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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旅讯

编制免签政策指南
贴心服务入境游客
6月的海南，天气已经渐渐炎

热。但从亚龙湾到大东海再到三
亚湾，依然随处可见悠闲度假的
俄罗斯游客。对俄罗斯游客来
说，新实施的入境免签证政策不
仅延长了逗留期限，还放宽了人
数限制，让他们可以随时到海南
岛享受阳光假期。

“虽然新的免签政策已经开始
实施，但很多境外游客并不了解，

也不清楚具体细则。”省旅游委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向更多境外
游客解读新政，海南省旅游委专门
编制了多语言版本的免签政策指
南，以简明易懂的问答形式，向海
外游客生动诠释了免签政策的具
体细则。

省旅游委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今年我省已经面向港澳地区、韩国、
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
国家做了详细的免签政策宣传计
划，此外，省旅游委还通过携程网、
南华早报、香港航空等境外的宣传

平台和媒体资源对59国免签政策
进行宣传推广。

增开更多直航航班
助推免签政策

为助推新的免签政策有效落
地实施，境外直飞航班也在陆续增
多。记者从省旅游委了解到，今年
7月将开通三亚⇌伦敦直航航班，
这是新政实施后开通的首条洲际
航线。

新的免签政策落地后，前来海
南考察踩线的英国旅行商Trail-
finders销售经理约翰·米伦（John
Millen）表示，通过考察发现，海南
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成熟的旅游
配套设施及国际化服务水平，对于
习惯去泰国、巴厘岛度假的英国人
来说，海南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度假
目的地。新政将让英国人到海南旅
游减少签证费用及时间、程序上的
麻烦，直航航线的开通会为英国游
客打开一个全新的旅游通道。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总裁薛晓
岗透露，今年10月，哈萨克斯坦也
将开通直飞海南的包机，每年将为
海南带来2.2万人次的入境游客。

“免签新政的实施将吸引更多
哈萨克斯坦游客到海南旅游，停留
时间的延长也将有利于游客深度体

验海南的民族文化风情。”近日，前
来海南考察旅游产品的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三大旅行商之一的哈萨克
斯坦联合旅行社业务总监巴杨让·
艾格瑞姆告诉记者，在得知海南实
施59国免签政策后，他们就积极筹
划打造符合新免签政策的升级度假
产品。

加强入境通关服务
游客30秒快速入境

新的免签政策下，59个免签国
家人员入境时只需要带上证件和
填写入境卡便可通关。“入境卡代
替了以往的团队名单表，以后会与
航空公司沟通后在飞机上发放填
写，加快通关的速度。”三亚凤凰边
检站政治处主任骆阳城介绍说，目
前一名游客的通关速度大概在30
秒以内。

此外，三亚海关、边检部门还设
立了“59国人员入境海南旅游免
签”边检专用通道，通过加强前台引
导等减少现场通关等待时间。

“真是太高效了，很方便！不用
花很长时间办理签证，不仅节省签
证费用，过关速度也很快。”6月11
日，一位来自巴西的免签游客凯文
告诉记者，他将会介绍更多的朋友
到海南休闲度假。

59国免签政策实施一个多月，我省加速推进系列配套措施落地

免签游客赞来琼“很方便”

智慧旅游发展也逐渐得到多方
支持。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要
求加大旅游产业融合开放力度，提升
科技水平、文化内涵、绿色含量，增加
创意产品、体验产品、定制产品。

此外，《“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
化规划》中针对智慧旅游发展亦提
出明确举措，提出到2020年，我国

将努力实现4A级以上旅游景区免
费WiFi、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
预订、信息推送等全覆盖。

如何促进智慧化探索与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以科技手段提升旅游
国际化水平，成为我省旅游主管部
门的重要课题。

“海南在积极丰富国际航线网
络、加强对外营销的同时，还需重视

国际语言环境营造、国际服务水平提
升等问题，同时涉旅从业者对外沟通
能力等还将营销旅游品质提升。”从
事旅游文化工作的英国人伊恩说。

借助科技手段，海南陆续开启有
益尝试。日前，海口、三亚等公安、海
防与口岸、海关、边检等相关部门，积
极推进外国人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建
设、增加口岸通关前置查验设备等，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我们面向景区、酒店、商场等重

点涉旅场，逐步推广使用人工智能翻
译机，通过借助科技手段，全方位优
化国际化语言环境。”三亚市旅游委
副主任叶凯中说，今年，三亚还将进
一步加强旅游外语培训、完善国际
语言标识系统等，多措并举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打造三亚国际化名片。

时尚、便捷的旅游科技产品悄然兴起，不断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智慧海南游 科技范十足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据金羊网报道，2018年世界杯开赛在即，赴
俄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注意了！根据中国驻
俄罗斯大使馆网站消息，5月25日至7月25日期
间，到访世界杯球赛举办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
索契、喀山、叶卡捷琳堡、伏尔加格勒、下诺夫哥罗
德、加里宁格勒、萨马拉、顿河罗斯托夫、萨兰斯克
的所有中国游客（包括持球迷证者）应在抵达之日
起1天内办理居留登记。

据了解，居留登记不是签证，无法在俄境外或
机场办理，不能作为出入俄境许可。7月25日前
赴俄的中国游客，不论持何种签证、因何种目的赴
俄，到访上述11市后须在1天内办理居留登记。
上述期间内赴俄其他城市的中国游客应在抵达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居留登记。

据介绍，一般游客如果入住当地酒店，酒店将
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协助办理居留登记。如酒店未
主动提供办理居留登记，请记得索要，以免后续遇
到不便。另外，如果旅行地发生变化，如在莫斯科
旅行后又转至圣彼得堡，应在抵达圣彼得堡后重
新办理居留登记。

办理居留登记需提供护照、移民卡（入境时由
俄边防发放）原件和复印件，持球迷身份证免签入
境人员需提供球迷身份证，其中护照需复印全部
页（包括空白页）。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一男子在苏州上方
山动物园游玩时顺手掏走了8颗国家“三有”保
护动物黑水鸡的鸟蛋。因涉嫌盗猎，男子被警方
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据介绍，苏州男子李某于6月5日与家人一
同到苏州上方山动物园游玩。游玩过程中，李某
在丹顶鹤养殖区发现了8枚鸟蛋，于是翻越护栏
将鸟蛋全部偷走。

附近的游客立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动物
园保安，并随后报警。经过警方侦查，5日晚10
点，李某被抓获，8枚鸟蛋也全部追回。经鉴定，
被偷走的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黑水鸡的鸟蛋，
总价值在一千元左右。李某表示是因为自己从
小就喜欢掏鸟蛋，看到养殖区内的蛋，以为是普
通鸟蛋，一时手痒就顺走了。

据介绍，因涉嫌盗猎，李某已被处以行政拘留
7日的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李辑）

赴俄看球赛须在抵达后
1天内办居留登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机票退改签费用高一
直受到消费者的诟病，退票费高于机票票价的现
象也屡见不鲜。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
心联合问卷网，对1975名办理过机票退改签业务
的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
称办理机票退改签时遇到过麻烦，50.3%的受访
者遇到过代理商退改签费用超过航空公司官网显
示票价的情况，63.7%的受访者希望加强对航空
公司和代理机构的管理，56.3%的受访者呼吁打
击收取高额退改签费的行为。

邱宇（化名）在广州工作，他曾买了一张机票
准备去缅甸，由于个人安排发生变化，想办理改
签，却遭到航空公司拒绝。“我刚开始联系在线客
服时，他们说订机票的网页有不能退改签的提示，
但我可以向航空公司提出改签申请。后来我联系
航空公司，等了很久后，得到回复说不能退，也不
能改签。我只好重新买了一张票，很浪费钱。”邱
宇说，他再次订票时发现网页确实有不能退改签
的提示，但第一次买票时没发现，感觉这样的规定
很不合理。

调查显示，47.7%的受访者发现不同航空公
司、不同代理机构的退改签费用标准不一，受访者
办理机票退改签遇到的其他问题还有：退改签过
程繁琐（41.4%）、退改签费用超过机票票价
（37.7%）、提前很早退改签依然被收取高额费用
（26.1%）和特价机票不退不改（25.1%）等。

超七成受访者称：

办理机票退改签挺闹心

据《云南日报》报道，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景洪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云强迫交易案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李云以强迫交易罪判
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宣
判后李云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13日至15日，被
告人李云受昆明云迪国际旅行社聘用，在云南省
景洪市为所带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并带游客到定点
商家消费过程中，为达到迫使游客消费的目的，采
取辱骂、威胁、对不参加消费的游客不发放房卡、
对与其发生争执的游客驱赶换乘车辆等手段，强
迫8名游客购买商品、消费“傣秀”自费项目，强迫
交易金额达15156元，情节严重。

强迫游客消费万余元
云南一导游获刑半年

动物园里掏鸟蛋
苏州男子被行拘

“这个翻译机很实
用，外语翻译准确率很
高，还能提供景点讲解、
旅行百科等服务，轻松
解决了出游麻烦。”6月
12日，在三亚市大东海，
加拿大游客布莱恩通过
智能化语言翻译机，与
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对
话，体验了一把无障碍
跨国沟通。

带着语言翻译机去
旅行，34国语言实时互
译，国际游客沟通交流
更畅快；入住酒店，通过
“人证设备一体机”实现
“刷脸”登记；手机智能
下单，“店小二”机器人
及时送货上门；停车交
费无需等待，手机“扫
码”智能计时、付款……
随着互联网技术加速发
展，在海南旅游，越来越
多时尚、便捷、前沿的科
技产品悄然兴起，改变
着国内外游客的出行模
式。

中央 12 号文件提
出，要“提升旅游消费服
务质量”，其中包括高标
准布局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大型消费商圈，
完善“互联网+”消费生
态体系，鼓励建设“智能
店铺”“智慧商圈”。如
今，随着海南旅游国际
知名度与影响力日益增
长，越来越多的涉旅企
业开始探索借助科技手
段，打造智能化旅游产
品，创新智能化场景，推
出国际前沿服务，进一
步提升旅游品质，不断
满足国内外游客的个性
化需求，让出游模式更
具科技感与“国际范”。

■ 本报记者 侯赛

59 国人员入境免
签政策的落地，极大地
方便了境外游客来琼旅
游度假。一个多月来，
在海口美兰机场、三亚
凤凰机场，背着高球包
的外国游客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在境外直飞
海南的航班上，身着情
侣服到海南享受阳光假
日的情侣也成了最甜蜜
温馨的画面……

记者日前从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了解到，自
2018年5月1日海南正
式实施59国人员入境
免签政策开始，截至6
月6日，59国人员来琼
旅游 2.85 万人次。而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在境
外的不断推广宣传，以
及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落
地，如境外直飞海南航
班的不断增加等，将助
推海南国际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

“机器人既是向导，还是‘外卖
小哥’，智慧旅游体验太神奇了！”
来自上海的游客陈旭在三亚天域
度假酒店内，在智能机器人的带领
下，穿过大堂、进入电梯，成功找到
入住房间。

“今年初，我们与阿里巴巴合
作，游客通过‘天猫精灵’或手机下
单，智能机器人接单后，会自行规划

路线，搭乘电梯将货品实时送到房
间，既能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还减
少人力成本。”三亚天域度假酒店亲
子中心总监高晔说，该酒店对标国
际水准，探索科技化手段，还将推出
线上VR选房服务、还将探索“刷
脸”自助入住等服务，发展浸入式消
费新模式，升级酒店产品体验。

近年来，在智慧化探索的推动

下，传统旅游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升级，借助VR、互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无现金支付、智能导游、电子
讲解、智慧游览等创新旅游产品轮
番登台，开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

日前，万宁市184家酒店全面
上线“人证设备一体机”，将人脸识
别技术运用到旅馆行业实名制登记
制度中，进一步促进涉旅行业规范

化、专业化。
三亚市民游客中心内，12301旅

游调度指挥中心和智慧旅游数字沙
盘初见成效。“我们推出了‘三亚放心
游APP’，游客通过手机即可了解最
新旅游资讯、规划出行线路，入驻商
家需经诚信认证，通过‘飘红数据工
单管理’、一键式投诉等方式强化旅
游监管。”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

根据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中国旅游用户希望景区未
来提供的服务中，近七成用户希望实
现景区快速入园，同时绝大多数用户
还选择了无线网络、快速支付、导览
软件等，智慧服务渐成亮点。

眼下，海南诸多景区开始重视
对线上市场的投入和优化，加大对

景区的线上宣传力度，加快景区硬
件、软件配套设施的技术升级，完成
智慧景区的升级，为游客提供更具
国际水准的服务。

“我们推出‘扫码’入园、‘扫码’
停车等服务，促进旅游品质升级，也
有助于景区对资金、客流量等方面
把控，通过大数据建立旅游市场舆

情监测和预警、辅助决策系统。”天
涯海角游览区相关负责人说。

可以看到，旅游和互联网的融
合正不断加速。不过，很多涉旅从
业者也在思考，如何科学地将大数
据运用到分析决策中。“目前，三亚
旅游数据采集渠道、目的地信息服
务尚进一步完善，还存在‘互联网+

旅游’在线服务开发不够，本地旅游
电商推广不足，游客、企业不能获取
相关的旅游数据等问题，将影响旅
游管理部门掌握城市旅游数据、搭
建旅游数据监管和服务平台。”三亚
市旅游相关负责人认为，智慧旅游
探索中，亟待通过科技手段整合资
源，以智慧促进管理模式创新。

前景迷人：智慧旅游渐成趋势

他山之石：服务对标国际化

发展困惑：亟待延伸智慧“内涵”

外国游客在三亚市一家商店内选购旅游产品。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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