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数据有力证明了小长假的
吸引力。据三亚市旅游委统计，端午
小长假期间，三亚主要乡村旅游点日
均接待游客超过5000人次；“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辐射效应显著，陵
水、保亭、乐东等地节日期间旅游综
合收入同比增长15.94%。在假日经
济的带动下，海南消费升级明显。

不过对小长假的争议也一直存
在。厉新建认为，拥挤是黄金周最
大的问题，人们面临着“时间贫困”

及“闲暇贫困”，亟待推动交通、信
息、景区、住宿、餐饮、购物、娱乐、安
全等旅游相关服务设施升级。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于日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随着人们对旅游体验
的重视加深，常规的景点观光游已
不能完全满足游客个性化的需求，
定制游、主题游等时尚新玩法成热
门，行程规划、自驾、景点、美食、酒
店、交通、天气、行前准备、亲子游、
海岛等成为游客关注的关键词，奢

旅生活、徒步登山、深度摄影、潜水
和极地探索等成为小长假期间最受
欢迎的主题游类型。

“假日期间餐饮、住宿的价格上
涨，对旅游质量与体验提出更高要
求。”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消
费升级推动着旅游升级，今年端午
节小长假，在海南 59 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实施等多重因素影
响下，三亚国际旅游市场持续向
好，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国际航班同

比增长15%，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
长19.39%，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新加坡等国是三亚旅游主要的
国际客源国，国际市场加快发展亦
刺激着旅游产品进一步升级优化。

“今年端午节期间，我们策划了
景点猜字、搓龙盆、旱地龙舟、抖音
门等游戏，让游客深入感受传统节
庆的特殊魅力，进一步丰富旅游产
品，提升旅游品质。”三亚大小洞天
景区工作人员李虎虎说。

■■■■■ ■■■■■ ■■■■■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李丛娇 美编：许丽

B07 旅游周刊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HAI NAN RI BAO · LUYOUZHOUKAN

针对小长假期间拥挤、资源匮
乏等问题，海南已做出有益探索尝
试。一方面，除了热门景点外，在美
丽乡村、特色小镇的建设下，乡村
游、周边游渐成趋势，有力分散游
客，带动全域旅游。

“促进供需均衡发展，从根本上就
是要提升旅游区域与景区的服务水
平，改变人们假日出游观念，在更大范
围内实施‘旅游+’的发展路径，提倡融
合交通、文化、康养、农业、生态等诸多
元素的全域旅游，提高游客的满意

度。”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优化产品的同时，效率提升也

是关键。借助“互联网+”手段，智慧
旅游模式渐成热门，移动互联网等
信息化技术在提升旅游服务用户体
验方面的潜力初显，有力缓解了小
长假期间排队、拥挤等旅游消费痛
点。比如，海南景区通过与国内知
名旅游票务网站合作，推出“智慧票
房”服务，引导游客线上购票提升效
率；通过打造二维码快速入园通道，
实现随时入园，缓解长时间排队困

扰；创新推出电子导游系统、VR游
览系统等，进一步减轻小长假期间
旅游工作人员相对缺乏等压力。

日前，在三亚、陵水等市县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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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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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提升了游客出行便利性，缓解

旅游出行交通压力。
“近年来三亚陆续推出了

海上巴士、旅游铁路、内河游
船等一系列特色产品，串联起
西岛、南山、天涯海角等多个
景点，助推旅游出行品质不断
提升。”樊木说，面对旅游旺季
期间游人数量激增、城市骨架
小、交通出行难等难题，该市
将加快城市骨架交通网络构
建，打通景区景点、精品酒店
等涉旅企业的沟通路径。

提升品质：
创新开发优质中医产品

脉诊、艾灸、推拿、针灸……日
前，俄罗斯游客安德烈在海口市中医
院进行中医理疗后，肩颈疲劳得到
了明显改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
医疗法，来海南既能观赏美景，还可
以体验特色中医服务，不虚此行。”

据悉，自海口市中医院于去年
成立中医国际诊疗中心以来，已先
后接待了约百名俄罗斯游客，针刺
疗法、艾灸疗法、推拿疗法备受国际
游客青睐。

“2017年，三亚市中医院中医药
健康旅游项目接待外宾近万人次，实
现收入逾500万元。”俄罗斯等国际
康养客人越来越多，三亚市中医院针
灸科主任萨仁经常受邀前往俄罗斯
等国进行中医文化传播与推广。

中医产品如何更好地吸引国际客
人？借力文化内涵，提升服务品质，不
少中医旅游工作者把这两条当成突破

口。“我们开发了五行养生音乐、太极、
书法等中医疗养服务，让中医治疗变
得更加丰富。”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
院副院长袁爱林说。

“为更好地服务国际游客，我们
还收集病历、研究课题，根据不同国
家气候特点、饮食习惯，研发适合不
同类型国际游客的中医康养产品。”
萨仁说，该院创新开发优质中医产

品，研发的中药膏方、中药精油、袋泡
茶等养生产品，以及温泉医疗、雷火
灸等康养项目和特色中医药膳颇受
外国游客青睐。

对标国际：
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琼岛中医旅游发展迅速，

逐步构建起健康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其中，海口市中医院成立了中医国际
诊疗中心，定期为俄罗斯包机乘客提
供中医服务；琼海市中医院设计开发
中医药服务贸易特色诊疗项目和产
品；三亚市中医院积极建设中俄脑瘫
儿童医疗项目，并在阿拉木图设置了
一家中医医疗机构，推动中医文化走
出国门。

“我们积极在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等国家开展中医健康旅游产品展
示活动，举办中医药健康讲座、学
术交流等，全方位推介我省中医药
工作，推进我省中医药工作国际交
流，健康旅游和服务贸易能力提升
明显。”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
说。

“三亚市中医院将以中医文化为
纽带，加强与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合建中医医疗点项目，进一步加
强医院的国际交流。”三亚市中医院
院长王天松说。

研发适合不同类型国际游客的中医康养产品

让更多老外爱上海南中医游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沙滩上，俄罗斯游客
尽情晒日光、逐浪戏水；
景区里，国际语言服务标
识系统日渐完善健全
……这是海南旅游市场
中常见的生动剪影。

“旅游产品不断深拓
内涵，体验式、疗养式、度
假式的中医旅游产品备
受国际游客青睐。”令三
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感
到惊喜的是，随着中医理
疗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
多的“洋游客”在度假之
余，开始走进中医诊疗
室，体验中医诊疗服务，
感受东方传统中医魅力。

随着海南国际化水平
不断提升，在59国人员入
境旅游免签新政等一系列
政策推进下，海南旅游产
品如何做出差异化，兼具
国际化与本土化？

热点
旅讯

据东广新闻台报道，外滩沿线的万国建
筑博览群一直是上海的一道靓丽风景，由于
不少建筑是办公场所，或是高档商业旅游场
所，多年来市民游客只能从外边观赏，无缘走
进内部。不过这种状况即将成为过去式，从
即日起，包括外滩源 1号、和平饭店、中国银
行大楼等在内的7座外滩经典历史建筑将对
公众开放，市民可通过网上预约免费参观、获
得导览服务。

据了解，市民可以登录去游网，或者通过
“上海发布”，在“走进外滩建筑”旅游预约系
统内进行登记、免费参观。目前，和平饭店预
约情况最为火爆。始建于1929年的和平饭店
是上海的地标性建筑，曾有远东第一楼的美
誉。按计划，和平饭店会在周一到周五，每天
中午12点安排一场20分钟的导览讲解。

据了解，这次推出的7家历史建筑是第一
批可走进参观的外滩建筑，这7栋建筑可预约
参观的时间不同，一天开放一场，上海黄浦区
旅游局副局长王莉表示，之所以开放场次和时
间都较少，一方面是考虑到经营场所的秩序，
另一方面是希望让参观者能有宽松的氛围和
充分的时间，从而真正读懂这些上海优秀历史
建筑的故事。

上海外滩
7座经典历史建筑开放
可通过网上预约免费参观

据中新网消息，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将
于7月1日在全国全面启用。其中，电子导游
证和导游APP便于游客了解和评价导游执业，
使执法部门实时掌握旅游团活动轨迹，预警导
游擅自变更行程；电子合同提供CA认证及验
真功能，相比纸质合同其签订、保管、查询和价
格比对更加便捷智能，通过合同价格监测预防

“不合理低价游”。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是一个集大数据监

管与开放式服务为一体，投诉审批顺畅高效、事
中事后监管智能化、信息互联互通的政务平
台。自2016年6月启动建设以来，已建成旅行
社资质、导游管理、团队管理、电子合同、投诉举
报、案件管理、权限管理等七大功能模块，并将
陆续建成统计模块、信用管理模块。 （李辑）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7月启用
预防不合理低价游

“龙舟赛太好看了！没想到能近
距离感受到这么浓烈的传统文化，海
南之旅不虚此行！”6月18日，俄罗斯
游客嘉丽克与家人在三亚河畔观看
了精彩的龙舟赛后激动不已。

端午节小长假，“假日+民俗节
庆”的叠加效应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来海南度假休闲。海南各地推出系

列具有“端午味道”的特色主题活动，
包括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万宁日月
湾沙滩竞技活动、白沙包粽子大赛
等，各景区、酒店亦纷纷推出端午节
特色套餐，多举措刺激旅游消费。

“假日的重要贡献在于对人们
消费选择的社会性教育，引导人
们发现旅游的美好，通过旅游丰

富自身的消费篮子。”旅游专家厉
新建认为，通过闲暇制度的安排，
放松时间约束，释放社会消费能
力，发挥了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
用，带动社会经济强劲增长。

受假期时间限制，短途游、周边
游受热捧，有力带动岛内游发展。

“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亲子游、乡

村游等短途旅游受游客青睐，度假
休闲、观光游览和探险是居民旅游
的主要方式，各市县热门公园和郊
区景点成为居民出游的首选。各市
县推出了赛龙舟、祈福游、特色粽子
美食等主题民俗游形式多样，乡村
旅游热度不断攀升。”省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说。

优品质提效率多措并举

假日经济推动海南旅游消费升级

小长假如何搅热大市场
假日经济成“黄金增长点”

消费升级推动旅游升级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实习生 王娇

端午节当天，赴海口
西海岸、假日海滩“洗龙
水”的市民、游客人数约
18万人次；三亚3天假期
揽客13.26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同比增长3.8%；
小长假期间，陵水过夜游
客同比增长25%……端
午小长假刚落下帷幕，各
市县交出亮眼成绩单，假
日经济促进旅游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成效尽显。

得益于国民旅游需
要的日益增长、生活品质
不断提升，小长假拉动旅
游消费增长明显，度假
型、体验型旅游方式渐成
趋势。对于度假胜地海
南来说，如何在假日经济
的推动下，进一步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促进交通、
信息、景区、住宿、餐饮、
购物、娱乐、安全等服务
设施发展，从而满足激增
的旅游消费需求，成为一
项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布达拉宫管理处了
解到，随着进藏游客增多，布达拉宫游客接待量
也出现快速增长。为加强对布达拉宫的保护，
旅游旺季布达拉宫采取门票预约、分流的制度，
每天限制游客数量在5000人次左右。散客需
提前到布达拉宫门票预约处，现场凭身份证领
取预约券。

布达拉宫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布达拉宫
2017年接待游客145.6万人次，游客接待量创历
史新高。记者从拉萨市公安局获悉，为净化布
达拉宫周边旅游市场秩序，警方近期对布达拉
宫售票处代人排队占位牟取利益等违法行为进
行了打击和整治，严惩倒卖布达拉宫参观预约
券等违法行为。数十名违法人员因涉嫌扰乱旅
游市场秩序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初建于公元7世纪的布达拉宫，是西藏保存
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收藏和保留着极为
丰富的历史文物，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好莱坞环球影城
“功夫熊猫”剧院开放

据新华社消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好莱坞
环球影城15日正式对游客开放以“功夫熊猫”
为主题的梦工厂剧院，这是环球影业收购梦工
厂动画后在环球影城开设的第一个新景点。

新景点取材于风靡世界的系列动画影片
《功夫熊猫》。置身剧院内，观众可以沉浸式体
验由梦工厂动画和环球创意共同创作的全新影
片——《功夫熊猫：帝王任务》。

新景点使用了由环球创意研发的全新室内
投影映射集成方法，由7部4K电影放映机和
360度环绕立体声系统共同展示，再配合可前后
左右摇晃、体验180度真实动感的座椅，为游客
带去独特体验。

配合这处新景点，好莱坞环球影城今夏还
将安排特别见面会，让游客与《功夫熊猫》中的
各种角色互动；《功夫熊猫》中的平先生面馆也
将在园内开业，专供亚洲美食。

布达拉宫：
旺季散客需提前预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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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游客在保亭槟
榔谷景区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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