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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丝路”不断加密

“2017年，老挝旅游客流量400
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 60 万人
次。”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旅游
推广司副司长森索达表示，旅游业
是老挝第二大产业，为大力发展旅
游业，老挝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特别是便捷的签证政策，中国
是享受老挝落地签政策的国家之
一。老挝万象和琅勃拉邦至海口的
直飞航线，是加强两地旅游业合作
的重要渠道。

为实现建设国际旅游岛以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目标，
海南进一步拓宽空中航线“丝路”，畅
通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近年来，我
省不断开通和恢复境外航线。截至
目前，我省至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
亚、泰国、缅甸等国家的航线共计有
20条，基本覆盖东南亚地区主要旅
琼客源国。

境外直航航线的开通大大便捷
了出入境游客的行程。以海口-金
边为例，直航航线开通之前，游客必

须从香港或广州转机，整个行程至少
耗费大半天的时间，而现在，时间则
缩短为1小时50分钟，一个往返就
为游客节省了1000多元的花销。

东南亚旅琼游客量稳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尼
西亚和马来西亚两国成为东南亚客
源中的“黑马”，印度尼西亚创下我省
客源 地区中的最 高增长率 ，达
746.8%；马来西亚全年入境游客累

计67490人次，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旅
琼客源国。“2018年1月-3月，我省
共接待东南亚游客3.72万人次，同
比上升34.4%，增长明显。”省旅游
委国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海南和印尼两地航线
加密及市场宣传力度加大等多重因
素的刺激下，印尼累计入境量已经
赶超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第一大
旅琼客源输出国。

一季度东南亚旅琼客源能保持
稳步增长，与省旅游委积极组织企业

走出去推广促销，把对方旅行商请进
来考察交流，以及实时把握市场走势
等系列举措分不开。在省旅游委等
部门的搭台下，航空公司、旅行社、景
区、酒店等纷纷投入到境外营销及广
告投放活动中。

据了解，东南亚地区常年举办多
个国际知名旅展，省旅游委通过积极
捕捉展会利好信息，组织大规模促销
团赴东南亚参展，同时邀请当地旅游
职能部门和旅游企业来琼考察座谈，
在推介海南旅游产品的同时与当地
旅游机构、企业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
系，推动航线开通、航班加密，实现入
境游客量的持续提升。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推出以后，对我们旅游企业来说，提
供了更为宽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
会。”海南联合航旅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联合航旅）企划总监胡璐说。目
前，联合航旅经营着10余条海南与
东南亚国家间的国际包机航线，针对
新增的入境免签国家，联合航旅正在
积极推进海口、三亚至菲律宾马尼
拉，海口、三亚至马来西亚新山—吉
隆坡等航线的开通、加密。

航线加密合作加深，带活“一带一路”旅游

东南亚旅琼游客增长明显

热点

酒店民宿迎来百花齐放

对于许多旅游达人来说，“推进
经济型酒店连锁经营、发展各类生
态主题、文化主题酒店和特色化、中
小型家庭旅馆，积极引进国内外高
端酒店集团和著名酒店管理品牌”

“发展度假民宿等新型租赁业态”等
招商任务的推进将让他们享受到更
加优质而多元化的旅游住宿体验。

4月底，由复星集团投资110亿元

建造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开
业，受到多方关注。三亚作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主要的度假城市之一，近年
来不论是国内高端酒店还是国外高
端酒店接连落户，在海棠湾开建的三
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也将于年底
开业。不难看出，越来越多国际品牌
的涌入，将进一步丰富海南高端度假
产品。

民宿也愈发受到旅游达人青
睐。如今，我省各类民宿、客栈、精品
酒店也如雨后春笋，丰富了游客的选
择。此前我省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将积极探索回购、租赁、置
换、退出等模式，围绕民宿开发，有序
盘活旧村委用房、旧厂房、旧校舍、农
户闲置房等闲置合法资产，从而保障

乡村民宿用房。“让农民更多参与到
乡村旅游服务中，是助力全域旅游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我们期待更多
姓‘民’的民宿。”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学院院长、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
栈与精品酒店分会常务理事吴肖淮
表示，期待政府对民宿产业加以规范
和引领，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民宿发
展模式树立海南民宿品牌。

据中新网报道，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国
际合作处）获悉，5月28日至6月17日，10名中国警
察将与意大利同行开展联合警务巡逻，为旅意中国
游客和侨民提供服务。

2014年6月，中方与意方共同商定两国警方在
旅游旺季开展联合警务巡逻。根据双方协议，中国
警察分别于2016年5月、2017年6月赴意，并和当
地警方一同开展联合巡逻。此次是中国警察第三次
赴意大利执勤，由中国公安部委托浙江省公安厅组
队派遣10名警员赴意大利罗马、米兰、威尼斯、普拉
托4个城市与意大利警察开展联合巡逻执勤。

中方警员将着中方警用服装及装备，与意大利
警员混合编组，徒步或乘车巡逻。中方警员不具备
执法权限，主要通过提供警务建议的方式协助配合
意方工作。联巡期间意方将在罗马设立报警热线，
接受中国公民和侨民电话报警。

2017年4月24日至5月7日，来自意大利的4
名警员就与中国公安民警在北京和上海有关旅游景
区开展了为期两周的联合巡逻。

中国警察三赴意联巡
为旅意中国游客和侨民服务

据《人民日报》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5月
28日举行动土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致辞中表示，香港能在西九文化区建立一所故宫文
化博物馆，得益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关怀，跟中
央在“一国两制”下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香港的独特
优势是分不开的。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中华文化的
菁华、人类文明的瑰宝，将助力西九文化区以至香港
发展为一个糅合地方与传统特色，并加入国际元素
的世界级文化枢纽。

据了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占地约1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逾3万平方米，建成后将由香港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管理和营运。根据《兴建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议定，故宫博物院在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展览的文物，将分为长期展出的常设展
览和临时展出的特别展览，常设展览的展期一般为
一年。常设展览展出的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将不少
于600件（套）。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建成后的香港故
宫文化博物馆将充分利用高科技方式，向社会公
众呈现一个立体的博物馆，通过开展故宫知识讲
堂、故宫文化讲坛，提供故宫文化图书和故宫文化
创意产品等，使博物馆成为一个综合性、多样性的
文化场所。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建
建成后每年展出故宫藏品不少
于600件

据央视报道，5月29日，中国与波黑互免持普通
护照人员签证协议正式生效。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
因旅游、商务、探亲、过境等短期事由前往对方国家，
每180天可免签停留不超过90天。

波黑是继塞尔维亚、阿联酋之后，第12个与中
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国家，也是第二个与
中国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欧洲国家。（李辑）

中国与波黑互免持普通
护照人员签证协议生效

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消费升级

百日大招商（项目）点燃旅游新热点

境外直航航线的开通大大便捷了出入境游客的行程。图为美兰机场一
架正在起飞的飞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三亚海棠湾国际免税城内，游客在
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邮轮游艇将成为海南旅游发展新热点。图为“欧罗巴2号”邮轮停靠在三亚国际邮轮港。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旅讯

■ 本报记者 赵优

5 月 20 日，海
南百日大招商（项
目）活动正式启动，
向全球投资者发出
共建自贸区（港）的
邀请。据了解，百
日大招商（项目）将
持续至8月底，共有
包括旅游业、医疗
健康、金融、高新技
术、海洋经济、基础
设施、生态环保等
14个领域的124项
招商任务。

记者注意到，
在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港）重点
招商任务表中，旅
游业最多，共有21
项 招 商 任 务 ，游
艇、邮轮、度假民
宿、热带风情精品
小镇等或将成为
我省旅游业扩大
对外开放、促进消
费升级进程中的
新趋势新热点。

大型旅游集团赴琼寻商机

5月10日下午，海南省政府与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旅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
成立区域总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旅游产业项目、旅游金融
业务等方面合作展开了务实交流。
这是中央12号文件出台后第一批

来琼调研合作项目的央企之一。
据了解，中旅集团是旅游领域

的领军企业。三亚海棠湾免税城正
是中旅集团子公司中国免税品（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海南的项目。
此次赴琼调研，中旅集团初步形成
了10个方面的合作建议，包括在海

南成立集团（区域）总部和免税品业
务国际总部、以免税业务为核心促
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建
设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示范点、开
发公海旅游和海岛旅游等海洋旅游
业务、完善酒店业务、参与旅游与文
体融合产品开发、开展旅游金融业

务、共同打造旅游投资平台等，其
中，中旅集团将在海南设立区域总
部和免税品业务国际总部十分令人
振奋。“中国旅游集团将以项目为切
入点，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充分
发挥旅游央企优势，实现合作共
赢。”中旅集团董事长万敏表示。

邮轮游艇将成为发展热点

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港）重
点招商任务表中，“促进游艇旅游产
业发展”“开通跨国邮轮旅游航线，
支持邮轮产业发展”两项招商任务
令业界十分看好海南海洋旅游发
展。

2017年，我省发布《海南省鼓
励邮轮旅游产业发展财政奖励实施
办法（试行）》，为邮轮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持。为积极促进与周边国
家（地区）旅游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海口发挥优势乘势而上，大力开发
沿海南周边国家（地区）邮轮旅游航
线，三亚立足独特的资源和区位优
势，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两地于
2017年12月先后开通至越南、菲律
宾邮轮旅游航线，力争把邮轮旅游
打造成展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

窗口。今年春节，丽星邮轮宣布旗
下“双子星号”开启全新南中国海瑰
宝之旅系列航线，钻石邮轮“辉煌
号”、渤海邮轮“中华泰山号”也推出
各项活动丰富游客旅程，邮轮游已
然成为海南旅游旺季特别是春节假
日的一大热点。

“2018年我们将继续优化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旅游+’

这篇文章，优化提升滨海旅游这块
金字招牌。”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做强邮轮旅游，加强与周
边国家的合作，同时做大游艇旅
游，让游艇进得来、游得动、出得
去，同时积极开发帆船、帆板、潜
水、海钓等近海旅游项目，推动我
省的海洋旅游由“海岸”真正走向

“海洋”。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日，来自老挝民航局、
新闻文化与旅游部的官员以
及旅行商赴海口、陵水、三亚
等市县考察旅游资源，感受
海南的独特魅力，而5月21
日举行的老挝—海南旅游推
介交流会上，海南、老挝两地
的旅行商也达成合作协议，
将共同促进两地间经贸及旅
游业的交流合作。

海南与老挝的旅游交流
合作，只是我省打通东南亚
市场的一个缩影。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东
南亚地区是继俄罗斯、韩国
后，我省最为重要也是最具
潜力的客源市场。近年来，
航线的不断加密、旅游合作
的不断加深，使得东南亚地
区旅琼游客量的增长率稳步
上升，为我省带活“一带一
路”旅游增添动力。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孩子个高家长自
然欢喜，但随之而来也有一些困扰，比如因为身高享
受不了免票以及“儿童票”也让许多家长心塞。最
近，河南省16家景区宣布实行新的儿童免票政策，
身高不再是唯一标准。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焦作云台山、郑州动物园、
中原影视城等河南16家景区联合宣布实行新的儿童
免票政策。除了身高1.4米以下外，各景区对一定年
龄的儿童做出免票承诺。其中，云台山景区从6月1
日至8月31日试行18岁以下的游客持证件免票、鹤
壁扈家大院从6月1日起试行1.4米以下或8岁以下
免票。中原影视城营销策划部经理边竞介绍：“中原
影视城之前儿童票政策是1.2米以下儿童可免费入
园，1.2米以上包括有学生证的学生都是执行半价政
策，这次推出的试行新政策从6月1日到9月30日，
凡是12岁以下儿童都能享受免票政策。”

其实除了河南16家景区外，近些年来全国很多
景区、公共交通系统等也都对儿童票标准做了相应
调整。今年4月，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访
家长认为以身高作为儿童票收取标准不合理，六成
多受访家长赞同以年龄为准。

在我国，公共交通、景区、休闲娱乐场所等通常
都设有儿童票，其免票大多是以身高为标准，通常
1.2米以下才能享受免票。因儿童身高测量不准或
身高高于平均值，近年来在收费上引发争执的现象
时有发生。

河南16家景区试行
儿童免票新规
身高不再是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