泉渡假
村主导编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
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北京市地址环境监测总站
等共7个单位共同制定的国家标准。该标准以
消费者的角度，从进行温泉服务消费时的需求
出发，从各环节的名称术语入手，通过统一、规
范行业内与温泉服务相关的专用、专业术语，推
动温泉服务信息交换处理、服务评价等实现，在
此基础上推动温泉服务行业有序发展，逐步提
升温泉服务产业在国际领域的竞争力，为全国
温泉服务产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李辑）

目前，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正在加紧建设，这个力争打造国
际国内一流的医疗旅游标杆的重点项
目，享有国务院给予的在医疗药品器
械注册审批等方面9条优惠政策，建
设启动之初便备受瞩目。据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工项目主要产业内容
涉及肿瘤防治、整形美容、抗衰老、干
细胞应用、健康管理、康复疗养等，其
建成后年产值可达150亿元，税收12

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个，加快海
南医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高端医疗旅游+养生康复’前
景无限，如果在海南可以享受到国际
水平的医疗技术与医疗服务，且医疗
成本相对较低、疗养环境舒适，将大
大提升旅游者对海南医疗旅游的关
注度。”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耿松
涛说。

借力区位、政策优势，海南试图

通过引进国际顶级医疗建设项目，破
解无序发展尴尬难题。去年以来，我
省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有力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除了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正加紧建设，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开业、印度阿波罗国际
医院、海棠湾医疗公园项目落地等一
系列利好消息，亦为海南革新本土医
疗体系、提升医疗旅游服务品质提供
保障。

“下一步，将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医
疗旅游，优先发展温泉养生、中医按
摩、spa休闲、森林漫步等轻医疗旅
游，开拓更多特色养生项目，开发黎族
苗族医药特色医疗旅游产品。”三亚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阜外医院、广安
门医院已与三亚达成合作意向，半岭
温泉健康产业组团即将对外招商，夯
实本土医疗体系，将进一步推动全域
旅游，促进琼岛成为医疗旅游标杆。

国际面孔增多，是在三亚市中医
院工作多年的员工李行最为直观的感
受。近年来，三亚市中医院先行试水
医疗旅游，找准定位开拓国际市场，拓
展中医疗养游”内涵和外延，开发出针
灸、推拿等一系列中医疗养新产品。

“目前医院已先后接待俄罗斯、瑞典、
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超过4万人
次。”李行介绍。

阳光、空气、沙滩、雨林、温泉……
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常年适宜的气候条
件，为海南康养旅游发展创造得天优
势，旅游产品不断升级，海口观澜湖、
琼海官塘等温泉度假胜地，解放军
301医院等国内领先水平的医疗机
构，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

去年举行的“2016世界医疗旅游
与全球健康大会”上透露，2015年海

南吸引境外游客约 5300 万，其中
90%提出希望来海南旅游和居住的同
时，能够得到健康方面的服务，琼岛医
疗旅游成为热门。

然而，热门亦意味着对这项产业
提出更为严苛要求。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我国的医疗旅游仍停留在“等客
上门”阶段，缺乏具有竞争力医疗品
牌，同时还面临着观念和服务滞后、专

业人力资源不足、行业运行缺乏规范
等不足。

“海南医疗旅游缺乏有效整合，目
前还处于无序状态，其涉及的旅游、卫
生、药监、工商等多个部门，管理上存在
着条块分割严重、管理模糊等问题，将
制约海南医疗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刚
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白志明
认为海南发展医疗旅游喜忧参半。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22
年，旅游业将占到全球GDP的11%，
医疗健康产业将占到12%，成为全球
第一大产业。不少国家地区因地制
宜，医疗旅游崭露头角，如泰国打造

“世界医疗旅游服务中心”、马来西亚
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医疗
旅游发展、韩国着力推行整形美容保
健产业促进观光旅游业等。而海南，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气候优

势，每年吸引数千万人次赴琼观光，其
中不乏众多北国“候鸟”老人，康体疗
养需求日益旺盛，为海南发展医疗旅
游产业孕育增长沃土。

“去年中医药健康旅游项目接待

外宾达1万人次，总营业额约2000万
元。”主打中医特色产品的三亚太极康
体养生中心，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
来感受东方魅力，其相关负责人对去
年的不凡佳绩颇为惊喜。

借力优势 内塑基底

海南驶向 新蓝海

整合资源 破解无序发展尴尬

医疗旅游

内塑基底 革新本土医疗体系

前景广阔 跻身未来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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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棠湾艾迪逊酒店。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酒店“多合一”服务模式成揽金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