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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预估数据引起琼岛旅游从
业者的关注。据三亚亚特兰蒂斯预
计，该酒店落成开业后，每年将吸引
约200万人次的游客消费，最高日
均客流量可达1.3万人次，将成为三
亚旅游3.0版的标杆，促进海南酒店
业态转型升级。

国际知名品牌酒店纷纷入驻，
这无疑是对海南魅力、海南实力的
最好证明，而这些品牌酒店所带来

的先进管理模式、高规格的服务产
品，亦推动着琼岛旅游行业不断向
精细化、标准化迈进，刺激着来琼消
费模式日益丰富、多元。

“酒店品牌的进驻，将吸引更多
的品牌忠实用户或游客的到来，聚
集新的消费力，带动琼岛旅业、商
业、交通等诸多产业横向式发展。”
丽思卡尔顿酒店集团区域地区副总
裁、金茂三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

店总经理魏浩生认为，酒店品牌进
驻将推动海南经济辐射式发展。

如今，因酒店行业的蓬勃发展，
高端酒店品牌的迅速聚集，在全域
旅游建设的带动下，海南旅游逐渐
呈现出多维度立体式发展格局，海
口观澜湖、三亚海棠湾、万宁石梅
湾、陵水清水湾等湾区成为琼岛旅
游新地标。

在国庆黄金周中，三亚一摒以

往亚龙湾的高位优势，海棠湾、三亚
湾、大东海各湾区的旅游住宿情况
均呈现出齐头并进之势，旅游饭店
平均开房率均突破70%。“随着酒店
带格局的不断优化、旅游产品的升
级转型，各湾区间的发展差距正逐
渐缩小，推动着各市县形成良性的
发展互动新格局，打造成为琼岛特
色新地标。”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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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岛品牌释放集聚效应

高端酒店抢滩度假新地标

银发市场大有可为

“我十月份就从哈尔滨过来了，
海南气温舒适，空气又好。”在海口
美舍河边的某小区内，67岁的张伟
英说，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要
来海口租房子过上三四个月，如今
干脆买了房，享受起海岛生活。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
认为，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吸
引着老年人。省卫计委曾与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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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
果显示，候鸟老年人群的平均个人
月收入为3894.94元，远高于全国
城镇居民人均水平。“老年人除了自

身消费需求，还带动亲友来海南旅
游消费，提升了经济景气指数，活跃
了市场。银发旅游市场在海南有巨
大的潜力。”王健生表示。

“银发族”在出行上具有出行意
愿强烈、出行时间充沛、成行渠道仍
以传统旅行社为主的特点。“我已经
走过岛内好多地方了，和小区里的
老乡们一起去文昌、琼海、万宁玩。”
像张伟英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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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定制细化服务

中老年旅游已经从当年的不受

重视逐渐走向个性化，老年游已经
出现“私人定制”的模式，开始切割
银发旅游市场这块蛋糕。“每年这个
季节，我们做产品规划就是把人群
细分，有针对老人有疗养的、有纯旅
游的，有疗养加旅游组合的一些旅
游线路。”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产品研发部副总经理黄小玲介
绍。

海南椰达国际旅行社推出的
“花样老爷”秋冬季疗养产品、海南
康泰国际旅行社针对老年人推出的

“咱爸咱妈”系列产品、海南海之缘
国际旅行社推出的“快乐爸妈养生
之旅”……“候鸟式”养老和旅游现
象的出现和火热，折射出人们收入
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也

开启了旅游服务的一个新业态。
但在王健生看来，“候鸟”最

大的旅游市场在于保健养生。
“301医院海南分院、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能够提供体
检、医疗等内容的健康旅游可成
为一大商机。”王健生认为，“候
鸟”度假市场需要产品、安全、医
疗、养生等服务的配套，海南旅游
未来完全可以借助银发养生保健
市场，另辟一番天地。

“可打造‘候鸟’与村民各取所
需又能实现双赢的新型乡村旅游。
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
文化等资源打造‘共享农庄’，形成
乡村度假或是乡村康养这一旅游新
产品。”王健生表示。

■ 本报记者 赵优

日前，第十三届中国邮轮产业发
展大会暨国际邮轮博览会在三亚举
行，邮轮旅游再次成为颇受关注的海
南旅游名词，许多人注意到了一股强
大的市场力量——候鸟游客。

业内人士透露，邮轮产品受到众
多银发族的追捧，各家邮轮公司或包船
社也相继推出了针对老年群体的主题
和服务，如丽星邮轮“处女星号”就推出
了“海上太极课程”等活动。数据显示，
超过50%的邮轮旅游用户是年龄在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据海南康泰国
旅接待中心负责人介绍，该旅行社接待
的候鸟游客占邮轮旅游游客接待总量
的70%。“相对于其他旅行方式，邮轮
游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群体在旅途
被特殊关照的需求，因此也成为最适合

老年人的出游方式。”他表示。
在海南，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

们虽带着不同的口音，却产生自然而
然的抱团互助式养老和旅游。“开始还
担心会晕船，没想到邮轮竟然那么平
稳，真是种享受。”连续5年冬季来海
南的候鸟老人应仲玉，回忆起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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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省境外航线愈发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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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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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时尚。同时，海南多家旅
行社针对老年游客制定相应的旅游
线路，使得出境旅游不再是年轻人休
闲旅游的“专利”。

通过对近一年 55 岁以
上人群的分析，老年人预订
跟团游、自由行、邮轮等产品
单 次 旅 游 人 均 花 费 达 到
4000 元。更高性价比的 4
钻产品成为老年市场首选，
占比40%以上。老年游客中
55% 是女性，45% 是男性。
61-70 岁是老年游的黄金年
龄段，出行的频次也更高，可
以达到 5 次以上，而年龄在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更希望
和子女一起出行。

又是一年候鸟季，如何深挖银发旅游市场？

夕阳旅游，朝阳产业

温馨浪漫的水底
套房、8.6万海洋生物
自在畅游、惊险刺激的
水世界……近日，国内
首座亚特兰蒂斯度假
酒店在上海举行新品
发布会，通过场景模
拟、现场体验、视频播
放等形式面向公众展
示新度假模式。根据
规划，亚特兰蒂斯项目
将于明年开门迎客，届
时，琼岛将迎来世界第
三家亚特兰蒂斯，通过
打造一站式旅游综合
体，助推旅游产业升级
转型。

喜来登、希尔顿、
万豪、洲际、美高梅
……近年来，随着国际
化进程加速迈进，越来
越多的国际顶级酒店
品牌在海南展露头角，
推动着“酒窝”等新兴
度假模式的发展，而琼
岛亦逐渐成为国内高
端度假酒店最集中的
区域之一，以酒店为中
心的旅游综合体项目
加速发展，产业聚集效
应日益突出，促使海南
形成独具一格的度假
“俱乐部”，有力引领着
国内休闲度假产业升
级转型。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11月7日，立冬，我国大部
分城市普遍出现大幅降温。寒
冷促使一批批北方老人到海南
猫冬，为海南旅游旺季增加热
度。

为让更多候鸟人群更好地融
入海南，作为2017海南世界休闲
旅游博览会的系列重要活动之一，
第二届海南候鸟旅居才艺大赛目
前进入优秀节目征集筛选阶段。
届时，旅居海岛的候鸟人群和岛内
艺术人群将通过音乐、舞蹈、戏曲、
器乐、表演、书画等多种形式展示
风采。

不仅仅是文体活动，每年冬
季在海南住上一段时间的候鸟
越来越多，海南旅游业也迎来了
新的商机。如何充分释放银发
旅游市场潜力？海南日报《旅游
周刊》记者采访了省内多家旅行
社与业内人士，释疑海南旅游该
如何撬动“夕阳”市场蛋糕？

今年8月，在“国家海岸”海棠
湾畔，又一家顶级酒店揭开“面纱”：
三亚保利瑰丽酒店揭幕，成为瑰丽
酒店品牌进驻中国的首家度假酒
店。该酒店通过巧妙运用木头元
素、民族图腾以及海洋元素等，打造
琼岛旅游的特色文化和艺术产品。

国际品牌酒店进军中国市场，
首选海南落子布局，并非个例。近
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丰

富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及庞大旅游
消费市场的兴起，海南备受众多国
际一线休闲度假品牌青睐，陆续迎
来喜达屋集团中国区的第一家度假
酒店、丽思卡尔顿集团的中国区首
家度假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的
铂尔曼酒店品牌在亚太区的第一家
度假酒店等，三亚、海口、陵水、万
宁、乐东等地亦逐渐形成极具竞争
力的酒店群，推动着休闲度假产业

的高速发展。
高端酒店业的海南吸引力，数

据是有力证明。据省旅游委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已有25家
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61个酒店
品牌进驻海南，五星级标准建设开
业的酒店高达123家，海棠湾、亚龙
湾、清水湾、石梅湾、神州半岛等18
个精品海湾因高端酒店入驻，顺势
加快发展，不断补齐旅游服务短板。

“海南拥有好资源、好环境、好
政策，‘多规合一’改革、全域旅游创
建等一系列举措加快推进，为涉旅
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三亚
亚特兰蒂斯董事总经理海科表示，
酒店品牌聚集，一线品牌入驻，也意
味着海南酒店行业面临市场饱和的
风险，优势品牌如何开展良性竞争，
对于加快海南旅游产业发展十分必
要。

海南魅力：国际品牌酒店纷纷布局

产业效应：新地标促进新消费兴起

《2016中国老年游市场报告》
显示：

■ 本报记者 赵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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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旅游市场火热。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深圳开设旅游图书馆
据《南方日报》报道，孤独星球系列、亲历者系

列、列国志系列……各种“旅行宝典”系列丛书集
中陈列；探险家贝尔的《荒野求生》、吃货心中的经
典《舌尖上的中国》、各地戏曲光碟任君挑选。11
月4日，深圳宝安图书馆举办了旅游图书馆开馆
仪式。这是深圳首家专门收藏旅游文献资源、提
供旅游资讯服务的专题图书馆。馆内收藏旅游主
题图书2300余册、旅游杂志20多种，内容涵盖人
文风光介绍、旅游攻略、旅游礼记、旅行摄影等。

宝安图书馆近3年的借阅数据显示，在所有
类别的图书中，旅游主题相关图书外借率比较
高。“馆内原有旅游主题相关图书资源远远未能满
足市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也收到很多读者关
于增加旅游类书籍数量和品类方面的建议。”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为了发挥图书馆专业的信息搜集、
整理和传播能力，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专业的、而
且是易于获取的旅游信息服务，旅游图书馆诞生
了。

旅游图书馆设在宝安图书馆负一楼东侧咖啡
厅旁，200平方米的区域设有旅游图书阅览区、期
刊阅览区、多媒体资源体验区和休闲交流区，共设
有48个座位。这里还准备了平板电脑，读者可以
访问图书馆的电子资源，还可以使用一些旅游相
关的应用程序APP。开馆当日，旅游图书馆举办
了旅游专题分享会，以后还会定期组织分享会，邀
请旅行达人分享他们的经历。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

今年国内游人次
将达50亿

据中新网消息，在10月6日的2017中国旅
游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表示，中国旅游人均消费较低，人均每次消费
为870元人民币，但巨大市场需求带来了巨大发
展机遇。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2017年国内旅游
人次将达50亿。出境游2016年达1.2亿人次，今
年会有显著提升。但中国旅游人均每次消费为
870元人民币，包含了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打
电话、加油、买保险等，消费水平相对较低；且人均
出游半径比较小，以今年十一黄金周假期为例，人
均出游半径只不到200公里。

“中国若想从旅游大国变成旅游强国，要有创
造内容的能力，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创造内容、为
新需求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方可奠定旅游强国的
市场基础。”戴斌表示，发展不能简单的模仿别人
的经验，要去研究中国的市场，创造属于自己旅游
产品。同时也要对市场有自信、对发展模式有自
信、对企业家能力有自信。

全国3000多万持证残疾人将获赠
旅游年卡

凭卡可免费游500景区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残联10月6日由相关企

业捐赠7000万张旅游年卡，这些卡将陆续向全国
3000多万持证残疾人及其陪护人员发放，凭卡可
在全国500家景区免费旅游。

当天，中国残联举办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
一”工程阶段性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相关企业现
场向中国残联捐赠了7000万张旅游年卡。中国
残联宣文部文化处调研员冷卫新表示，将由中国
残联对接各级残联，最后由基层社区相关工作人
员到各地持证残疾人家庭上门发放旅游年卡。

观察

胡杨林吸引大量游客
新疆增开7趟旅游专列

据中新社消息，进入霜降时节，新疆塔里木盆
地周边胡杨林层林尽染。大漠、水泊、胡杨交织的
人间奇景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新疆游，铁路部门
为此加开多趟旅游专列。

数据显示，全世界胡杨林面积为64.8万公
顷，中国约占其中的61%。中国约90%的胡杨林
分布在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

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胡杨旅游景区新
疆巴州尉犁县罗布人村寨，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塔里木河从景区流过。自“十一”黄金周至
今，前来赏胡杨的游客增多，目前，该景区每天接
待游客逾3000人。

为应对胡杨旅游持续升温，新疆铁路部门在
9月30日、11月2日开行旅游专列后，还将在11
月12日至12月30日之间加开7趟旅游专列。该
旅游专列名为“畅览南疆”，行程包含尉犁县、喀什
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线路设计中既
有胡杨景区，也包含浓郁的民俗文化。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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