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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 本报记者 赵优

年初，途牛旅游网与中国旅游研
究院联合发布的《2016-2017中国旅
游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海南位列
全国增长最快的十大旅游目的地，同
时跻身全国增长最快的十大客源地。

这凸显了海南旅游的一大新变
化，而更加多元的旅游需求也给我省
旅行社带来新商机。

“候鸟”旅游热情高

每到冬季，海南温暖舒适的气温
及优美休闲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
北方老人欣然南飞到海岛过冬，成为

“候鸟老人”。根据官方统计，仅在海
南的候鸟老人，大约有45万人。

“我已经走过岛内好多地方了！”

像来自西安的老张一样，不少“候鸟”
已经不满足于买菜做饭的悠闲生活，
更愿意约上三五好友出门旅游，感受
旅游目的地独特的人文地理。

有钱有闲，成为“候鸟”的一大特
点。2015年，海南省卫计委与北京大
学社会学系联合对非海南省户籍的季
节性来琼人口进行调查，发现“候鸟”
老人的一系列特征。联合调查显示，
候鸟老年人群的平均个人月收入为
3894.94元，远高于2015年全国居民
人均1830.5元的每月可支配收入，也
明显高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2599.6元的水平。

“越来越多的‘候鸟’在海南买房
置业，居住的时间更长，开始乐享旅居
生活。”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产
品研发部副总经理黄小玲对这一变化
也感受颇深。

近年来，“候鸟”一族有家庭化、年
轻化趋势，形成“老人在海南度假养
生，儿孙跟过来过寒暑假”的模式。“岛
内的短线游、周边游很受欢迎。”黄小
玲介绍说，公司旗下专做本地游市场
的沃德国旅今年接待游客量为历年来
最好，2017年春节假期期间，每天达
四五千人的游客接待量。

在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
看来，“候鸟”的带动能力十分强大，

“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甚至是一个小区。”

多元需求促进消费升级

在大众旅游时代，海南的旅游目
的地优势转化为客源优势，似乎也是
一种必然。

《2016-2017中国旅游消费市场

发展报告》称，以亲子游、爸妈游为主
的家庭游火爆；自由行、品质游、度假
休闲旅游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品质团、
定制游成为旅游消费升级新标志。作
为旅游集散地，这一变化在海南旅游
市场尤为明显。

日趋多元、注重体验的旅游需求
越来越大，旅行社也纷纷推出新玩法。

海南旅享家国旅前往西线的自驾
车团、滨海房车游产品销售火爆，海南
银新国际旅行社推出豪玩亚龙湾短线
游产品，以欣赏浓郁热带风情的草裙
舞、参与各种海上趣味运动、品疍家海
鲜特色火锅餐等6种玩法，让游客体
验不一样的亚龙湾；海南康泰旅游则
推出360度环岛游，“咱爸咱妈”养生
慢游之旅……

来自山东的72岁“候鸟老人”刘
福成搭乘今年1月 1日开通的海口

至万象旅游包机，到老挝旅游。搭
乘这趟包机的海南旅行团中，已退
休的老人数量占了三分之二，老人
多与家人或是同乡结伴报名参团，
队伍庞大。

去年，海南开通多条飞往柬埔寨、
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包机航线。
从海南搭乘飞机到越南、老挝和柬埔
寨等国家，直飞航程耗时均在2小时
以内，给游客省却了转机的麻烦和时
间，出境游也渐成这些“候鸟老人”和

“新海南人”的出行时尚。
随着出游方式不断更新，高端出

游体验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连续
5年冬季来海南的候鸟老人应仲玉
回忆起之前的邮轮旅游仍意犹未尽，
辛苦了一辈子，她想换一种活法，便
和亲朋好友几人一同体验了一把邮
轮旅游。

三亚启动文明旅游
企业创建行动

本报讯（记者林诗婷）近日，为进一步加强
旅游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三亚市旅游委在该市
旅游行业开展文明旅游企业创建工作，举行“文
明旅游景区”“文明旅游饭店”和“文明旅行社”
评选活动，打造一批讲文明、树新风的旅游企
业，以公众监督力量推动涉旅行业良好风尚的
形成。

据悉，此次文明旅游企业的评选对象及范
围为在三亚市旅游委备案的所有单位，评选流
程为企业自荐申报。各旅游企业按照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要求，开展创建“文明旅游景区”

“文明旅游饭店”和“文明旅行社”宣传动员活
动。同时，三亚市旅游委将通过资格审查、实地
考评、网络投票等多种形式，对参选的涉旅企业
进行评选。获选单位将获5000元奖励，并予以
授牌。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进
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推进严格高效的管理
机制，提供优质的服务，打造文明旅游环境，促
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

我省加快推进旅游扶贫，让贫困群众吃上全域旅游饭

游客看风景 村民奔钱景

杭州G20旅游线路
优惠联票全国首发

据中新网消息，在杭州举办的“杭州旅游护
照·G20线路优惠联票”首发仪式上，西湖的秀
丽、运河的古韵、西溪的野趣、丝绸的华美、龙井
的茶香……这些极具杭州特色的文化符号被整
齐地印刷在了一套套精美的联票上，并成为了
杭州今后旅游的“代言人”。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盛大举行，杭
州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向世人展现出历史
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韵味。峰会期间，各国各地
区领导人及夫人们体验了西湖、西溪、丝绸、龙
井等极具杭州特色的自然和文化元素。此次活
动便是将这些杭州经典的美景美食串珠成链，
并结合线上、线下优惠活动，让游客和市民享受
到“后峰会”杭州旅游释放的红利，实现旅游惠
民。

2017年5月1日至12月31日，用户持旅
游联票纸质版消费时，不仅可以享受相应优惠，
同时还可进行“有奖集戳”活动，用户集齐7个
不同纪念戳后，拍照并上传至“杭州旅游护照”
生活号就能参加抽奖。

海南跻身全国增长最快十大客源地

多元旅游需求带来

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加快海南农村
脱贫步伐的有力措施。

去年，省旅游委围绕贫困村开展
项目策划，积极包装一批风情旅游小
镇和乡村旅游项目，其中风情小镇旅
游项目17个，总投资446亿元；乡村
旅游项目40个，总投资449.46亿元。
目前，一批带动旅游扶贫的乡村旅游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如临高溪尾村和
新华村打造成和舍镇溪尾村水晶湖生
态旅游度假区项目；保亭田滚村已有

“中国保亭甘工鸟文化旅游度假区”项
目和我省首个五星级休闲房车露营地
项目落户。

按照《海南省旅游扶贫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到2018年底通过重点扶
持45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和其他特色
村镇发展旅游业，带动10万以上贫
困人口增收脱贫。方案提出，以实
施乡村旅游扶贫和开展精准帮扶为
主要路径，重点在深入挖掘贫困地
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发
展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旅游与三次
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推进贫困地区
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带动和促
进群众脱贫致富。

“要重视社会组织和专家智库在
旅游扶贫中的作用。”省旅游发展研
究会会长王健生表示，专家智库要
有高水平的项目策划和规划，合理
布局，做好市场细分和战略定位，创
新贫困地区的旅游经营模式，同时，
建立社会组织持续参与的旅游扶贫
机制，协调多方力量参与和支持，谋
划旅游扶贫中的社区参与、农业旅
游产业链的打造、旅游村镇的环境
景观建设、旅游扶贫规划单位的长
期持续帮扶等。对于旅游扶贫开发，
王健生给出了自己的“要诀”：党委政
府“主导”、专家学者“主谋”、产业融
合“主唱”、社会组织“主推”、市场企
业“主体”。

旅游扶贫，除了要依靠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与帮助，改善当地旅游发展
的基础条件外，社会资源也积极参与
旅游扶贫工作，不同规模的旅游企业
也在探索依靠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脱贫
的新路子。

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在帮扶周边
村民的过程中，变“输血式帮扶”为“造血
式引领”。景区不仅通过捐资改善周边农
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在劳动用工方面优
先考虑和安置当地村民，并针对性地为甘
什上村和甘什下村村民量身定制“半天务
农+半天务工”的弹性工作模式，帮助村民
实现家门口乐业，探索出了村企合作的共
赢模式。村民年人均收入也从1998年旅
游区创建时不足1000元，增至2015年
人年均收入3.6万元以上。

除了就业扶贫和产业扶贫，通过挖掘
特色地方文化资源扶贫也成为一大探索。

2013年，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
司从云南引进国家茶树保护新品种“紫
娟”，种植在五指山市阿陀岭红山乡一
带。按照“公司+农户+基地+茶科所”模
式，该公司已成功种植“紫娟”茶园200
亩，建成了十里飘香的茶叶长廊，形成了
茶叶培育、栽植、加工、销售的产业化发展
格局，打造出了海南唯一的“野生态超有
机雨林生态示范茶园”。“到紫鹃茶的采摘
期，一天采摘收入近400元。”红山乡什会
村村民王梅霞俨然成了紫鹃茶种植模范，
她和十多户村民在茶科所专家指导下，采
取林下种植的方式，参与种植“紫娟”，“比
种稻谷、橡胶收入高多了。”

而种植在热带雨林里的茶树，更是吸
引了不少团队游客前来参观、采摘。村民
们借此机会开办农家乐、民宿，销售农副
产品，一下子富了起来。“现在有不少游客
慕名到茶基地观茶、品茶，妙自然公司下
一步将把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
打造海南首个茶文化主题公园。”妙自然
茶业董事长徐雪燕介绍，这样一来，村民
的收入肯定会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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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寒村曾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最贫困村之一，这里海拔高、温度
低、昼夜温差大，橡胶、槟榔等常规
作物无法种植。传统的产业扶贫和
补助补贴性扶贫解决不了什寒的根
本性问题，村民守着青山绿水却依
然过着穷困的日子。为了摘掉贫困
落后的帽子，琼中县委、县政府根据
什寒当地民俗特色，深入挖掘黎苗
文化内涵，策划丰富多彩的乡村旅
游产品，通过旅游扶贫试点，促进什
寒村的产业融合和创新，紧紧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
做文章，让游客充分享受“住农家
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的自在，也让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
饭”。仅2016年，什寒村接待游客
50584人次。

借力“美丽资源”，农旅融合成
为我省乡村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危房改造后的洁白平房外墙，
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绘画引人驻足，
说亲、定亲、拦亲等苗家特色婚俗跃
然墙上；鹅卵石小道伸向“朋莱湾”，
这片万泉河滩俨然是一个冠盖亭亭
的河滨休闲园林；清风徐来，虫啾鸟
鸣，竹园曲径通幽，引人入胜，不时
传出游客射弩的欢笑声……琼海市
会山镇加脑村，从一个从前并不为
人所知的偏远乡镇，现在却成了许
多自驾游客的“新宠”。

往日村民自产自用的土产品如
野蜂蜜、山鸡蛋、翻缸酸菜等，摇身
一变成了特色旅游商品，村里的苗
族青年成为递出名片的老板，村民
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以开发旅游驿站而整村脱贫的
“白沙罗帅村模式”、互联网+旅游扶
贫的“琼中什寒村模式”、新型城镇
化+旅游扶贫的“琼海会山镇模
式”……越来越多的乡镇在不断创
新旅游扶贫模式。

■ 本报记者 赵优

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末，
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哖嗦
苗家乐”依然热闹，游客们
品尝着五色饭，大快朵颐。
“是游客帮我脱下了‘贫
帽’。”苗家乐里的帮工冯昌
毅从吃低保到“吃旅游饭”，
干劲十足。

不管是船桨铁锚的渔
家风情，还是青砖黛瓦的田
园诗意，亦或是大山深处的
黎苗风情，总能吸引大量的
岛内外游客前来欣赏游玩，
也给乡镇和村庄中的贫困
户们带来了改变生活的新
希望。

在海南，像加脑村一
样，不少农村靠念“旅游经”
致富，不少农民靠吃“旅游
饭”增收。我省因势利导，
抓住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
创建契机，依托旅游产业的
带动，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新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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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个乡村
将成A级景区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浙江省将继续推
进全域旅游，到2020年，让全省1万个村成为
A级以上景区，1000个村达到3A级景区标准。

把乡村按照景区的标准来经营建设，是浙
江省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推进的关键一步。

“十三五”以来，浙江旅游始终坚持“把全省作为
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的理念，从打造旅游万
亿级产业、建成100个兼具旅游功能的特色小
镇，到如今全域旅游示范县（市、区）、旅游风情
小镇、休闲旅游示范村三级联动创建，时时处处
皆可全域旅游的愿景渐成现实。

中国人赴欧游全面复苏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近日，中国旅游
研究院联合华远国旅、携程旅游联合发布了中
国首个出境游细分市场报告——《2017年中国
赴欧洲旅游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分析，尽管去年欧洲旅游因受多重客观因素
影响，但中国欧洲出境游依然实现了6.3%的增
长。而今年第一季度欧洲整体出游与去年同期
相比，实现了103%的增长。其中东欧、北欧增
速最明显。

英国伦敦火车站首次增加中文普通话
广播，法国巴黎在景点加强警力保护中国游
客……中国游客在欧洲越来越受到欢迎。

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统计显示，近10年
来，中国出境游市场整体保持较高的年均增
幅。去年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欧洲出境游增
长放缓，但依然实现了6.3%的增长。去年中
国游客欧洲游达513万人次，实现了欧洲目
的地市场的历史规模新高。从今年第一季度
欧洲整体出游情况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实
现了103%的增长。其中，跟团游人群则实现
了113%的高增长，而在欧洲游市场中占比不
高的自由行人群也实现了同比25%的增长。
报告分析，这表明中国游客欧洲游的信心与
步伐并没有受到巨大冲击，欧洲游增长空间
还很大。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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