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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聚焦

挖掘本土特色增强自信

几千年来堆积在地上的火山石，
如何散发新的魅力为海南旅游打上文
化符号？

座谈中，全国返乡论坛发起人、海
南火山村荔枝品牌创始人陈统奎谈起
了“火山石”的故事。以前，对于村民
来说，司空见惯的火山石并没有什么
不同，常常以一车几十块钱的价格运
出村庄卖掉。直到这些年，陈统奎走
出去后才发现，家乡的火山石已经成
为上海虹桥机场品牌店的展示品、万
科上海总部建筑文化的重要元素，甚
至在海口观澜湖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元
素。“我们要对本土文化有自信，对火
山石文化有自信。”在陈统奎看来，有
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才能更好地挖
掘本土文化元素，打造具有本土文化
特色的旅游产品。

不止火山石，椰子、圣女果等都
可在旅游商品发展中大放异彩。“椰
子面膜、椰油、椰奶皂、椰雕、椰壳
包、椰壳餐具等，可以让游客知道，
海南的椰子不仅能喝，更蕴含着丰
富的椰子文化。”海南游礼旅游文化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久尧分享道，
借力文创，海南礼物一只小小的椰
油膏能做成销售额“百万级”的产
品。

全域旅游呼唤产品独特性

“全域旅游意味着，全区域、全空
间都是景点了。”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
长王健生表示，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游
客的消费行为已发生变化，新的旅游
格局必然需要新的营销理念。

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
院教授曾庆江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
全域旅游背景下，处处是景区、时时可
旅行，人人是游客，这就需要旅游产品
以独特性取胜，而文化无疑成为激活
绿水青山的一大法宝。

“在热带雨林中，呀诺达的资源和
硬件并不是最好的，但我们通过打造
特有的景区文化让游客不虚此行。”呀
诺达圆融股份有限公司景区副总经理
王厚林介绍说，景区将发源于黎族语
言的“呀诺达V字礼”打造成景区的
文化名片，让客人感受到景区的本土
情结，景区每个导游都挂一个背篓，将
游客丢的垃圾随时捡起来，宣传环保
理念，让“爱雨林”成为共识。

用温度和真诚打动游客

“景区、酒店要发展，必须回答好

3个问题——游客为什么要来？游客
来了干什么？游客会不会再来？”“海
的故事”创始人蒋翔提出了他一直在
思索的问题。

没有销售部、市场部，入住率却居高
不下的森林客栈或许能够给我们启发。

“森林客栈一直围绕九个字做文章，‘最海
南、最绿色、最当地’，去年，我们还提出要
做出‘最有温度’的酒店。”森林客栈创始
人冯清雄分享道，酒店提供的香蕉是“最
绿色”的，很多内地客人说香蕉没熟，其实
绿色的香蕉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香蕉，客
人住酒店就可以吃到最当地的食物。“在
儋州店，游客可以听儋州调声，吃儋州粽
子；在日月湾店，游客可以学冲浪，可以拉
网捕鱼。这种有温度的服务，让很多客人
愿意在森林客栈安心住下来。”冯清雄说。

最美的风景是人。蒋翔对此观点
十分赞同。

不管是海的故事，还是田园梦想，
人们总愿意留下来。这其中靠的是什
么？或许它们能够让游客读懂海南这
片海岛的土地和温度。蒋翔认为，乡村
和乡愁都应是真诚的，不是一种文化标
榜。乡村旅游文化，它来自岁月，来自
土地，来自民间，来自记忆，所以才如此
动人。“人才、人性、人心是旅游文化的
魂，撬动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将文化和产
业融合。如何将文化注入环境、服务、
营销，开发有品质、有核心竞争力的旅
游产品，仍需要我们探索。”蒋翔表示。

全域旅游背景下，文化如何为旅游注魂？

从“山水之乐”到“文化之乐”

2017年12月31日晚，随着从武
汉飞来的海南航空HU7790航空航
班平稳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意
味着该机场以全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1938万人次收官，国际旅客吞吐量达
84.7万人次。

开航线、建机场、设航道、通铁路
……近年来，三亚完善交通体系“大动作”
接连不断，科学谋划交通布局，着力“通路

引客”，助推该市揽客吸引力不断提升。
“对外，我们创新营销手段，开辟多

元交通渠道，以各式精品旅游产品，广
而告之城市品牌，多举措引客赴鹿城游
玩；对内，加快城市骨架交通网络形成，
打通景区景点、精品酒店等涉旅企业的
沟通路径，缓解旅游出行交通压力，为
市民游客出行提供更丰富、便利、特色
的选择。”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

不过，作为国内知名旅游城市，旅
游旺季期间游人如织，城市骨架小、旺
季客流大、交通出行难，成为三亚旅游
交通的发展瓶颈。据调查数据显示，
2016年，三亚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
为93%，公交车正点率75%，早晚高峰
时段公交车平均时速仅为14.7公里/小
时。此外，三亚全市没有一条公交车专
用车道，也没有公交优先通行交叉口。

为此，三亚交通等各相关部门积
极谋划、破题开方，积极研究方案对策
增加公交服务能力，解决市区公交站
点不足、线路重复造成的乘客“等车
难”等问题。“一方面，我们将研究开发
城区、城际旅游公交线路，同时正探索
建立公交出行服务平台、公交电子站
牌，全方面提升出行品质。”三亚市交
通局局长吴海峰表示。

首条城际旅游公交线路开通助推我省全域旅游

旅游交通：让自由行更自由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日前，30 余名
游客从陵水香水湾
搭乘着海汽大巴车
途经富力湾、琼州学
院等站点，经过2个
小时城际车行之旅，
抵达三亚南山寺景
区，进入景区观光游
览。这是我省首次
开通的城际旅游公
交线路——陵水至
三亚城际线路，迎来
的一批客人。

海南进入旅游
旺季，吸引着全国各
地游客前来感受琼
岛的冬日暖阳与文
化魅力。如何创新
产品、领先服务，促
进市县之间的旅游
互动？近年来，海南
着力推进全域旅游
交通先行的便民举
措，联动“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各市县协
同发展，通过探索开
通城际公交线路、景
区间公交线路等方
式，进一步健全完善
旅游交通骨架，创新
旅游出行供给产品，
为市民游客提供更
加多元丰富的选择，
助推旅游产业质效
双增。

“无需换乘便能直达景区，票价合
理，还能欣赏沿途风景，太方便了！”近
日，湖北游客李思体验了新开通的“陵
水香水湾-三亚南山寺”公交线路。

在三亚、陵水、保亭等多方推动下，
“三亚火车站-七仙岭温泉国家森林公
园”“三亚火车站-陵水南湾猴岛”“三亚

火车站-陵水分界洲岛”“陵水汽车站-
三亚免税店”“陵水香水湾-三亚南山
寺”等5条城际旅游公交线路正式开
通。线路以市县中心为始发点，串联热
门景区、旅游场所，无需辗转换乘，出行
路上还能尽享旖旎美景。

“通过完善市县之间、旅游景区之

间的交通网络，带动‘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发展，方便市民游客出行游玩，助
推全域旅游加快发展。”陵水至三亚城
际公交线路开通仪式上，陵水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何兆智说。

此次首次开通的海南城际旅游线
路，是琼岛着力推进便民出行、交通旅

游的一个缩影。于此同时，诸多市县
通过不断完善交通体系，让游客游海
南更方便。

“我们下一步还将探索开通至龙
栖湾、尖峰岭景区等路线，联动市县旅
游资源，实现区域性旅游联动发展。”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散客时代，出游交通工具的选
择，并非都是以快为先。眼下，度假
胜地三亚正通过打造一系列“慢游”
产品，提升旅游体验度、城市融入感。

日前，三亚有轨电车交通线路示范
段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首辆电车在三
亚街头入轨组装，画有天涯海角、大小
洞天等鹿城风光的车身十分吸睛。

近年来，三亚探索创新旅游交通

产品初具成效，陆续推出了海上巴士、
旅游铁路、内河游船等一系列特色产
品，助推旅游出行品质不断提升。

“海上巴士航线串联三亚港、凤凰
岛、东岛、西岛、南山、天涯海角、日月
石等6个景点，航道与景区相连，靠岸
即达景区，游客可直接上岸观光，市区
与景区实现无缝衔接，有效缓解热门
景区的交通拥堵情况。”三亚市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说，游船、火车等交通工具
被赋予新的概念，实现从“旅游交通”
到“交通旅游”观念的转变。

与此同时，三亚还联动航空、游
艇等多方资源，打造了“帆船+游轮+
水上飞机”旅游产品，共推出“帆船+
水上飞机”“邮轮+水上飞机”“水上飞
机空域游”三种类型共12项体验项
目，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利。

民航局将推新举措

改变机场餐饮价高
提高行李赔偿限额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2018年全国民航工
作会议上，民航局局长冯正霖在工作报告中公布
一组数字，去年1-11月份全行业实现利润692.8
亿元，同比增长 16.4%；全年航班平均正常率
71%，其中11月航班正常率达84.59%，为102个
月以来新高。

在服务方面，针对机场餐饮价格过高的问题，
冯正霖在报告中指出，2018年将推动机场餐饮同
城同质同价，发挥机场服务质量评估作用，创新机
场特许经营管理模式，杜绝候机楼餐饮服务乱收
费。

进一步优化客票退改签流程，简化退改签手
续，让旅客退改更踏实。试行高空移动终端接入
局域网或互联网服务，鼓励航空公司在确保安全
的条件下，在具备客舱无线局域网的飞机上，实现
旅客利用自备移动终端接入客舱娱乐信息系统；
在具备客舱空地通信能力的飞机上，实现空中接
入互联网，让旅客空中有WiFi。

在提升行李运输服务水平方面，要求开展行
李运输装卸专项整治，推广使用RFID行李全程
跟踪系统，减少行李运输差错和破损，缩短行李提
取时间，提高国内行李运输赔偿限额。

目前，国内航空公司对于国内航班的赔偿标
准是，如托运行李被损坏或丢失，赔偿金额应该
低于 100 元人民币/公斤（2.2 磅）（或等值外
币）。如行李价值不足100元人民币/公斤（2.2
磅）（或等值外币），则根据行李的实际价值赔
偿。以一件10公斤行李为例，最高赔偿额约为
1000元。

元旦期间全国接待
国内游客1.33亿人次
同比增11.08%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经国家旅游局数据
中心综合测算，元旦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33亿人次，同比增长11.08%，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755亿元，同比增长11.22%。

新年伊始，游客出游热情不减，旅游市场持续
火热。各地游客出行方式以中短途为主，都市周
边游、郊区休闲游、乡村体验游等占据主流，自驾
游比例较高。从目的地分布看，全国旅游市场南
下北上趋势相对明显，冰雪游、温泉游、避寒游等
主题为热点。

除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外，体育旅游、游学旅
游、工业旅游等以“旅游+”方式打造的新产品、新
业态成为假日旅游“新潮流”。结合跨年主题，丰
富多彩的假日旅游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加深了广大游客的假日体验。在厕所革命的示范
和带动下，各地进一步加强假日旅游公共服务，假
日出行更加便捷高效。通过强化市场监管和服
务，鼓励建立良好市场氛围，各地假日旅游市场秩
序良好，广大游客出行顺利，诚信经营、文明旅游
等蔚然成风。

创新供给：多元交通产品亮相

整合资源：水陆空交通齐发展

健全交通：便民出行提升品质

在大众旅游时
代和我省全域旅游
创建的背景中，除了
椰风海韵、阳光沙
滩，海南旅游还能带
给游客怎样的惊
喜？海南本土文化
又能在其中发挥怎
样的作用？

近日，《海南日
报》海南周刊、旅游
周刊在海口联合举
办以“全域旅游为背
景下，文化如何为旅
游注魂”为主题的文
化沙龙，邀请旅游、
文化行业人士共聚
一堂为海南全域旅
游发展献计献策。

■ 本报记者 赵优

尼泊尔政府出新规：

禁止单人攀登珠峰
据新华社消息，尼泊尔政府以安全为理由出

台新规，禁止单人攀登珠穆朗玛峰。
尼泊尔政府去年12月28日修改登山管理办

法，禁止单人攀登珠峰，同时禁止双腿截肢和失明
登山者挑战这座世界最高峰。英国广播公司则报
道，如果持有效医学证明，双腿截肢和失明者仍可
获准攀登珠峰。

尼泊尔旅游部长内乌帕尼解释，新规旨在保
护登山者人身安全，降低登山死亡率。

今年4月，瑞士资深登山家于利·施特克单
人在珠峰附近的努子峰做适应性攀登时滑坠遇
难。

2006年，新西兰人马克·英格利斯成为首
名征服珠峰的双腿截肢者。2001年，美国人埃
里克·韦恩迈耶成为首名登上珠峰的盲人。次
年，韦恩迈耶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成
为完成征服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壮举的唯一盲人
登山者。 （李辑）

“呀诺达V字礼”文化。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曹传佳 摄

城际公交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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