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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五一”小长假刚落帷幕，一组刚
出炉的统计数据值得玩味：“五一”期
间，三亚接待游客14.88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5.44亿元，游客人均花费达到
3656元。度假胜地三亚凭借丰富产
品供给、高端客源，内塑实力、外拓资
源，在分享旅游大蛋糕中成绩抢眼，游
客人均花费领跑琼岛，以精品模式挖
掘市场，发挥“旅游亩产”最大效益。

内夯基础：
不断开发高端旅游产品

游客消费指数是反映区域旅游经
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消费能力的提
升，为旅游品质发展提供契机。在刚
结束的“五一”小长假中，热门旅游目
的地三亚再受关注，以旅游总收入
5.44亿元领跑琼岛，游客人均花费近
4000元。

业内人士指出，得益于游客消费
购买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三亚旅游消
费市场活跃，同时，该市不断开发高端
精品产品、完善旅游消费格局，有力推
动提升旅游消费水平。

携程网旅游数据显示，游客在网
上预订旅游产品，主要在三个方面花
钱，交通费用居于首位，其次是酒店住
宿，第三是旅游度假产品，包括自由
行、门票、邮轮等内容。

这组数据与三亚旅游发展特点不
谋而合。旅游旺季期间，乘飞机、火车

赴三亚常出现“一票难求”局面；酒店
预订亦呈火爆趋势，“五一”期间，三亚
优质湾区酒店热门，亚龙湾、海棠湾等
度假湾区旅游饭店出租率超过70%，
高于该市64.2%的平均开房率，优质
的服务、精细化的产品，成为高端酒店
揽金抓手。

“随着今年亚特兰蒂斯等国际高
端酒店开业，三亚旅游产品将进一步
提质。”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借力好山好水资源，开发出乡

村旅游等旅游新业态及产品，同时，免
税购物、邮轮游艇等高端项目升级转
型步伐不断加快，“五一”期间，三亚免
税购物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1.11%，旅
游客源结构和消费结构也进入深度调
整期。

外拓客源：
开渠引路高端客自来

4月13日，1834名旅客搭乘德国

“爱达贝拉”号邮轮抵达三亚凤凰岛
邮轮港，来自德国等国的千名境外
游客前往南山等景区，感受鹿城魅
力。

依托海南入境开放政策，以及促
销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三亚入境过
夜游客达 4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旅游外汇收入2.55亿美元，同
比增长50.2%，入境旅游市场量效齐
增。

“今年国际邮轮航次预计达 11

个，将吸引更多来自欧洲、北美等地
游客到访三亚，皇家加勒比、意大利
歌诗达等邮轮公司也有意向开辟三
亚邮轮旅游航线。”三亚市海防与口
岸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朝卫介绍，三亚
大力挖掘国际高端游客，以发展邮轮
游等方式开发国际市场，目前该市相
关职能部门、凤凰岛邮轮港、邮轮旅
游服务企业等联动合作，加强与各大
国际邮轮公司的对接，加大城市、港
口的营销运作，争取更多国际邮轮航
线落地。

优质产品引客赴琼，而精准对
接高端市场，则将助力旅游消费升
级转型。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五一”报告显示，三亚旅游消费
升级显著，选择高级别产品的游
客占比最高，三亚跟团游中高端
产品比例近 7 成；携程国内游度
假产品的数据亦显示，2016 年国
内目的地旅游消费总额榜首城市
为三亚。

如何引客掘金，成为三亚旅游
市场管理者、经营者的重要考量。

“三亚去年入境游市场实现止跌回
暖，今年还有望开通直飞澳门、曼彻
斯特、雅加达等城市航线。”三亚市
旅游委主任樊木介绍，今年该市定
下入境游客总人次超50万目标，目
标客群锁定中高端人群，将通过与
大平台、大旅行商、大媒体及大集
团跨界合作等方式，精准引客赴
琼，助力三亚旅游产业加速升级转
型。

拓展高端客源，开发高端产品，加速旅游消费升级

三亚挖掘高端游金矿

共接待游客14.88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5.44亿元

共接待游客75.07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84亿元

周边自驾游唱主角

“五一”小长假，春光烂漫，景色
宜人，众多消费者纷纷走出家门，开
启旅游生活，自驾游和高铁游在周边
短途游中渐成主流。5月1日，驴妈
妈旅游网发布的《2017五一小长假出
游报告》也显示，今年五一驴妈妈订
单量和营收双双超过去年暑期的最
高值，创历史新高，假期三天，78%的
游客选择周边游。

“我们五一期间推出的昌江乐东
两日自驾游特别受欢迎。”省自驾游
协会执行秘书长吴晖告诉记者，小长
假里走不了多远，但是朋友们会热衷
一起自驾到某个地方玩几天，这样的
感觉也很好，完全不用赶行程，还更
轻松。随着西部旅游日渐升温，省自
驾游协会会员微信服务平台“嘟嘟自
驾”早在4月底就推出昌江乐东两日
自驾游，应者云集。

自驾的游人们在昌江木棉红农
家乐享用午餐；在保突村制作黎族陶
艺，重寻童年玩泥巴的乐趣；在龙沐
湾拉网捕鱼，感受渔家乐趣；攀登热
带原始雨林尖峰岭，在古木林立和流
水潺潺中忘却城市烦恼，流连山水之
快活。

在东线的万宁日月湾，体验一场
直面大海波涛的冲浪、在篝火晚会中
尽情玩乐、和好友进行一场真人CS，
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五一”记忆。

在大众旅游时代，节假日出游已
然势不可挡。漂流戏水、滨海度假、
赏花踏青、帐篷露营等丰富多彩的旅

游“靓照”刷爆朋友圈。“一个召集令，
就会引发许多人‘说走就走’的旅行，
而海南美丽乡村建设和大型农家乐
的不断涌现，让周边游日渐火爆。”吴
晖表示，在自媒体时代，微信、微博等
社交网络极易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引
爆点，网友们采用直播和微信、微博
分享的美食以及游玩、采摘活动，很
容易激发社交圈内的旅游意愿。

个性主题游受追捧

4月 20日，中国首艘货运飞船
“天舟一号”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升空，航天旅游成为近期旅游热点，
尤其受到中小学生的喜爱。

为方便游客“五一”来文昌游玩，
文昌市旅文委特别推出8条旅游线
路。这2条航天游线路和6条自驾游
线路融合了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航天
科普馆、八门湾绿道、宋氏祖居、东郊
椰林等新兴景区和传统景点。而正
在文昌科普中心举办的“中国（海
南）青少年航天强国梦”主题展览活
动展出天宫一号、神舟五号飞船返回
舱、舱内舱外航天服、火箭助推器、发
动机、嫦娥三号着陆器、玉兔探月车、
航天员专用食品以及不同型号的火
箭、卫星等平时难得一见的宝贝，VR
月球探索、球幕影院、天宫一号、三维
滚环等富有吸引力的体验项目让游
客和孩子们大呼过瘾。

受“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发射效
应带动，文昌市航天游、乡村游、文化
游人气持续热涨，4月29日至5月1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6.06万人次，全

域旅游示范市创建效果进一步显
现。此外，中高端酒店和特色民宿也
备受青睐。据统计数据分析，文昌市
中高端酒店入住率较往年有明显提
升，鲁能希尔顿酒店、天成BBH酒
店、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和南国威
尼斯戴斯酒店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头
两天入住率达到90%以上。

“大众旅游时代，游客的需求越
来越多元，早已不局限于走马观花，
而是期待深度体验游，游艇、潜水、温
泉、乡村生态、骑行、露营等主题游热
度不断上升。”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
长王健生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80后90后群体
正在成为旅游市场消费的主力军，消
费能力的提升带动年轻顾客群体生
活质量提高，为旅游市场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市场需求，而主题类的旅游产
品由于其高质量的服务体验和有深
度的实地感受成为选择的主要趋势。

家庭亲子游火爆

“我要好好照顾我的玉米和蔬
菜。”这个“五一”，海口小学生李可航
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自己位于石山镇
人民骑兵营的小菜园，看看玉米的长
势。“走海秀快速路、火山口大道，到
这里只需要半个小时。”在李可航的
妈妈看来，一家人“说走就走”的周末
亲子游已经成为常态。

为迎合日益增长的亲子游市场，
人民骑兵营开设“家庭农场”，为城市
家庭提供土地租赁、托管代种、产品
认养、自行耕种等多种形式的私人定

制服务。“通过耕地播种、浇水施肥、
除草间苗，让孩子认识、学习自然，体
验劳动的快乐。”李可航的妈妈说。

三天小长假也正是亲子游的好
时机，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7五
一小长假出游报告》还显示，50%出
游订单中带个娃。

这在许多景区和乡村旅游点中
可见一斑。节假日期间，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内游客熙熙攘攘，许多父
母带着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除了
赏绿徒步，动物观赏区的亚洲象、南
非长颈鹿还有猴山里的猴子都很受
小朋友欢迎。而在毗邻海南热带野
生动植物园的冯塘绿园，抓泥鳅、看
孔雀、赏莲花、湖边骑行、认领菜地等
妙趣横生的生态游戏与自然艺术活
动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为了丰富
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节日生活和旅游
体验，三亚海棠湾青塘村亲子乐园正
式开园，普通村庄摇身一变亲子乐
园，项目涵盖儿童亲子民宿、DIY手
工室、BBQ烧烤区、娱乐设施等，环境
优美，童趣十足。不少家长表示，趁
着“五一”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玩，享
受一下亲子时光，带孩子增长见识的
同时，能让自己放松一下。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途牛旅游网
联合发布《2016-2017 中国旅游消
费市场发展报告》也显示，当前国内
旅游市场的自助游客比例已达
93%。这意味着游客选择的灵活性、
需求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需要
旅游市场提供丰富旅行体验的更多
产品。”王健生表示，这是机遇，也是
更大挑战。

海南旅游新业态产品全面开花海南旅游新业态产品全面开花，，对接了人们广泛多元的需求对接了人们广泛多元的需求

个性出游 我的行程我做主

中国两处地质遗产入选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据新华社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发
布公告，中国、西班牙、法国、伊朗、墨西哥和
韩国的8处地质遗产被正式列入教科文组织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其中包括中国内蒙古
阿尔山和新疆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至此，
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的世界地质公园
总数上升至127个，分别来自35个国家和地
区。

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同时批准了中国自
贡世界地质公园和雷琼世界地质公园的扩园申
请。

内蒙古阿尔山国家地质公园是在阿尔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基础上创建的，以火山地貌和温
泉为主要特色，拥有世界罕见的龟背岩地质地
貌、分布密集的熔岩冢（丘）地质地貌、成因独特
的地池景观地貌等。

新疆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以典型矿床和
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加上独特的阿尔泰山花
岗岩地貌景观和富蕴大地震遗迹，使它具有丰
富多样的科学内涵和美学意义。

故宫将实行全网络售票
拟在10月取消现场售票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故宫博物院拟在今
年第四季度（10月下旬起），取消现场售票，实
行全网络售票参观，最终实现“分时段售票、分
时段参观、有效控制观众流量”。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全网络售
票后，验票及安检压力将会增大。为此，对午
门检票、安检区域将进行整体改造，包括增加
检票通道、安检用房，扩展安检通道。安检区
由原来六机十二门增加至八机十六门，检票
口由原来的20个增加至 24个。同时，为解
决无智能手机、无线上支付能力及行程无法
更改等问题，拟在午门设置可以补票的综合
服务窗口。

目前，故宫博物院实行网络售票以来，一直
实行以预售为主的网络售票政策。为了配合未
来实行售票全网化，拟在淡季及未达到8万人
限流标准的前提下，开放当日网上购买门票，引
导和鼓励观众当日在网上购票参观。

今后，有线上支付能力但不熟悉网络购票
和有家人或朋友可以代其完成网络购票的观
众，可通过电子屏幕和现场咨询引导完成购票；
对既不具备线上支付能力、又没有家人或朋友
能代其购票、但是坚持要入院参观的观众，可由
现场工作人员引导至综合服务窗口，由服务人
员代为完成购票工作，并打印二维码，扫码入
院。

中国游客量
居柬埔寨首季游客之首

据中新社消息，柬埔寨王国旅游部5日公
布统计显示，2017年首季柬国接待国际游客
150万人次，同比增长12%，中国依然是最大客
源国。

该报告称，今年1月至2月，柬接待中国游
客超过17万人次，同比增长16.7%；越南和韩
国游客分别超过14万和10万人次。

该国旅游部统计局局长贡速比列表示，暹
粒省吴哥窟、沿海地区、首都金边和东北部生态
旅游区是最热门的目的地，其中暹粒省接待的
游客增长19%。

外地游客凭机票可免费
游赣州25个A级景区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为大力宣传推介景区
旅游资源，开拓航空旅游市场，江西赣州市推
出“做空中飞人，免费游赣州”活动。从4月28
日起至2017年 12月 31日，前来赣州的乘客
一周内凭登机牌和赣州市外身份证，可享受该
市25个A级旅游景区和多个乡村旅游点免票
优惠。

据了解，25个A级旅游景区包括瑞金市共
和国摇篮景区、上犹陡水湖景区、大余丫山风景
区、安远三百山风景区、崇义阳明山风景区、宁
都翠微峰景区、定南九曲度假村、石城通天寨景
区、会昌汉仙岩景区、龙南关西新围、于都屏山
旅游区、兴国苏区干部好作风纪念园、兴国三僚
风景区、于都长征第一渡、龙南栗园围、大余黄
龙花木产业旅游示范园、大余新城镇周屋乡村
旅游景区等。

此外，赣县寨九坳、南康百家姓和谐城、赤
土花果园农庄、浮石生态观光园、金潭生态农庄、
宁都小布镇景区、全南古韵梅园、雅溪围屋等乡
村旅游点也参与上述免门票优惠活动。（李辑）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
小长假里，天气晴好、气温
回升，人们出游热情高涨，
我省旅游市场也像日益攀
升的气温一样火热，迎来
旅游小高峰。2017年“五
一”小长假，三亚共接待游
客14.88万人次，同比增长
15.76%，旅游总收入5.44
亿元，同比增长17.08%，
海口共接待游客75.07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4
亿元，我省旅游市场供需
两旺。

值得关注的是，“说走
就走”的游客大有人在，旅
游选择的灵活性、随意性、
碎片化趋势越发明显。航
天主题游、自驾休闲游、家
庭亲子游等格外火热。随
着全域旅游模式逐渐清
晰，我省各种新业态产品
也全面开花，对接了人们
广泛多元的旅游需求，释
放了巨大消费潜力。

■ 本报记者 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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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制图/王凤龙
游客畅游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通讯员 黄庆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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