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特刊

■■■■■ ■■■■■ ■■■■■

3月27日凌晨，一架机身印有“LION”字样的波音B737-900型飞机，载着来自印尼泗水的旅客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平稳落地。这标志着三
亚——泗水航线正式开通，海南又新增一条国际航线。

近年来，三亚着力培育旅游支柱性产业，不断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从严治旅打造安全、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推动“大旅游”产业纵深发展，以自
信姿态阔步迈向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日前，三亚国际邮轮码头人头
攒动，630余名国内外游客搭乘诺唯
真旗下大洋邮轮公司的“英锡亚号”
邮轮抵达三亚，分别前往南山、鹿回
头等景区观光游览，开启鹿城魅力
之旅。

“这批邮轮游客主要来自英
国、加拿大等国家，三亚独特的中
医康体、黎苗民俗等一系列具有东
方韵味的旅游产品对‘洋客人’颇
具吸引力。”三亚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计
划，今年三亚还将有“威士特丹号”
等国际邮轮航次到港，有力推动旅

游新业态发展。
近年来，三亚大力开拓国际市

场，多举措加快国际旅游目的地建
设，逐步形成“4小时、8小时、12小
时”国际航程旅游圈，入境旅游吸引
力倍增。“目前三亚机场正在运营的
国际航线达22条，每周国际航班达
69个，恢复、加密、新增的国际航线为
三亚带来了大量的境外客源。”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李鹏程说。

“同时，三亚积极开展旅游整合
营销，借助‘世界小姐’‘克利伯环球
帆船赛’‘ISY电子音乐节’等大型国
际线下活动的知名度，加大在新媒体

平台上的宣传力度，做到线上线下整
合营销，实现三亚旅游营销轻松‘出
海’，让三亚旅游更具‘国际范’。”三
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

让更多三亚市民惊喜的是，“国
际范”也走进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不
少人发现，三亚全域旅游英语角越来
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口说英语；
不少旅游从业人员、城市服务人员、
公务员也开始重视外语能力培养，积
极适应国际化语言环境；亚特兰蒂斯
酒店等精品项目相继亮相，一批优质
旅游项目的落地，提升了三亚旅游业
的供给质量和效益……

去年，三亚经过梳理问题、科学
规划，直击旅游国际化发展痛点问
题，正式发布《三亚市建设世界级滨
海旅游城市行动方案》，提出“十大行
动”，其中不乏积极开通国际航线、推
动天涯海角等景区创建5A级景区等
务实举措，助推“世界级”城市发展格
局逐步优化。

“今年初，我们又对‘十大行动’
内容进行补充完善，对实际工作进行
细化分解，其中‘滨海旅游城市行动
方案’十大类任务中，共分解了217
项，以精细化工作推动三亚旅游走向

‘世界级’。”三亚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自信秀出国际范，融合发展大旅游，打造安全放心旅游环境

三亚旅游阔步迈向世界级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近日，一则统计数据让樊木颇
为惊喜：刚刚落幕的 ISY三亚国际
音乐节，吸引了20余万观众参与其
中，主会场设置地——海棠湾区域
酒店客房入住率接近 100%，旅游
需求十分旺盛，“文化+旅游”产业
加速发展。

“三亚积极补齐发展短板，打造
国际知名文化活动，唤醒这座城市
的娱乐激情，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游客前来感受三亚之美，在某种
程度上亦带动了旅游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转
型。”樊木说。

近年来，三亚“体育+旅游”“文
化+旅游”发展效益不断显现，进一

步助推着三亚“大旅游”产业链向纵
深发展。本届三亚国际音乐节期
间，该市联合三亚500家本土餐饮
企业、酒店、旅游产品供应商、出行
接待等服务机构，推出全城一站式
消费推介认证平台，扩大旅游新业
态的价值空间；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三亚站打造公众开放日，为市民游
客打造帆船亲子课堂、VR体验帐
篷等嘉年华活动，促进体育文化与
旅游文化的巧妙融合。

旅游产品设计融入新思维，产
业发展活力倍增。今年春节黄金周
期间，无论是传统“老景区”，还是
蜈支洲岛、千古情等“新景区”，均
不乏特色揽客新招，“旅游+”为三

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气象。
“除了发展特色观光游，我们

也在着力发展互动式、体验式旅游
项目，借助天涯海角品牌优势，积
极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发展海
上旅游、婚庆产业，开辟新的经济
增长点。”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南
廷说。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发展“大旅
游”产业，也逐渐惠及周边市县，有力
助推了我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

“去年，三亚、陵水、保亭和乐东四市
县首次‘抱团’营销，共同推介琼南地
区丰富旅游资源，‘大三亚’的品牌越
来越响亮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大
三亚”旅游经济圈的“三陵乐保”四市
县还建立起了常态化合作管理制度，
重点从旅游形象打造、旅游线路和产
品开发、旅游营销推广等方面推进一
体化发展，海洋、森林、民俗等旅游资
源实现共享、互补。

此外，三亚区域融合协调发展的
思维，也体现在城乡旅游发展布局中。
据悉，三亚明确提出“十镇百村”工程，
要加快建设10个特色产业小镇及100
个美丽乡村，以点带面推动旅游产业发
展。“中廖村、青塘村、后靠村吖啦咪苗
寨等特色乡村旅游线路相继开通，无疑
为一度以海洋旅游为核心的三亚旅游
补齐短板、再添亮色。”樊木说。

“大旅游”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旅游监管为市民游客撑起“保护伞”

“‘124’体系让游客来三亚旅游
安心又放心！”日前，在省外媒体聚集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辉煌成就
的“辉煌30年 美好新海南”主题采
访活动中，来自《厦门日报》的记者席
恺在参观完三亚市民游客中心，近距
离了解三亚治理管理旅游市场运用
的新举措后点赞道。

席恺的点赞说出了不少游客的
心声。近年来，三亚积极建立并完善
市场监管体系，按照“每一天从零开
始”的要求和“严惩、重罚、及时”的六
字标准，通过一个市民游客中心，

12345与12301两条服务热线，以及
“四位一体”模式，形成“124”监管体
系，确保全方位、及时地了解和解决
游客诉求，将三亚打造成为更安全、
更放心的旅游目的地。

“三亚建立起以旅游警察、旅游
巡回法庭、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和各行政执法部门‘四位一体’的旅
游市场监管体系，形成了从受理咨询
投诉、执法监督，到案件审理调解的

‘一站式’旅游监管链式服务，成为全
国治旅典范。”樊木说。

各涉旅部门联勤联动，合力打击

涉旅违法行为，旅游监管网络不断织
密：“酒托”设骗局，三亚旅游警察根
据群众举报，成功打掉一诈骗团伙；
三亚海捞坊海鲜主题餐厅涉嫌商业
贿赂，三亚相关执法部门对该餐厅依
法作出停业整顿5个月、没收违法所
得6.63万元、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为还游客一个公道，三亚成
立专案组横跨6省调查取证，成功破
获“租车诈骗案”……

每年的旅游旺季，三亚各涉旅部
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为
市民游客撑起“保护伞”。

三亚旅游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
引得游客纷至沓来。“来三亚旅游，体
验很不错，不虚此行！”来自湖北的游
客李思说。

当前，三亚还在探索建立大诚信
体系，涵盖企业信用记录制度、旅游
市场信用体系、旅游市场联合惩戒机
制、失信行为处罚及市场限入机制
等，推动文明旅游建设。“三亚将以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工作，
提高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更满意，
助力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樊
木说。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特写

三亚旅游吸引力持续增强

“洋面孔”见证
鹿城“国际范”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克拉芙
基娅·安德列耶芙娜没有想到，
时隔7年，再回鹿城，会收到一
份意外惊喜：她于日前参加了一
场特殊的颁奖仪式，三亚市旅游
委在三亚市民游客中心授予她

“三亚旅游最美传播使者”荣誉
称号，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原 来 ，安 德 列 耶 芙 娜 于
2011年第一次来三亚旅游时，
被三亚丰富的热带滨海旅游资
源、热情淳朴的民风深深吸引。
回国后，她以“我想念海南”为主
题，创作了一本三亚旅游诗歌
集，并附图印刷成回忆录，分享
给百余位俄罗斯亲人、朋友和旅
游爱好者们，推广三亚文化。此
次，安德列耶芙娜再次来到三亚
旅游，三亚市旅游委得知这消息
后，特邀她前来参观市民游客中
心，并授予其“三亚旅游最美传
播使者”荣誉称号。

据悉，近年来，三亚不断丰
富旅游产品，着力推动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延伸推出“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旅游产品，并借助“世
界小姐”“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ISY电子音乐节”等大型国际线
下活动，提高三亚旅游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开通国际航线，同时
还建立并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全
方位从严治理旅游市场，提升游
客在三亚旅游的体验，形成良好
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来三亚旅游度假。

“热带滨海风光是三亚的特
色名片，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
非常重视滨海地带的生态保护，
多举措修复海岸带、新增绿植，
旖旎的岸带风光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国外游客前来游玩。”三亚
旅游协会外籍执行会长、金茂三
亚亚龙湾丽思卡尔顿酒店总经
理魏浩生说。

硬件设施高标准建设，软环
境逐年优化，让魅力三亚吸引力
持续增强。“三亚重视旅游、文化
等领域开发，‘鹿城品牌’也逐渐
走进国际视野。”三亚旅游业的
加快发展，让在海南从事创意商
业咨询业务的以色列青年友文
颇为惊喜。他期待着，未来能有
更多的好政策、好理念推动三亚
的国际化进程，促进一座国际友
好型的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渐
成现实。

（本报三亚4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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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亚深入推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旅游新业态，丰富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供给质量。图为三亚海棠湾免税店。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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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三亚亚龙湾体验帆船
运动魅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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