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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1月底在广东深圳举行的2017
“体验海南”旅游推介会上，200多名
来自各行业的外国友人一起踏上海
南魅力体验之旅。推介会现场播放
的《当一天中国人》微纪录片，以外国
人的深度体验讲海南故事，极富感染
力，现场嘉宾们目不转睛，兴趣盎然。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以文化
旅游为先导的海南文化”走出去战
略，省旅游委策划发起了“体验中国
——发现最美海南”旅游外宣活动，
邀请一批外国体验者，来海南体验特
色旅游职业，拍摄“当一天海南人”系
列微纪录片，借外国人之口，讲述海

南故事。俄罗斯籍美女主持人、旅游
达人虹韵作为“体验大使”也来到现
场，她不仅向大家推荐了自己最欣赏
的海南特色，还带领在场来宾进行了
一次原汁原味的“海岛食游记”。

“体验大使”现身，用“分享”拉近
距离——以“发现海南”“体验海南”

为主题的系列推介会实现了不走出
国门一样可以开发境外旅游市场的
宣传效果。

越来越国际化的营销理念、不断
创新的旅游营销模式，正进一步扩大
海南旅游品牌在海内外市场的认知
度，助推我省入境游的快速发展。

我省不断创新营销模式开拓入境游市场

多让外国达人发现最美海南
■ 本报记者 赵优

登陆网站ex-
plorehainan.
com，高清大图简
洁时尚、栏目板块
清晰规整，不同以
往的页面设计令
人眼前一亮。这
是日前上线并投
入使用的我省多
语言版本旅游资
讯官网，英语、俄
语版本让目标客
群更感亲切。

由母语使用
者作为采编团队，
创立设置旅游资
讯官网的高品质
内容，外国“体验
大使”以亲身经历
和感受推介海南
旅游……近来，我
省不断创新营销
模式积极开拓入
境游市场，越来越
多的外国声音动
情讲述海南旅游
故事，在提升海南
世界能见度的同
时吸引境外客群。

“国际较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仍
是海岛，海南应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入境游的发展不仅可以淡化海南旅游
的淡旺季之分，更有利于提高我省旅游
产业的国际化水平，优化旅游服务体
系。”省旅游委副主任周平表示。

为发现岛内旅游业发展和国际
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前，省旅游委
特别邀请外国旅游达人前来海南“找
茬”——来自加拿大、以色列、日本、罗
马尼亚、西班牙等11个不同国家的11
位资深旅游达人，在两周的时间内搭

乘高铁、公交车、出租车和骑自行车游
海南，通过调研34个考察点，收集个
人及团队反馈。为了更像真正的国际
游客一样体验海南，达人们必须用母
语或者英语完成调查任务，在特殊情
况下才能使用中文普通话。

向自己“开刀”，省旅游委收获了旅
游达人们对海南交通、通讯、设施、服务
等一系列关于海南旅游国际化的意见，
并形成《海南国际旅游岛国际化元素改
造项目考察汇总报告》，为我省如何重
新进行国际化发展定位奠定基础。

调查发现，境外游客获取中国
旅游信息途径中，互联网占绝对优
势，超过半数人通过门户、搜索引
擎和新闻类网站获取旅游信息。
为此，去年起，省旅游委着手建设
我省 7语言版本旅游资讯官网，针
对境外主要客群，设置英语、俄语、
日语、韩语、阿语等多种语言版
本。通过分析国内外优秀海岛目

的地旅游网站的共性，对标国际先
进经验，海南多语言版本旅游资讯
官网实现了与政务网的完美分离
与互通。

浏览旅游资讯官网网页，风格整
体大气与细节精致并存，与传统资讯
网站大有不同：高清轮播大图带来震
撼效果，“认识海南、玩转海南、主题
旅游、出行贴士、游记分享”等旅游信

息丰富，功能齐全，同时，重点呈现海
南的特色文化、民俗、美食等内容，满
足欧美国家客群对东方文化的强烈
好奇心。

“为帮助国际游客‘像本地人一
样’游海南，我省旅游资讯官网外语
版本网站聘请母语使用者作为顾
问，全程参与网站框架搭建、栏目设
置和内容创造，以英文网站为例，旅

居海南 7年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
奎因（Patrick Quinn）、移居海南的
美国人尼基·约翰逊（Nicki John-
son）都参与其中。”省旅游委国际
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处长王可介绍
说，用贴近性极高的语言，创设时效
性强、实用性高、生动有吸引力的信
息，基本能够满足目标客群需求和
浏览习惯。

品牌影响力备受重视

据了解，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已成功
举办八届，大赛对全国旅游商品创新研
发的引领带动作用明显，已经成为全国
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商品专业赛事。与
往届大赛不同，本届大赛更加关注的是
旅游商品的品牌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进
程，第一次把旅游商品品牌建设落到基
本要素上。要求所有参赛商品必须有
合法的注册商标，并且只有近三年来获
得 2015、2016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
2015中国特色旅游商品评选，2017中
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共860个金银铜
奖的商品可以参赛。但由于很多产品
缺少有效商标注册证，只有258个参赛
商品经过初审、复审，进入终评。

对于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
备分会秘书长陈斌而言，这是一次成
功而又遗憾的大赛。“所有未注册商标
的旅游商品都未能参加评选，包括许
多耳熟能详的旅游商品。后期又对有
注册商标的旅游商品进行严格把关，
又淘汰了一批。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比
赛让更多企业认识到商标对于品牌的
重要性。”陈斌表示，旅游商品企业既
要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制造、销售，还
要高度重视旅游商品的品牌建设。

我省旅游商品发展迅速

“在如此严苛的大赛中，我们能够
取得这样的成绩，虽是意料之外，但也
是情理之中。”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
会长郭凯告诉记者，近年来，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推动下，省
旅游委大力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
工作，推动我省旅游商品创新发展，在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海南旅游商品发
展取得快速发展。

为释放和激发业界创新活力，省
旅游委积极组织旅游商品企业参加全
国旅游商品大赛和旅游商品展，充分
利用旅游产业发展资金扶持旅游商品
企业创新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我省旅
游商品企业的创意创新意识。椰子类
产品不再是年年见的椰娃，而是壮大
成为椰子面膜、椰油、椰奶皂、椰雕、椰
壳包、椰壳餐具等，沉香类产品除了摆
件、手链、线香外，沉香蒸汽眼罩、沉香
护手护颈护脚系列产品也让人耳目一
新……一批又一批具有海南本土特色

的旅游商品不断推陈出新，使我省旅
游商品产业在产品创新研发、设计包
装及品牌打造等方面的能力有了大幅
提升。

海南礼物如何走近游客？

我国的旅游商品经过了初期的以
纪念品、工艺品为主的时代，又经过了
纪念品、工艺品、农副产品为主的时
代，现在正在与国外旅游发达国家接
轨，进入以旅游者需要的生活化商品、
艺术化商品共存的时代。目前，我省
专业旅游商品企业有170多家，旅游
商品品类已发展到包括旅游食品、旅
游茶品、旅游饮品、旅游化妆品、旅游
工艺品、旅游纺织品等二十大类。

“获奖之后，企业们更渴望及时贴
近游客。免税店、大景区、大酒店、名
街名店门槛高，小微企业难入内，本土
产品如何能够让游客喜闻乐购？”郭凯
说，如何以旅游者的需求为导向，使海
南礼物走近更多游客，成为业内人士
思考的课题。

“南京设计廊打造南京设计‘直
销’店，积极发挥展销平台作用，把店
开到了香港甚至伦敦，其经验非常值
得我们借鉴。”陈斌介绍说，设计廊是
南京重点培育打造的文化创意服务平
台南京创意设计中心于2016年投资
筹建的，将南京本土文化科技创意设
计产业链从创新创意设计环节向市场
环节延伸，为南京元素产品提供直接
面向市场的窗口，让企业在市场洗礼
下走向成熟。“把营销平台从产品设
计、研发、生产中剥离出来，应该是未
来发展的一大方向。”陈斌表示。

国家旅游局发布规范：

游客数达景区日最大
承载量应停止售票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家旅游局发布了《景
区游客高峰时段应对规范》，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
到或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百分比，将游客高峰时
段应对等级分为一、二、三级。当景区游客量达到
日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立即停止售票，并向游客
发布告示，做好疏导。该《规范》将于2018年5月
1日起实施。

根据景区内游客量达到或超过景区主管部门
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的百分比，《规范》将游客高
峰时段应对等级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分别用红
色、橙色和黄色标示。其中，三级、二级、一级分别
指景区内游客数量达到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日最
大承载量的80%及以上，90%及以上和95%及以
上，并分别用黄色、橙色和红色标示，一级为最高
级别。

《规范》对三级应对分别做了具体规定。其
中，启动三级黄色应急预案时，景区应开放所有游
客通道，增设现场投诉受理点，快速有效处理游客
投诉。启动二级橙色应急预案时，景区应启动售
票、检票控制方案，调控进入景区的游客数量，通
过分时入园、区内道路单向通行等方式，控制景区
内游客数量。

启动一级红色应急预案后，景区应向社会公
告，同时向旅游地游客公布客流量状况及应对办
法，配合交管部门对景区外围重点区域和路段及
时采取分流、疏堵、限入、劝返、单循环等交通管制
措施，保障道路通畅。景区内重点区域和点位应
采取分流、限行、单向通行等措施。

景区游客量接近或达日最大承载量时，应启
动限流方案，做好限流工作。景区内游客数量达
到日最大承载量时，应立即停止售票，向游客发布
告示，做好解释和疏导等相关工作。

大陆游客2018年以“小三通”赴台

可免个人游签注
据新华网消息，台媒报道，为鼓励大陆游客到

台湾离岛旅游，台移民事务部门12月20日表示，
2018年元旦起，大陆居民以“小三通”方式赴台，
个人游将无需个人签注（G签）；艺文交流审查将
从5天缩短为3天，宗教交流也将纳入旅行活动
范围。

目前台湾开放大陆人士进行的“小三通”事由
主要有社会交流、艺文交流、就学和旅行4类，其
中自由行的大陆游客需附上申请书等文件和G
签。移民事务部门表示，从2018年起，大陆游客
申请离岛自由行不必再附上G签，只需申请书、投
保证明及简易行程表。

此外，“小三通”艺文商务交流审查时间将由
5个工作日缩短为3个工作日。过去宗教交流多
半归在艺文交流类，部分大陆游客若要前往金门、
马祖、澎湖等离岛的庙宇，都需要额外的申请手
续。未来这些一般的宗教行程都可归在旅游类，
适用于不需G签的新制度；游客以个人申请1天
可发证，以团体申请最快4小时发证。台湾方面
也拟开放大陆人士以个人旅游名义参加非竞赛性
质的海泳等赛事。

对于目前具有台湾地区居留身份的大陆及港
澳居民，移民事务部门表示未来或将取消入出境
查验表与核盖戳章手续。

定安举行旅居“候鸟”
旅游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中铁·诺德丽湖半岛”
2017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定安分会场首届定安
旅居“候鸟”旅游文化节暨南丽湖星空帐篷篝火焰
火露营活动，近日在定安举行。

由60多名“候鸟”组成的观光团首站来到高
林村。高林村是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有
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坐落于
文笔峰下、紧邻南丽湖，地理位置优越，它是海南
唯一的探花张岳崧的诞生地，被誉为“海南第一
村”“海南第一家”。

随后，“候鸟”们乘车来到中国道教圣地文笔
峰。在观光的间隙，观光团中的太极拳爱好者们
为游客展示了太极拳武艺。

“候鸟”观光的最后一站是久温塘火山冷泉。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大的热带富硒冷泉、
无色无味清澈透明、夏凉冬暖。观光团的“候鸟”
们非常兴奋，一边泡脚一边歌唱,享受天然的鱼
疗。“候鸟”陈健民和乔润宝二位先生架起了画架
画板，绘画出展肢飞翔的小鸟腑视男女老少在冷
泉欢乐鱼疗的情境。

夜幕降临，“候鸟”们在南丽湖沙滩半岛举行
丽湖星空帐篷篝火、烟花、露营文艺演出。

2017中国品牌旅游商品名单出炉，海南获奖商品数量居全国第二

游客导向：“海南礼物”的转型方向
日前，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
会承办的“2017中国旅游商品大
赛”颁奖典礼在海口举行，经过多
重筛选共评选出200个2017中
国品牌旅游商品，我省以19个获
奖商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二。

从海南旅游发展的一个短
板，到如今在全国性的旅游商
品大赛中实现弯道超车，近几
年我省旅游商品的发展可谓迅
猛。依托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独
特的工艺，我省旅游商品呈现
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 本报记者 赵优

国际化采编团队加入网站建设

外国旅游达人积极推介海南

请外国旅游达人来“找茬”

我省入选2017
中国品牌旅游商品名单：

●“百荟香”沉香精油
蒸汽眼罩系列

●岛礁老盐系列
●福山咖啡系列
●骑楼咖啡系列
●椰仙苦丁茶系列
●妙自然五指山红茶

系列
●锦绣织贝黎锦系列
●海中央沉香护手护

颈护脚系列
●三沙酒系列
●小椰壳椰壳餐具
●香岛琼脂线香系列
●椰格格《家》系列
●椰音智能椰雕音响
●良食馆海南手工酥

饼系列
●南国食品系列
●海之梨银镶梦系列
● SUANDOUWANG

酸豆饮料
●古椰皂坊黎家祖母

养护清洁及手工皂创意系列
●尧香堂热带植萃免

洗面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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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在海滩上
休闲。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包装精美的旅游商品。本报记者 王凯 摄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