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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节旅游
理性消费谨防陷阱

据新华社消息，随着国庆、中秋长假的临近，
许多人都有出游的打算。对此，陕西省消协提醒，
长假出行，要选择有资质旅行社，签订规范旅游合
同，理性消费谨防陷阱，保留凭证依法维权。

消费者报名时要注意查看旅行社的“证”和
“照”，即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
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行社分社备案
登记证明》《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许可
证及登记证明上载明许可证号码、旅行社名称、营
业场所、许可经营业务和许可证及登记证明的有效
期等内容。参加境外游的消费者，要事先了解旅行
者是否有办理出境旅游的资质。

签订规范旅游合同。签订旅游合同前，要仔细
阅读条款内容，发现显失公平、公正，对消费者不利
的条款和意思表达模糊的语句要及时询问并提出
意见。要在合同中对游程安排、主要景点内容、住
宿标准、用餐标准、自费项目、交通工具、双方的权
益义务等方面做出明确约定。在选择旅游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产品品质，不要选择不合理低价游、应
合理估算产品成本，权衡旅游产品的标价是否合理。

理性消费谨防陷阱。购买贵重物品时一定要
慎重，不要轻信商家诱导，在不会判断真假、不懂
行情的情况下，要慎重购买宝石玉器、工艺品等比
较贵重的物品。在就餐时消费者需注意饮食卫生
等问题，选择卫生条件好、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饭店
消费，查看好所选菜品的详细价格，结账前注意查
看消费详单。

保留凭证依法维权。旅游过程中，发票或收
据都是重要证据维权证据，消费者一定要索要和
妥善保存发票、合同、旅游行程单。旅游中若发生
消费纠纷，要冷静对待，可先与经营者依法和解处
理，协商不成，可在投诉的时效期内向当地旅游部
门或消协组织投诉，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杭州西湖
或成最热自驾游景区

据新华社消息，近日，高德地图发布的《十一
全民出行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十一”黄金
周自驾游热门景区中，杭州西湖、壶口瀑布、平遥
古城位居前三，凤凰古城、黄山、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西塘古镇、乌镇、红海滩和上海外滩紧随其
后。

今年，中秋和国庆“双节”黄金周共有8天假
期。报告显示，预计9月30日15点以后，全国高
速公路将出现拥堵，并呈逐渐上升趋势。

报告根据以往景区的用户出行热度、景区周
边道路拥堵延时指数和景区用户评分等指标首次
对国内5A级景区进行了综合评价：位于迪庆藏
族自治州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成为今年“十一”黄金
周最适宜驾车出行景点，神农架景区和新疆喀纳
斯国家地质公园、五大连池风景区、沙湖、可可托
海风景区、天堂寨风景区、三清山、仙女山国家森
林公园等景区游客综合评价较高，且周边道路较
为畅通，较适宜“十一”出行。

“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出游需求不断
向品质化、个性化升级。”高德地图副总裁董振宁
介绍说。 （徐辑）

黄金周旅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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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国庆中秋双节相逢，“去哪儿玩”
“怎么玩”等话题成为热议焦点。佳节
未至，便已显现出强大“吸睛力”：国家
旅游局发布预测数据，预计国庆中秋
长假期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7.1亿
人次。

坐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舒心
规范的旅游环境，琼岛“迎战能力”可
圈可点，酒店、景区等多家涉旅企业纷
纷推出旺季套餐，彰显特色的深度游、
文化游、生态游等受热捧。

深度游：市县“牵手”
打造全域旅游

“假期时间增加，深度游、品质游、
长线游等产品将成为热门，各市县因
地制宜、联动合作，推出一系列跨域旅
游产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中
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
游中心总监杨婷说。

“国庆黄金周前，我们便牵头与陵
水、乐东、保亭等地的旅游主管部门合
作，陆续赴成都、昆明等四地进行‘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推介，从旅游形象打
造、旅游线路产品开发等方面推进一
体化发展。”三亚市旅游委调研员唐嗣
铣介绍，此次四市县“抱团”推介，海
洋、雨林等蓝绿资源颇具优势，搭台揽
客逾30余万人。

如今，随着全域旅游建设步伐加
快，美丽乡村建设稳步推进，琼岛全域
风光，处处新奇美景，“海澄文”“大三
亚”等市县联动性发展，琼岛旅游吸引
力倍增。

文化游：“琼岛民俗风”正劲

佳节未至，琼岛新推出的一系列
旅游产品率先燃起游客的热情：海口
骑楼老街推出传统公仔戏、海南八音、
水巷口实景演出、琼剧表演等活动；琼
中则发挥生态优势打造“美食+美景+
乡村旅游”盛宴，山鸡、溪鱼、黄牛、野
菜、蜂蜜等当地原生态食材成“吸睛法
宝”；三亚各大景区则积极发挥中秋节
庆特色，蜈支洲岛景区推出放河灯、留
祈愿等传统活动，天涯海角景区举行
书画笔会……

“今年国庆黄金周，得益于中秋节

的叠加效应，独具特色地展现琼岛文
化、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将受到热
捧。”海口市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孙相
涛说。

“琼岛民俗风”正劲，围绕“旅游+
文化”“旅游+民俗”“旅游+美食”等打
造的特色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

“洋面孔”前来度假观光，丰富的琼南
文化、中医文化成为入境游发展的重
要抓手。

新产品尽显“吸睛力”

近年来，特色多元的主题游渐成热
门，融温泉疗养、徒步观光、惊险漂流等
为一体的特色森林游，以及野营露宿、
低空飞行等产品纷纷亮相，多样玩法助
推琼岛旅游产品不断升级。

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总经理李南
廷认为，在散客时代，旅游产业亟待转
型，景点景区不能仅依靠传统观光模
式，需开发挖掘更为丰富的新业态产
品。

“今年我们与帆船、邮轮公司合
作，推出了‘帆船+邮轮+水上飞机’等
12个体验项目。”荣盛美亚航空工作

人员朱佳说。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今

年国庆中秋小长假，赴琼游客将感
受到海南多样化旅游产品体系，空
中婚礼、低空滑翔、森林探秘等新业
态旅游产品，预计将成为琼岛旅游
又一增长点。

“海南正逐步构建起结合海洋、
康养、文体、会展、美丽乡村、森林、特
色小镇、购物等十大旅游产品体系，
强化‘旅游+’跨界融合。”省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航天旅游、科技旅
游和环岛高铁旅游等也将成为小长
假热门内容。

海南生态游、文化游、深度游受热捧

“超级假日”倒计时 你准备好了吗

道路旅客
运输量预计5.6亿人次

据新华社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吴春耕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全国公路网交通量仍将保持高位平稳运
行，涨幅将在10%以上；道路旅客运输量预计5.6
亿人次，日均7020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水路
客运量1590万人次，日平均人数近200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5.4%。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将继
续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10月1日零时起，至10
月8日24时结束。在此期间，普通公路以车辆通
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
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免费车辆的范围
还是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
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将累计投入84万余
辆营运客车、约2140万个客位；投入2万余艘客运
船舶、100余万客位，基本能够满足旅客出行和旅
游需求。出行高峰将呈现前后期“双峰”分布。旅
游探亲、自驾游出行需求旺盛。随着综合运输体系
和城乡客运一体化的发展，短途中转客流将增长明
显，自驾游车流量将保持较高水平。陆岛、岛际、海
峡间的旅客运输仍然是水路客运的热点地区。

民以食为天。在“吃、住、行、游、
购、娱”旅游六要素中，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吃”，很多人甚至认为，吃得好，
就是一次好的旅行。但在传统旅游产
业发展中，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住、
行、游等旅游“刚需”，吃往往被选择性
遗忘。其实，在旅游已经成为人们刚
需的全域旅游时代，吃得好不好、开不
开心，已经成为人们评判一次旅行的
重要指标。

在本期“三点一线”沙龙中，《旅游
周刊》专门邀请省社科联副主席陈耀、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以及来
自市场第一线的省旅游协会副会长、三
亚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总经理代国夫，
省烹饪协会会长、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
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建胜，共同探讨在全
域旅游时代，如何发挥工匠精神，做出
有情怀的“一碗饭”“一盘菜”。

餐饮占旅游消费近三成

中国旅游研究院刚刚发布的《中
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7》显
示，我国城镇居民2016年人均花费约
1130.7元，其中，餐饮占据游客消费
支出近三成，仅次于交通的刚性支出
成为旅游花费的第二大主体。

初看数据令人震惊，但细分之下，
业内人士认为并非意料之外。

“这主要得益于大众旅游时代的
开启。”王健生认为，在传统的“上车睡
觉、下车拍照”观光游时代，游客的行

程安排几乎都由旅行社主导，即使有
需求，游客也难以对餐饮等消费提出
更高要求，甚至出现游客自带方便面、
辣椒酱的极端情况。

“随着旅游越来越成为国人生活
中的‘必需品’，团队客和散客比例发
生巨大变化，中国旅游已经进入以度
假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散客时代，
人们早已不满足于只在景区景点游
览，不满足于只在宾馆饭店的住宿，而
是对旅游品质和旅游体验提出了更高
要求，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于特色美食
的追求。”王健生说。

“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从观光到
度假到休闲三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
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表现最明显的
是：在观光时代，看是旅游的第一要
素，人们在乎的是能看更多景点；而在
度假时代，住成为第一要素，海南一批
高端度假酒店就引领了这个风潮；但
在休闲时代，吃才是第一要素。”陈耀
表示，近期国内一些将地方美食做出
文化、做出特色的城市成为休闲旅游
时代的受益者，比如成都、厦门等。

琼菜从配角变成主角

人们站在街头就可以感受到一个
最明显的变化：琼菜已经从几年前的
配角变成了如今的主角，众多主打本
地特色餐饮的品牌连锁店，近年来发
展势头良好，越来越多的餐饮店纷纷
自信打出“琼菜”招牌。深耕餐饮业近

20年的陈建胜对此充满信心：“海南
本土餐饮的春天已经到来！”

“海南本土餐饮的发展，其实很大
程度上应该是得益于外来游客的助
推，他们非常乐意品尝具有海南特色
的菜肴，尤其是那些别的地方吃不到
的海南味道。”陈建胜说，品尝一个地
方的特色美食，是任何一个到外地旅
游的人的普遍选择。

主打传统琼菜的琼菜王、主打椰子
鸡汤的龙泉、主打老爸茶的假日一品、
主打清补凉的椰语堂、主打和乐蟹粥的
新海府……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餐饮
企业依靠海南本土美食获得快速发展。

用工匠精神做情怀美食

“不特色，毋宁死。不海南，没出
路。”作为海南资深景区开发者，代国
夫始终紧紧跟随游客的需求。“产品要
做出特色，就要了解游客心理和市场
变化。”代国夫坦言，如果不能挖掘海
南特色、海岛特色、海洋特色，做出的
产品肯定没戏。

对于正在打造的海棠湾水稻国家
公园，代国夫的想法就是必须做足做
透“水稻”文章，为游客做一碗“好
饭”——比如将海南各种特色米饭集
中呈现，尤其是在华人世界名气最大
的“海南鸡饭”，以及黎族苗族的三色
饭、五色饭……乃至集中呈现世界各
地的特色米饭。

在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有袁隆

平的试验田，还有北方移植的水稻
……“围绕水稻创新做好游客体验、科
普教育，唱一首属于大地的生命之
歌。”在代国夫看来，没有工匠精神，难
以打造精品；没有情怀，就很难讲出游
客喜欢的故事。

“在我们粥城，每天最热闹的就是
吉祥珍堆上桌的时候。”陈建胜说，把
传统的小吃煎堆打造成为“吉祥珍
堆”，就是将文化内涵注入美食当中，
成为游客喜爱的特色产品。当金黄的
珍堆在吆喝声中被抬上餐桌，消费者
都会兴奋地用木槌敲开，其他的游客
则用手机录下这热闹喜庆的一幕。

“要以文化自信塑造海南美食特色
品牌。”陈耀提醒，海南鸡饭成为新加坡
的“美食名片”，这道起源于海南的特色
菜肴，墙外开花墙内无值得大家深思。

“海南本土餐饮的品牌打造，必须
做好几个方面：良好生态、本地文化、深
厚历史、优质服务、情感故事。”陈耀说，
良好生态就是要基于本地健康食材，本
地文化和深厚历史就要求企业坚持传
统做法，保持原汁原味的海南味道，而
讲好海南故事就要靠情怀和服务了。

“有工匠精神，就能用心，就能做
出精品；有情怀，就会动情，就能做出文
化。”陈耀表示。

不管是海洋还是山川，不管是餐
厅还是鱼排，海南总有美味等待游客
去品尝，而打造“舌尖上的海南”，需要
我们用匠人精神和情怀，从一碗饭、一
盘菜做起……

其中，餐饮收入达到247.96亿元，增长10.9%

编者按：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
告提出，要“高水平发展
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
服务业”“努力打造世界
一流的国际旅游目的
地”。如何应对由全域旅
游引发的旅游行业的思
维变革、经营变革、管理
变革，创新观念加快旅游
与其他产业的有效融合，
以更好地促进我省现代
服务业发展？

《海南日报旅游周
刊》特别推出“三点一线”
沙龙，即旅游行业的研究
者、经营者和消费者——
三点一线紧密相连，精准
对接旅游市场需求，以谋
求更多行业共鸣，为海南
旅游发展提供新思路。

■ 本报记者 赵优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内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7》显示
我国城镇居民2016年人均花费约1130.7元

交通费占比最高，为30.9%
住宿费占15.8%
餐饮费26%

交通费占比最高，为29.5%
住宿费占11.2%
餐饮费26.8%

购物费占18.9%
景区游览费占5.6%
其他费用占2.8%

城镇居民散客的花费构成情况是 农村居民散客出游的花费中

2016年
海南接待国内外游客总人数6023.59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9%
旅游总收入

增长17.4%亿元672672..1010

2016年
海南社会消费保持快速增长

制图/王凤龙

人们在三亚大东海边戏水。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儋州特色小吃擂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文昌鸡是海南久
负盛名的特色美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