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8

深读 旅游观察

2017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许世立 美编：陈海冰

三亚、
乐东、
陵水、保亭抱团建设旅游经济圈，
但旅游经济不均衡问题依旧突出

“大三亚”如何算好
“1+3”
？
■ 本报记者 孙婧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湾美景。

从单打独斗
到攥指成拳

常规旅游产品难以满足
游客个性化需求
乐东龙栖湾旅游
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游客在保亭呀
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戏水。

游客在陵水
文罗镇坡村体验
竹竿舞。

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散客的比
例在海南近几年的旅游市场中越来越
高。常规的景区景点旅游产品，越来越
难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的建设，可为游客提供更加丰
富的旅游选择。

一批新线路即将出炉

没有差别，游客为什么来？

核心
提示
“来三亚除了玩海就
是玩海，周边有没有其他
一些景点推荐？”在多次
来三亚自驾游玩的山东
游客王女士看来，三亚的
滨海风光的确吸引人，但
也希望能体验到更多特
色的旅游产品。
这是不少三亚游客
的心声。
海南显然已经意识
到这点。随着《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发展规划
（2016—2030）》 的 出
台，三亚、乐东、陵水、保
亭走向抱团发展之路，一
市三县将对外组合推介
旅 游 ，对 内 深 化 联 通 架
构，构成山海互动、蓝绿
相连的琼南旅游格局。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
告也提出，加快推进“海
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
和“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建设，充分发挥南北两极
对周边市县的辐射带动
作用。
时至今日，
“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建设如何？
一组数据反映了这样一
个尴尬的现实：2016 年，
三亚接待过夜游客
1651.58 万人次，是其他
3 个县总和的 5 倍之多，
三亚一枝独秀，乐东、陵
水、保亭则面临“吃不饱”
的局面，旅游经济发展不
均衡问题仍旧突出。
6月6日至9日，
省政
协主席、党组书记于迅率
团赴
“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
一市三县开展调研，走访
了解旅游产业发展、大项
目建设等情况。住琼全国
政协委员、
省政协委员、
相
关部门负责人，
以及经济、
旅游领域专家学者，纷纷
从各自视角、
专业出发，
围
绕加快推进
“大三亚”
旅游
经济圈建设，提出多条务
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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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雷同、规划相似，一市三县尚未形成显著互补局面
“陵水的发展得益于三亚的带动，一
些企业营销早已打出三亚的牌子，说明三
亚的集聚能力非常强。”陵水黎族自治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文平说。在三亚旅游
“龙头”的引领下，其他三县早已从旅游经
济中分得利好。然而，圈内极化效应的背
后，是三亚资源优势突出，而其他三县资
源雷同、规划相似，尚未形成显著互补的
局面。

项目同质化
以发展滨海旅游的陵水、三亚和乐
东三个市县为例，从东到西有香水湾、清
水湾、土福湾、海棠湾、亚龙湾、三亚湾、
龙栖湾、龙腾湾、龙沐湾 9 个世界一流的
海湾，但没有形成海陆交通串联、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滨海度假项目同质化开发
现象明显。
在乐东龙沐湾波波利度假区，调研团
成员站在一酒店高楼上，俯瞰湾区在建的
海滨乐园项目，不少人心中打了一个问
号：在如此近的空间距离，高密度布局同
类项目是否合适？
“各市县间的旅游线路的组合、宾馆
饭店的布局、景点景区的建设，都应该有
差别，人家才愿意来。”省发改委副主任颜
人才指出。

口碑佳“票房”不佳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拥有黎族苗族
民俗文化以及山林温泉等资源，以热带山

地旅游、雨林温泉谧境、国际养生家园为
定位，显著区别于三亚的滨海旅游方向。
但保亭旅游仍处于尴尬的“门票经济”阶
段。
2016 年，保亭全县接待游客 504.6 万
人次，而过夜人数仅 70.3 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9.7 亿元。
“ 相当于赚了口碑，但票
房不佳。”
一名调研团成员比喻说。
保亭方面也坦言，由于旅游产品开发
滞后，特别是县城城区没有景区景点，而
景区景点周边的住宿、餐饮和购物接待能
力又明显不足，
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

于打破地域限制通行的自营旅游客车，省
交通厅督查人员将对违规车辆实行扣车、
扣证及罚款处理。
三亚 2016 年接待散客约 1400 万人
次。散客群体中基本以家庭游和情侣游
为主，出行路线随意，多需求 7 座到 14 座
车。
“ 游客不满意，我们为了维护旅游体
验，只能自己选有正规资质的旅游车，但
自营车只能将游客送到市县交接处。”三
亚市一家旅行社有关负责人无奈地说。

旅游客运成掣肘

2016 年 6 月，在三亚参团旅游的一
名女游客，在陵水土福湾一“黑潜水点”参
加项目时，被潜水教练袭胸猥亵。女游客
一怒之下向三亚投诉。最终，由三亚市旅
游委、旅游警察支队与陵水有关部门联合
行动，抓获涉事教练，并打击了土福湾一
带非法经营潜水活动。
三亚成立全国第一支旅游警察支队
后，有效打击了当地旅游市场的违规违法
行为。一些“黑潜水”
“ 黑摩托艇”等违法
经营者，转而向周边市县寻求空间。
“陵水的旅游执法队伍较为薄弱。”杨
文平介绍，当地的旅游综合监管模式才确
立不久，尚未配齐专业旅游执法队伍。
这一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保亭和乐
东。因此，建立统一有力的专业执法队
伍，维护“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整体市场秩
序，让“放心游”覆盖更多区域，成了当前
各市县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

要建设“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交通的
互联互通是重要前提和基础。然而，旅游
交通问题竟是目前制约一市三县互利共
享的掣肘。
由于目前“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区域
内尚未开通机场（高铁站）—景区—酒店
这类点对点的旅游巴士专线，因此当市县
自主发放营运执照的旅游车辆开到两地
边界时，游客必须换乘当地旅游区的车才
能前往目的地。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用车局限？据悉，
为了规范旅游客运市场秩序，海南旅游客
运市场目前是由省旅游客运服务中心按
照“统一管理、统一调派、统一定价、统一
结算”的模式在管理。服务中心现有客车
2238 辆，多数为 30 座以上客车。各市县
旅游用车，必须从服务中心预约调派。对

统一执法力量薄弱

一市三县如何找到
“自己”
？

高水平策划精品项目，差异化定位，才能“借船出海”、
抱团营销
今年“五一”，三亚新开发的美丽乡村
游和美食节活动，虽然分流了部分客流，
但南山旅游文化区、三亚千古情等传统景
区依然人流爆满。
“三亚可开发的地域有限，旅游项目
要落地，要么空间不足，要么成本极高，这
对其他市县是非常好的承接机会。”省旅
游委副主任陈铁军认为，陵水、保亭、乐东
三县要高水平策划精品项目，差异化定
位，才能
“借船出海”
、抱团营销。
他建议，一是邀请专业机构对一市
三县的整体形象进行包装，塑造整体旅
游氛围；其次，建立更多旅游集散中心和
一卡通旅游运营体系，促进市场运作一
体化；三是共同编制旅游产品、公共服务
设施规划，实现差异化的合理布局；四是
发挥三亚“火车头”作用，以“1+3”的形
式开展旅游营销，在国际国内叫响“大三
亚”目的地品牌；五是建立旅游市场监管
协作机制，让一市三县拥有相同良好的
市场秩序，旅游目的地形象才能得到长
久维护。

SPA”
的创意。
他解释，陵水有温泉，有黎药，可以考
虑将二者引入 SPA 项目中，创造出独具
特色又有吸引力的休闲养生产品。

陵水：
“黎药SPA”或有可为

乐东：亟需顶层设计

“陵水是黎族自治县，游客期待在这
里体验文化差异，挖掘和再现黎族文化具
有国际意义。”参考巴厘岛旅游开发经验，
省旅游协会副会长王健生提出了“黎药

在“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中，乐东由于
旅游开发起步晚、基础设施薄弱、交通等
公共服务体系滞后，旅游资源还处于原生
状 态 。 2016 年 ，乐 东 全 县 共 接 待 游 客

保亭：山地生态游大有潜力
陈铁军十分看好保亭的发展潜力，作
为“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中唯一一个不接
海的县，
“ 保亭可作为山地生态旅游目的
地来发展，突出山村、森林、温泉、黎族苗
族文化这四个核心旅游要素，打造出一流
的森林生态游、黎族苗族文化体验游、山
地康养度假游产品，并提供高质量度假设
施和服务。
”
那保亭要如何扭转“门票经济”的局
面？陈铁军建议，保亭除了要加大推进保
亭—陵水—海棠湾、保亭—三亚两条线路
的交通一体化建设，同时还要注重对交通
线路的沿线开发，比如沿线景观化改造，
建设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特色餐饮、民宿客栈、露营目的地等配套
服务设施，
以拉动游客的消费需求。

91.2 万人次，过夜游客 55.83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 6.56 亿元，这个成绩在
“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中仍处于末位。
然而，乐东拥有“一江一山二岭三湾”
旅游资源，生态优势同样突出。环岛高铁
西线修通乐东入口后，也为乐东旅游发展
奠定人气基础。
“乐东现在就像一张白纸，
只要顶层设计做得好，提前谋划，有的放
矢，将来潜力不可预期。”陈铁军表示。
目前乐东在建的滨海公路项目，主线
全程 50 余公里，预计 2018 年 12 月竣工，
将连接尖峰镇至龙栖湾抱套河，沿途串联
龙沐湾、龙腾湾。调研团有成员建议，要
美化乐东“三湾”以及主要交通线路的沿
线景观，使之成为旅游开发“筑巢引凤”的
基石。

2016年

接待过夜游客人数
绝对值(万人次)
三亚

1651.58

陵水

175.22

乐东

55.83

保亭

70.27

2017年
1月至4月
接待过夜游客人数
绝对值（万人次）
三亚

632.08

陵水

62.87

乐东

21.80

保亭

32.46

旅游景
区情况

首次明确发展路线图

（至 2017 年 5 月）

A级景区 非A级景区
（家）

今年的 4 月和 5 月，三亚市旅游协
会两次组织了 40 多家境内外旅行社负
责人，前往“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乐
东、保亭、陵水进行踩点考察，为新的旅
游路线设计寻找灵感。
“我非常看好‘大三亚’市场，此行
考察能掌握更新的信息，尽快制定符合
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组合套餐，争取抢
抓‘大三亚’旅游开发的先机。”一名旅
行商在看过陵水的大里乡瀑布、保亭茶
溪谷和神玉岛景区、乐东莺歌海盐场等
非常规旅游目的地后，
激动地说。
收获颇丰的不仅他一个人。踩点
之行结束后，三亚紧接着组织了“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最受欢迎线路设计大
赛，共收到了“俄罗斯人在海南之十日
玩转畅游”等 54 份参赛设计线路，多为
以三亚为主、辐射周边市县的“山海游”
“蓝绿游”
“ 文化之旅”
“ 健康养生之旅”
等线路。网络票选阶段，有近 24 万人
次参与投票，目前评选已进入专家评审
阶段，不久，游客到琼南地区旅游，将有
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不仅是线下的新品开发，线上影响
力维护也在同时进行。由三亚市旅游协
会运营的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微信公众
号，开展了一市三县旅游资讯、文体赛
事、
促销活动、
产品推广等一系列宣传。

（家）

三亚

16

3

陵水

3

1

乐东

0

1

保亭

3

1

（数据来源：
省旅游委）

今年 5 月 9 日，
“ 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召开了 2017 年的第二次联席会议，
首次明确了发展路线图：即三亚牵头联
动陵水、保亭、乐东组成区域旅游业合
作发展机构，以“平等协商、区域联动、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为原则，在保护生
态的前提下加快基础设施、旅游经济、
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互联互通，进一
步提升旅游品质，打造国际国内重要的
旅游目的地、人才聚集地和创业最佳
地，形成全省重要经济增长极。到 2020
年，实现经济总量占全省 25%以上。
围绕这一目标，
“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一市三县将攥指成拳。未来，旅游环
境的整体向好，将为本地居民带来更为
便利的生活配套和更多旅游收入，旅游
要素的完善和产品的创意开发，也将给
游客带来全新的度假体验。
（本报三亚 7 月 6 日电）

扫码看 动 深读
（见报当日 8 时更新）

三亚：发力高端旅游
三亚是一个有多年发展基础的旅游
城市。于迅建议，三亚应着力发展高端旅
游业，突出邮轮游、游艇游，打造顶级旅游
目的地。陈铁军也提议，三亚可增大投入
来发展中医康养、会议会展、大型演艺文
化等项目产品。
在三亚旅游产业中，地方文化旅游项
目仍较为单一。调研团建议三亚旅游升
级要瞄准国际化方向发展，并增加更多文
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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