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李丛娇 美编：许丽

B07 旅游周刊
HAI NAN RI BAO · LUYOUZHOUKAN

2018年2月7日 星期三

旅讯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来，我省邮轮
游市场不断升温。
春节临近，丽星邮轮
宣布旗下“双子星
号”正月起将继续以
海南为家，开启全新
“南中国海瑰宝之
旅”系列航线。春节
期间，钻石邮轮“辉
煌号”、渤海邮轮“中
华泰山号”、丽星邮
轮“双子星号”将穿
梭在海口、三亚至越
南、菲律宾的航线
上，并推出多项活动
丰富游客旅程。

海南邮轮游市场升温，加密多条邮轮航线

邮轮闹新春 海上过大年

作为首家于海南开展母港营
运的国际邮轮公司，丽星邮轮与海
南的渊源由来已久。今年 2 月，

“双子星号”将再次造访海南，为更
多的国内外旅客开启邮轮新旅程，
其中包括大年初一（2 月 16 日）由
三亚出发的 6 天 5 晚越南胡志明
市、头顿市、芽庄经典之旅，2月 25
日至3月27日由海口出发的6天5
晚越南胡志明市及芽庄悠游之旅
或菲律宾马尼拉及苏克比湾探秘
之旅，以及 3天 2晚越南岘港或下
龙湾巡游，带领旅客领略独具特色
的东南亚风情。

而2月7日至2月16日期间，“双
子星号”将停靠三亚国际邮轮港，化
身“海上酒店”，为国内外宾客呈献海
上“星”年味。丽星邮轮此次春节期
间在三亚推出首个“海上酒店”概念，
希望以与众不同的邮轮生活方式为
三亚春节旅游市场带来更具特色的
度假新选择，也为更多宾客提供一次
难得的国际邮轮初体验。

“海南岛是中国旅客冬季出游的
首选，‘双子星号’此次特别设计的系
列航线将为在海南避寒的旅客们带
来更为丰富的冬季休闲选择，将其度

假范围轻松延伸至周边的越南、菲律
宾等地，同时，对于岛内居民来说，多
条长短不一的全新邮轮航线也带来
了更多出游选择，此举可多维度拓展
及丰富海南的旅游度假市场。”丽星
邮轮总裁洪茂林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现运营
的有太湖国际钻石“辉煌号”海口至
越南、菲律宾航线，渤海邮轮“中华泰
山号”三亚至越南、菲律宾航线，丽星
邮轮“双子星号”海口、三亚至越南、
菲律宾母港航线，游客可以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邮轮旅游。

游客度假体验更丰富

“邮轮房间干净，饭菜可口，服务
员非常友好。”来自内蒙古的游客张
慧玲和家人仍对上个月参加的海口
至越南的邮轮游记忆犹新，“没想到
还可以坐邮轮去国外玩呢，咱也洋气
一回！”

海南港航控股海口港务分公司
党委副书记金洋告诉记者，“辉煌号”
中长航线收客人数达800人左右，其
中大多数游客为旅居在海南的“候

鸟”一族。“现在正值寒假，也有不少
老人和孙辈一起出行，家庭游成为主
流。”金洋说。

邮轮收客的“旺”，得益于“邮轮
公司+旅行社”组成的销售联盟。记
者了解到，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海
南康泰旅游等多家旅行社抱团推动
邮轮航线营销。为满足游客的不同
需求，销售联盟组织安排的每个目的
地岸上观光路线不少于3条线路，而

“航空+邮轮”一体化，游客也可选择
去程邮轮、回程飞机的方式，行程更
加自主。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旅客，许多邮
轮还设计了多个主题项目。比如马
戏团表演、西班牙大型实景魔术、泰
国喜剧表演等娱乐项目，还有为小朋
友们组织的包括“小小厨师工坊”和

“小小睡衣派对”在内的童趣活动；而
银发族们可以在邮轮上学习养生太
极八式，还可以参加舞蹈课堂、新年
美食工坊等；爱好运动的年轻人可以
与朋友参加足球赛、泳池挑战赛等运
动项目。

“针对春节，我们也会在邮轮上
布置出节日的喜庆氛围，并推出系
列活动项目让大家参与其中，在海
上过个不一样的祥和中国年。”金洋
透露。

邮轮航线不断加密

《旅游周刊》：目前海南正逐步
探索联动“蓝绿”资源，实现共赢发
展，这对海南旅游未来发展有何启
发？

陈耀：在海洋旅游方面，除了要
注重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和特色化外，
还要以国际化的视野发展蓝色旅游，
利用环南海的旅游资源，通过与有关
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打开海南国际化
的新空间；绿色旅游方面，要充分利

用好海南的热带森林、乡村田园和多
样性的动植物资源，提升旅游产品和
旅游商品的价值，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蓝色旅游和绿色旅游要结合起
来，注重不同区域相对平衡的发展，
让蓝色和绿色旅游都能够为海南作
出贡献。

高秀妍：新业态旅游也为“蓝绿”
旅游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出路。目
前我们开通了不少游览湾区、串联景

区的低空旅游线路，搭建“空中桥
梁”，将海岛、雨林等丰富资源串联在
一起，丰富游客体验，实现“蓝绿”资
源共赢发展。

杨晓海：我们还注重开发与保
护，尽量减小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蜈支洲岛通过修建夏季和冬
季两座码头，进行季节性轮换，给海
洋生态以自然休整期；在岛上设立污
水处理项目和海水淡化项目，并与政

府、高校合作，启动万亩海洋牧场项
目，在附近海域持续投放人工鱼礁、
改造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形成了良好
的海洋生物圈。

聂世军：通过“善行旅游”项目、
低碳环保型景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区、开放式呀诺达生态博物
馆、“呀诺达生态文学奖”等项目的建
设和开展，实现了“生态+旅游+文
化”的融合。

放眼全域加强“蓝绿”互动，实现山海资源共赢发展

山海相拥 绘旅游新画卷

沙龙嘉宾
陈耀：中国海洋学

会海洋旅游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

杨晓海：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区副总裁

聂世军：呀诺达雨
林文化旅游区常务副
总经理

高秀妍：海南三亚亚
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
经理

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暂勿前往马尔代夫

据央视网消息，近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发生
大规模集会活动。外交部和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
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局势，近期暂勿前往
马尔代夫。如近期有赴马行程，建议取消。如遇
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马使馆。

鉴于上述地区的特殊情况，如中国公民在暂
勿前往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关国家，有可能导
致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
协助的实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新加坡樟宜机场
终止登机广播

据中新网消息，据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
馆网站消息，自2018年1月起，新加坡樟宜机场
已全面终止呼叫登机广播。只有紧急事故、孩童
走失、航班延误、登机口变动等重要信息才会广播
通知乘客。对此，中使馆建议赴新加坡的中国游
客，提前确认好航班信息，以免误机。 （李辑）

2 月 2 日，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迎来开园十周年，景
区举办了嘉年华游
园等一系列特色活
动，并邀请旅游专家
齐聚一堂，共话雨林
文化、海南旅游未来
发展。如何借力琼
岛丰富的旅游资源
优势，结合滨海岸线
以及热带雨林等特
色，打造山海相融的
琼岛旅游新名片，逐
渐形成旅游资源由
滨海向山地延伸、平
面向立体延伸的发
展新态势，成为专家
学者们的热议话题。

本期海南日报
《旅游周刊》特邀旅
游专家代表，共同探
讨琼岛旅游的“蓝
绿”共赢之道。

《旅游周刊》：海南旅游资源丰
富，如何围绕“蓝绿”资源，在旅游资
源创新串联上做文章？

陈耀：“蓝绿”旅游在海南其实不
算新说法，10多年前，国家推出生态
旅游年，海南便提出要发展蓝色生态
和绿色生态旅游。作为海洋大省，海
南旅游一直注重打海洋牌，滨海观光
和滨海度假走在全国前列。但在森
林旅游方面海南也很有成绩，海南有

优越的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超过
62%，拥有四季皆绿的良好气候条
件，发展海洋旅游、生态旅游有着非
常明显的比较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杨晓海：一直以来，海南企业也
都在思考，如何将海洋生态元素高效
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海洋生产力。
蜈支洲岛旅游区一方面积极培育“蓝
色引擎”，开发与保护并举，打造一系
列海上运动，以及潜水教学、潜水推

进器游玩、观看沉船、海底摄影、游艇
海钓等服务，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与
此同时，我们还依托山的资源，开辟
环岛线路，将山海美景、妈祖文化等
资源串联，提升旅游吸引力。

《旅游周刊》：滨海旅游一度成为
海南引客的重要“法宝”，但凭借着丰
富的热带雨林自然资源，徒步观光、
惊险漂流等特色山间玩法逐渐受到
游客青睐，雨林旅游如何突围？

聂世军：作为山间雨林旅游的代
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在保护、
利用、开发和建设的进程中，体现了
山海互动、蓝绿互补。我们吸取国际
主题景区的成功经验，以热带雨林资
源为本、以雨林文化为魂，因地制宜
开发出许多林间体验项目，特别是开
展低空旅游合作，打通了景区和三亚
海棠湾的互动，实现了项目下海，为

“蓝绿”共赢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旅游周刊》：目前海南发展蓝绿
旅游还有哪些不足，如何补齐短板？

聂世军：目前海南面临着蓝绿发
展不平衡、旅游人才缺乏、文化挖掘
不足等主要难题。在蓝色旅游已经
初具规模的条件下，位于中部山区的
绿色旅游，因地理位置和交通不便等
原因，仍存明显落后现象，绿色旅游
总量不大、档次不高、特色不鲜明。
此外，在旅游业开发中，大多停留在

自然景观的开发，缺少文化底蕴的旅
游景点在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
的升级中必然会被淘汰。

高秀妍：海南应该整合旅游资源，
目前景区景点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特色
的旅游产品不多。海南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蓝天碧海、热带雨林、空气清
新、温度适宜、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些都
是吸引游客的地方，我们要做精品旅
游，就不要做重复的景点，不要过度开

发，要保留自然质朴的风景与文化。
杨晓海：海南旅游发展迅速，但

我们不难发现，多数旅游企业仍保有
“单纯观光游”的守旧思想，游客黏性
不足，难以达到多次重复旅游体验的
效果。海南旅游应放眼全域，走差异
化的发展之路，思索如何将旅游产品
精品化、品质化，加强山地和海洋的
互动性，利用我省山地滨海的特殊地
理优势，让游客感受更加立体化。

陈耀：相对而言，各地海洋旅游
自然资源大体是同质化的，海洋旅游
的有关设施在功能上也是相似的。
一个地方的海洋旅游，如果不能很好
地与当地文化结合，很难真正形成独
特性卖点与核心竞争力。此外，海南
的森林旅游开发层次不深，森林旅游
产品单调，发展区域不平衡。真正围
绕着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海南要做的事还很多。

发展：“蓝绿”旅游蔚然成风

困局：突破产品同质化难题

解题：发展与保护双管齐下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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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搭乘“中华泰山号”邮轮开始海上旅程。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18南丽湖国际
樱花文化节即将开幕

本报讯 有樱花的地方，便充满浪漫和优雅。
2月13日，2018南丽湖国际樱花文化节即将在南
丽湖畔海南文化博览园开幕，来定安一起走进浪
漫花海吧！

一直以来，提到赏樱，人们就会想到日本。
其实，樱花原产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山地区，
在世界各地都有生长，花常于3月与叶同放或叶
后开花，花色幽香艳丽。樱花可分单瓣和复瓣两
类，单瓣类能开花结果，复瓣类多半不结果。据
文献资料考证，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樱花已
在中国宫苑内栽培。唐朝时樱花已普遍出现在
私家庭院，当时万国来朝，日本朝拜者将樱花带
回了东瀛。

此次樱花节举办时间为2月13日至3月14
日，数千株远道而来的樱花，用绚烂的绽放迎接
2018年春节的到来。此次樱花节选取山东的名
贵樱花品种“貂蝉”和“杨贵妃”。貂蝉樱俗称“红
缨”，花叶同开，花蕾红色，花粉红色；颜色温和，花
型适中，在肆意展现美的同时，又不失庄重与内
涵，开放之时，满树繁花让人思绪万千。

杨贵妃樱颜色鲜艳亮丽，枝叶繁茂旺盛，是早
春重要的观花树种，盛开时节花繁艳丽，满树烂
漫，如云似霞，极为壮观。杨贵妃樱花蕾粉色、花
瓣粉红、边缘有紫红晕，花态富丽，极度雍容华
贵。虽然国内的樱花也有四大美人“杨贵妃、貂
蝉、王昭君、西施”，但是学名是四大美人并且登记
在案的樱花品种只有“杨贵妃”。此次樱花的开放
从初樱、盛樱再到樱花雨，长达30天的花期为人
们饱览樱花盛景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除樱花观赏外，此次樱花节还有直升机体验、
动力伞飞行表演、俄罗斯远东艺术表演团等多项
活动助阵。汇集海南各地佳肴的美食广场、幸运
门票大抽奖、珍禽观赏等内容亦将为到访的游客
提供从味蕾到眼球的多重享受。

据了解，2018南丽湖国际樱花文化节由定安
海博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
司、海南百花谷农业有限公司主办，定安县人民政
府、定安县旅游委协办，海南恒大御湖庄园合作举
办。海南文化博览园项目以海南本土文化为核
心，以水的世界、花的海洋作为总体景观配套，形
成从风情小镇养生社区、主题公园到南丽湖国家
湿地公园完整的产品群链，提供南丽湖周边项目
的“吃、住、游、玩、乐”的配套网络。

赏樱指南：
【赏花地点】海南文化博览园（定安文笔峰以

南5公里）
【赏花时间】2月13日—3月14日（8：30-18：

00） （王文）

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