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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市场推出定制产品

针对旅游旺季市场，目前我省一些
旅游企业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根据秋
冬市场的特点，我省旅游企业不断细分
市场，升级优化不同类型的个性化旅游
产品。

为迎接一年一度的旅游销售旺季，
满足游客更多消费选择，三亚国际免税
城全新引进多个国际品牌及其潮流单
品；在知名旅游达人的带领下，海南旅
享家国旅让自驾游客的时间、路线、行
程都更加灵活和具有弹性，可根据团队
成员情况和喜好随时进行调整；第四季
度是企业年会和员工休假的集中时间，
为此，有旅游企业针对奖励游推出高性
价比旅游产品，主打高端酒店入住和免
税购物游……

“针对庞大的候鸟人群，我们推出
了‘咱爸咱妈’等系列产品，主打安全
和健康概念，并配备具有4年以上工
作经验的导游提供服务，车上备有毛
毯、热水、老花镜等，目前这款产品销
售火爆，游客满意度很高。”海南康泰
旅游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曾林介绍，
面对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康泰还推

出了中部游，与保亭七仙岭的君澜度
假酒店、希尔顿逸林温泉度假酒店等
合作，共同推出农田插秧、稻田捉鱼以
及竹竿舞体验等活动，让带着孩子的
家庭游客在享受酒店舒适的同时又能
在尽情玩耍中体验田园乐趣，一举两
得。对多次来海南的客人，康泰则在

“原美”度假品牌基础上，推出“摩登海
景”旅游产品，以松散的行程给予游客
人性化、特色化的深度体验。

入境游更注重本土特色

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在沙滩上

尽情日光浴、逐浪戏水；中医院内
的俄罗斯游客正体验中医诊疗的
文化魅力……随着我省国际航线
的不断加密和境外推介效果显现，
今年以来我省入境游增长迅猛。
针对香港入境市场的半自由行产
品，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则
推出了适合各年龄段出行的“皇牌
度假半自由行”，以及适合中老年
人的“爹地妈咪 high 翻天”三亚进
出养生产品。

记者注意到，“皇牌度假半自由
行”包含博鳌、潭门、北仍村等地游
览，在“海的故事”酒吧畅饮、在“老房
子咖啡”喝杯“歌碧欧”、在“千年渔
港”潭门小镇感受渔歌唱晚、在北仍
村的婆娑椰林中回忆乡愁……这款
旅游产品可谓将海南本土特色一网
打尽，让香港同胞和国外游客感受最
浓的“海南味儿”。针对香港老年游
客，“爹地妈咪 high 翻天”三亚进出
养生产品则涵盖保亭常青茶溪谷，让
游客体验炒茶乐趣、闻茶香、品茶汤、
食茶宴，在三亚南山佛教文化苑，则
可祈福礼佛，享用南山素食养生宴，
感受佛教文化。

旅游旺季开启，旅游企业纷纷推出新产品

海南放出个性化大招吸引游客

海边酒吧的悠闲度假夜生活。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共享会奖经济蛋糕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海南会奖旅
游的品牌打造与市场拓展，也极大地促
进了会展业和酒店餐饮业深度融合，促
进酒店餐饮企业迅速发展。而海南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灵活多样可随意排列组合
的旅游产品也为海南的“会展+旅游”增
添强大的竞争力。

“从本地会议到全国会议再到国际
性论坛，我们承接了多场科研机构的学

术性论坛，这期间的客人有六七成都是
外宾，这不仅有利于酒店的品质提升，更
有助于品牌形象的树立。”海南新燕泰大
酒店副总经理张巍告诉记者，单体酒店
从以前的“坐在家等客”，到如今承接大
规模大体量会展时酒店之间积极分流客
源、合作共赢，共享到了会奖旅游这块可
口蛋糕。

“不管是会展企业还是高端酒店，

这其中的包容开放的姿态以及顾客至
上的服务意识，也使得海南拥有大型会
展品牌落地的良好土壤，为会奖旅游未
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海南红帆会展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国华表示，面对
会奖人才的奇缺，本土企业除了重金招
兵买马外，还能够在各种会展和赛事中
收获品牌、团队和资源，为企业成长积
淀能量。

今年前三季度收入超119亿元

海南会展业揽金力凸显

全省百人以上会议

1.2万场，增长8%；
千人以上会议 63

场，增长14%；
参会人数 236万人

次，增长 8.5％；举办展

览 81 场，增

长8％；
会 展 业

接待过夜人
数 1240 万人次，增长

13.5%，约占旅游接待过

夜人数的1/3；
会展业收入 119.1

亿元，同比增
长13.8％。

进入年底，海南
世界休闲旅游博览
会、第 67届世界小
姐全球总决赛、三亚
目的地婚礼博览会、
2017年海南国际咖
啡大会、海上丝路国
际健康产业高峰论
坛、海口国际风筝冲
浪公开赛……一系
列国际国内会展、赛
事不断，让不少海南
会 展 人 直 呼“ 缺
觉”。他们繁忙赶场
的背后，是我省会展
业及会奖旅游的快
速发展。

今年以来，海南
紧紧围绕“三年成
形，五年成势”目
标，全力推动会展
业发展，会展业各
项指标保持较快增
长。今年前三季度
会展业收入 11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8％；实现税收
7483.91万元，增长
157.4%。海南会展
业，也呈现出办会
数量多、市场主体
成长快、会展品牌
影响力逐步提升、
会展与旅游结合愈
发紧密等特点，会
展经济已成为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新增
长点。

■ 本报记者 赵优

“会展+旅游”引领产业大发展

会展业是全省“十三五”规划重点发
展的12个产业之一。此前，省政府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会展业发展问题，强调要
高度重视会展业在海南全局发展中的作
用，使会展业真正从海南十二个重点产
业中脱颖而出。这无疑给海南会展业的
发展打了强心剂。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生态
优势，随着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论
坛等国事活动和国际性会议的召开，
海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会奖旅游目
的地，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这大大提

升了海南会奖旅游的吸引力。”省会议
及奖励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杨冬文表
示。

“会议、展会、赛事等，比往年多
很多。”这是海南会展业内人士的共
同感受。这种增长势头在统计数据
中更为明显——今年前三季度全省
百人以上会议 1.2 万场，同比（下同）
增长 8%；千人以上会议 63 场，增长
14% ；参 会 人 数 236 万 人 次 ，增 长
8.5％；会展业接待过夜人数 1240 万
人次，增长 13.5%，约占旅游接待过夜

人数的三分之一。
会展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市场主

体的壮大。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工商
注册经营范围涉及会展服务的企业
26752户，涵盖接待、策划、搭建、演艺
等，实现全产业链服务。作为我省首家
会展业集团公司，智海王潮的营业额从
1000万到1个亿，花了10年，营业额从
1个亿到2个亿，用了2年，而从2个亿
到3个亿，只用了1年。智海王潮集团
的发展速度，成为我省会展业快速发展
的一个有力见证。

产业格局不断优化

在杨冬文看来，会奖旅游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为鼓励海南会展产业发展，我省加
大财政扶持力度，颁布了《会展业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安排6000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在海南举办大型会
展和展馆建设，来海南办会办展最高可
获150万元奖励，并在物流、交通、通关
方面得到便利和政策倾斜。随后，海口
和三亚等市县政府也相继出台针对会奖
市场的奖励政策。“一个会议，如在海口

举办，在符合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可获两
份补贴，最高可获得300万元的补助。”
杨冬文介绍说，海南会展积极走出去招
商，吸引来了众多项目的落地。今年前
三季度，海南在北京等地以及俄罗斯、新
加坡等国家举办会展招商活动20场，邀
请约200名会议专业买家来琼考察，引
进中国妇幼保健大会、国际咖啡大会等
32个重点项目，投资额9.75亿元。截至
目前，全省千人以上会议和300个展位
以上展览中，招商引进项目约占60％。

“我省会奖旅游内容更加丰富，产业
分布更加均衡。”省旅游委国内市场与会
展处处长谢秋雄告诉记者，按照“以会促
展、以展促旅”的原则，我省的各项会展
活动越来越注重内容的创新。如2017
年海南国际咖啡大会设立了国际咖啡产
业高峰论坛、中国咖啡师技能大赛等多
个活动。而随着我省酒店等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我省的会展也渐渐从三亚、海
口、博鳌逐渐向澄迈、陵水等地扩展，形
成全岛开花的态势。

■ 本报记者 赵优

随着北方气温
一降再降，2017-
2018冬春航季海南
新增的一大批国内
外航线也为我省带
来了更多客源。面
对已经到来的海南
旅游旺季，我省旅游
企业进一步针对来
琼旅游的人群变化
及特点，纷纷推出定
制游等旅游产品，以
期在旺季的旅游市
场中分得“蛋糕”。

会展企业的发展

截至 2017 年 9 月
底，全省工商注册经营
范围涉及会展服务的企
业26752户，较2016年

底新增 6943 户，增长

26% ；注册资本总额

3800 亿元，较 2016 年

底新增488亿元，

增长12.8％。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制图/许丽

酒
店
等
基
础
设
施
的
不
断
完
善
，为
我
省
会
展
业
发
展
打
下
基

础
。
图
为
博
鳌
亚
洲
论
坛
永
久
会
址
。

本
报
记
者

张
杰

摄

攻略
年底琼岛展会活动不停歇

逛展观赛赏乐
玩遍海南新方式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世界青年帆船锦
标赛、欧洲音乐季、“黎族美食”千人长桌宴
……翻开12月日历，一系列国际及本土品牌
赛事活动、节日庆典安排满满，各市县正以独
具特色的方式庆祝新年到来，这令“海南日
历”中的12月充满着惊喜与期待。

今年冬季到海南，除了看海、登山、泡温
泉、感受民俗等传统项目，不妨作为参与者深
入体验当地丰富的活动。无论是在海口赏欧
洲音乐盛宴，在“排球之乡”文昌体验一把沙
滩排球的激情活力，去三亚赴一场时尚与美
丽相结合的海天盛筵，亦或是在白沙茶园中
以茶论道、以茶会友……百余项精彩赛事活
动，总有一款能点亮你的行程。

乐享活力：体育赛事激发热情

洁净沙滩、湛蓝大海是大自然对海南的
无私馈赠，因地制宜衍生出的海钓、帆船等亲
海运动项目丰富多彩。今年岁末，海南体育
赛事众多，即将到来的有国际帆联世界青年
帆船锦标赛、中国野战运动冠军赛总决赛等
高规格赛事活动，同时还有陵水沙滩足球巨
星挑战赛、文昌沙滩排球邀请赛等特色赛
事。脱去厚重的大衣，换上运动轻装，追比赛
的同时饱览各地风光，成为今冬逛海南的一
大享受。

若觉得精英顶级赛事“门槛”较高，观看
赛事仍不够过瘾，那么，参与到一些大众体育
活动当中也是不错的选择。为期一周的万宁
国际冲浪节即将拉开帷幕，喜爱冲浪的朋友
不容错过，不仅能乐享冲浪乐趣，丰富多彩的
冲浪主题活动同样精彩；同时，全民健身渐成
潮流，“大美屯昌”千人徒步大会即将到来，可
邀上三五好友，共同用脚步丈量海南。

●●行程指南：
文昌沙滩排球邀请赛（12 月 9 日-10

日）、万宁国际冲浪节（12月10日-17日）、陵
水沙滩足球巨星挑战赛（12月14日-17日）、
环三亚自行车邀请赛（12月27日-29日）

品味人文：文化活动亮点纷呈

这个月，琼岛还有不少音乐会、文创商品
展等人文活动，适合喜爱静心游玩的朋友，感
受更深层次的人文海南、民俗海南。

今年12月，一场琼中黎族苗族传统婚俗
庆典诚邀八方宾朋前来体验，近距离感受黎
族苗族人家嫁娶风俗礼仪。此外，奔奔系列
文创商品展销、亲子艺术生态游学等活动亦
十分精彩。

白沙绿茶闻名遐迩，已渐成为海南本土
知名茶叶品牌，是伴手礼的一大佳选。本月
下旬，白沙沙陨石坑绿茶开茶节将开幕，一系
列品茶、鉴茶、论茶活动精彩纷呈，何不将感
受琼岛特色茶文化加入行程当中？

若喜欢电影、美术、音乐等高雅艺术，在
海口均能满足你的需求，季末狂欢“带你穿越
电影时空”活动、一带一路美术展、欧洲音乐
季等将尽显国际文化魅力。

●●行程指南：
海口“外国人眼中的海南——一带一路

美术展”（持续到12月17日）、海口欧洲音乐
季（12月18日-27日）、琼中“执子之手、与子
合老”黎苗传统婚俗庆典（12月24日）、白沙
沙陨石坑绿茶开茶节（12月下旬）

感受时尚：高端展会吸睛力十足

来海南玩，三亚站是大多数人的不二之
选。三亚除了椰林沙滩、波涛大海等经典“打
卡”项目外，年底大型高端展会密集，旅游的
同时可根据个人喜好择展参看，度假格调定
能惊艳你的朋友圈。

今年12月，三亚时尚邀约不少，最吸睛
的当属即将到来的2017海天盛筵——第八
届中国游艇、公务机及时尚生活方式展，届时
将设游艇荟、飞机荟、时尚生活方式展、毕加
索艺术展等，同时还有三亚港湾文化节、三亚
国际时装秀、全球旅居嘉年华及文旅大健康
峰会等特色活动。

唯美传说、浪漫文化令鹿城逐渐成为婚
庆婚拍的首选地，以爱为题的天涯海角、蜈支
洲岛、鹿回头等景区成为热门。第21届中
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将于12月9日
至11日举行，届时Beyond乐队的黄家强将
亲临现场演出，与此同时，3D婚庆艺术展、

“向世界说爱你”大型多维互动长廊、“一带一
路”国际浪漫海岛婚俗嘉年华等高端活动将
同步启动。

●●行程指南：
三亚海天盛筵（12月8日-12月11日）、

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12月9日-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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