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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旅讯

黄山下月起实施
有偿救援

据《昆明日报》消息，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日前发
布《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宣布从7
月1日起实施有偿救援，即旅游者不遵守黄山风景
区游览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陷入困顿
或危险状态的，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完成救援后，由旅
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

根据办法，有偿救援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理念，先救援后追偿，具体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
劳务、院前救治、交通、意外保险、后勤保障、引入第
三方救援力量等费用。

办法明确表示，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在
收到《支付有偿救援费用通知书》3个月内，既不提
出异议，又不支付有偿救援费用的，黄山风景区管
委会将其纳入不文明行为记录，依法追偿。同时，
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支付有偿救援费用，
并不免除其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

劲凉享受：
水上项目清凉一夏

7月临近，夏日正盛，随着高考
游、毕业游兴起，暑期游一触即发，旅
游市场全面升温，琼岛旅游市场开始
走俏。海南海天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经理黄会慧表示，今年暑期出游
热潮明显，随着海南新业态旅游供给

不断丰富，服务水平提升，为国内外游
客畅游琼岛带来更多选择。

记者走访了解到，为迎接暑期游
市场，我省各大旅行社精准营销，面向
家庭游、学生游市场推出精品线路，打
造串联起海天一色、热带雨林、黎苗文
化等元素的创新产品，尽显海南魅力
与文化内涵。

“感受深厚文化、休闲放松成为今
年出游主要目的。”黄会慧透露，一方

面，“游+学”兼备的研学旅游市场受
热捧，另一方面，适合暑期休闲放松的
度假目的地也成为热门。

日前，三亚梦幻水上乐园正式开
园，一系列冲浪玩水的娱乐活动丰富
多彩。“这里除了运动休闲的水上项
目，还设置了漂流区、造浪池、喷泉秀、
小丑互动、海草舞等新颖产品，一整天
都玩不够！”来自广西的高考生游客文
逸君说。

暑期前海南不少涉旅企业纷纷推
出了新业态产品，包括天涯海角景区
海上运动中心、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避暑纳凉项目等。“我们推出了位居
8层楼高海神塔巅的‘海神之跃’项
目，挑战者将从25.1米高、近乎于垂
直的开放式滑道起点直线坠落并穿越
鲨鱼池隧道，这也成为‘抖音’等平台
的网红项目。”三亚亚特兰蒂斯旅游综
合体相关工作人员说。

田园野趣：
采摘逛村落享风光

感受水上运动的刺激，体验渔家
文化的魅力，三亚西岛渔村串联起西
岛景区，推出的“乡村旅游+海上项
目”受热捧。“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
下，渔村旅游资源与特色文化得到挖

掘，淳朴的渔家风情、别致的渔家小
院、丰富的渔家文化成为渔村的揽客

‘法宝’，海上划龙舟、椰子树叶草帽编
织等活动颇具吸引力。”三亚西岛旅游
协会工作人员赵玉顺说。

今年夏天，富有当地特色的乡村
游渐成热门，无论是在海口参观千年
火山古村落，在琼海感受万亩田园风
情，还是去琼中近距离接触黎苗文化，
深度体验的精品路线，为暑期游增色
不少，丰富着游客的出行选择。

“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芒果采
摘、苗寨长桌宴、苗寨拓展寻宝活动、
房车及帐篷露营等多种体验活动，成
为海南旅游新亮点和增长点，进一步
推进‘旅游+农业’转型。”三亚市旅行
社协会会长曾纪敏说。

户外体验，也是今年岛内暑期旅
游产品的一大特色。目前，省内游产
品线路也推陈出新，针对不同年龄群
体的特色深度体验型暑期旅游产品陆
续亮相，如雨林露营、雨林烧烤派对、
帆船出海、热带果园采摘等。

“今年推出的邮轮游也深受热捧，
邮轮旅游性价比高、环境舒适，集‘吃
住行游购娱’于一体，还随时可以感受
清凉的海风，在暑期是亲子出游的一
大选择。”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组团旅游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创新发展“亲子+游”模式

如何创新打造亲子游产品，提升
旅游品质？“要考虑亲子游个性化需
求，包括心理需求、体力需求或者时间
需求。同时，好产品要实现可持续，质
量管控要到位，做强旅游口碑。”旅游
专家杨劲松说。

值得期待的是，今年海南亲子游
市场增速明显，越来越多酒店、景区等
涉旅企业探索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亲子

游产品初显成效，游玩元素与探索新
知融合发展。

三亚大小洞天景区暑期面向高
考生实行免票政策，打造以渔家文
化、海洋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
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深度挖掘
研学旅行产品，举办丰富活动传播原
始生态绿色文化、黎苗文化、南药文
化、民俗文化；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

度假酒店推出特色夏令营，入住“小玩
家”可享受到喂鱼体验、海南特色小吃
DIY等具有海南风情的丰富活动。

“特色化带来差异化，发挥海南特
有的自然、文化优势，我们推出了家庭
热带海岛营地产品，包括户外生存活
动、皮划艇学习、潜水课程、星空露营、
海边高尔夫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旅游
产品，孩子们在玩与学的同时，还能感

受独特的琼岛魅力。”三亚亚龙湾瑞吉
度假酒店市场传讯总监黄吉莉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海南
旅游资源，打造多元化亲子游产品，包
括海洋、热带雨林、艺术、音乐、主题乐
园、轻游学、动物环保主题等特色亲子
产品，创新发展‘亲子+游’模式，为亲
子游市场注入更多新体验。”三亚市旅
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将海洋、雨林等特色文化融入主题产品，海南亲子游在市场争夺战中突围

夏天到海南 游学两不误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实习生 王娇

“在这里不仅
可以赏花、采摘，还
可以学习水稻种植
知识、了解恐龙历
史呢！”6月24日，
来自上海的小游客
王俊逸与父母在水
稻国家公园内体验
水稻种植、学习水
稻品种，玩得不亦
乐乎。

7月将至，随着
暑假的脚步逐渐临
近，海南不少酒店、
景区开始迎来亲
子、学生客流，一系
列特色活动及优惠
套餐陆续推出，精
准引客瞄准暑期游
市场。日前，途牛
旅游网对外发布监
测数据显示，暑期
家庭亲子客群成为
“主力军”，“游”与
“学”兼得的亲子乐
园、海岛、邮轮等产
品受热捧，品质玩
法获青睐。

眼下，越来越
多旅游目的地开始
瞄准亲子游市场，
围绕“旅游+”探索
研学游、生态游、体
验游等新消费模
式，海南也在努力
提升旅游品质与内
涵，进一步满足国
内外游客的个性化
需求。

海南暑期游花样多多

系列旅游新品等你来体验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实习生 王娇

15 条 顶 级滑
道、35个特色体验
项目、8层楼高海神
塔巅、1.8公里长漂
流河……日前，位
于三亚海棠湾亚特
兰蒂斯旅游综合体
内的亚特兰蒂斯水
世界正式开园，面
向酒店住客和日间
访客全面开放，一
系列老少皆宜的水
上项目登台亮相，
进一步丰富海南水
上综合游乐项目的
市场供给，为酷暑
夏日带来劲凉享
受。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虽然中国队缺席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但中国人对俄罗斯世界杯的热情领
先于各国。近日，携程发布《2018世界杯俄罗斯旅
游消费报告》：世界杯期间预计有10万名中国游客
赴俄旅游、观赛，在各国赴俄游客中位列前三，预计
将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从航班运力看，目前中国每天约有20个航班
直飞俄罗斯，按照每个航班有约200个座位算，若每
架客机满员，每天将有4000人入境俄罗斯。很多热
门城市的出发航线平均客座率在90%以上。再加
上可以转机前往，中国球迷和游客将很大程度成为
俄罗斯世界杯旅游的主力。”携程出境游负责人肖吟
元表示。

世界杯官方市场评估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中
国受访者中有87%的人表示会关注和观看世界杯，
超过俄罗斯、巴西、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国际球联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中国队未能进入小组赛，2018
年世界杯中国公民目前购买了40251张门票，排名
世界第九。加上中国赞助商分配的门票以及常规游
客，估计世界杯期间将有超过10万名中国游客来到
俄罗斯。

签证、汇率、航班三大实际利好给了中国游客跨
国看球的通行证。据了解，今年西安、南昌、贵阳、福
州等城市分别开通了直飞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的
航班。俄罗斯是中国游客签证最便利的欧洲国家之
一。近年来，俄罗斯针对中国公民出台了多项签证利
好：包括团队免签、持世界杯门票免签、远东免费电子
签政策。

汇率方面，2014年以来，卢布与人民币汇率一
直保持低位。今年人民币兑卢布汇率相较去年同期
又升值了15%左右，赴俄旅游购物更省钱。

中国游客在世界杯期间将为俄罗斯贡献多少收
入？携程预计，从团费、世界杯门票、当地消费等估
算，世界杯期间，中国游客赴俄罗斯旅游人均花费将
超过3万元，以总人数10万估算，赴俄花费预计消
费30亿元人民币。

世界杯期间，由于各国游客涌向俄罗斯，当地
酒店和旅游资源价格暴涨。携程旅游统计，6月中
旬到7月中旬世界杯期间，赴俄跟团游、自由行平
均卖价为1.4万元左右，比平时上涨约50%。世界
杯观赛旅游团，从携程线下门店的订单看，人均花
费超过3万元。而资深的球迷偏向于选择更好的
场次，携程主题游平台的世界杯观赛线路，人均订
单花费超过5万元，半决赛+决赛俱乐部坐席的观
赛团，更是高达人均近18万元，仍一位难求。

不过由于价格暴涨，也有很多计划去俄罗斯旅
游的中国游客选择在世界杯结束后出发。7月中旬
到8月，错峰游报名情况火爆，环比增长100%以
上。以“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9日跟团游”产品
为例，7月出发价格在1.3万元左右，而9、10月出发
价格则在7000多元。

世界杯旅游消费报告：

10万国人赴俄花费
预计超30亿元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缅甸旅游部常务
秘书吴耶勐在缅甸旅游说明会上宣布，自2018年
10月1日起，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
策。这也是今年继阿联酋免签、阿尔巴尼亚限时
免签、波黑免签和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有条件免签
之后，对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又一重大利好。

据悉，此次缅甸对中国游客实行的落地签与
以往不同，中国游客无需携带缅方邀请函、邀请单
位注册证明等繁琐的资料，只需要一本中国护照，
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入
境。除此之外，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设置“支付
宝支付”和“微信支付”的硬件，方便中国游客缴纳
签证费。 (李辑）

缅甸10月1日起
对中国游客落地签

暑期亲子游迎来小高峰

沙滩上，来自俄罗斯的一家老小
尽享温暖日光浴；酒店中，彩陶制作、
高尔夫球学习等一系列特色儿童培训
班成为热门；景区内，结合琼岛资源与
文化优势推出的寓教于乐产品颇具吸
引力……暑期将至，海南亲子游市场
将迎来小高峰，精彩纷呈的亲子产品
一一亮相。

“今年亲子游市场升温明显，目前

酒店客源亲子家庭占比高达90%以
上。”三亚天域度假酒店亲子中心总监
高晔说，针对亲子家庭客流，该酒店在
基础设施建设、入驻商铺选择、优惠套
餐设计等方面均考虑到亲子游需求，
极大程度精准吸引客源。

亲子游热度攀升，是家庭旅游出
行需求旺盛的一个缩影。据携程网日
前发布的用户调研报告显示，96%的

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亲子旅游，其中
65.2%的受访者表示会带孩子出行2
次，28%受访者将安排3至4次出行。

椰风海韵、碧水青山美景交融，黎
苗文化、琼崖历史交织，如今，坐拥好
风光、好资源的海南，逐步成为亲子出
游热门目的地，去海口探秘火山口历
史、在万宁热带植物园探寻“自然王
国”、深入五指山雨林了解黎苗文化等

旅游路线受热捧。
“在全域旅游发展下，越来越多旅

游资源被挖掘，为亲子游、深度游、体
验游发展提供条件。”三亚市旅游委主
任樊木说，面对亲子游这块“蛋糕”，该
市结合海洋、热带雨林、黎苗文化、红
色文化等元素，积极推出夏令营、游
学、研学等主题旅游产品，不断搅热暑
期旅游市场。

在激烈行业竞争中突围

今年7月，三亚国际航空“朋友
圈”将添新友——“三亚⇌伦敦”直飞
航线将于7月12日正式开通。

航线网络不断加密，“空中桥梁”
的完善，进一步刺激着出游热情。“三
亚赴伦敦旅游产品受热捧，首航前5
个航班的团队票已全部售完。”海南
热岛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总经理孙智君透露，暑假期
间，赴英国研学旅游成为不少学生客
源出行目的，境外亲子游、研学游市
场反响热烈。

浏览途牛、驴妈妈等知名旅游网站
可以发现，暑期长线游产品预订不断升
温，其中以家庭亲子、研学游、毕业旅行
等为主题的旅游产品备受青睐。其中

出境游预订火爆，泰国、日本以及东南
亚的巴厘岛、普吉岛等成为热门；此外，
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墨尔
本大学等名校吸引下，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成为游学游热门目的地。

在此背景下，对于传统亲子游目
的地海南来说，如何应对发展与挑战，
成为重要课题。有业内人士认为，亲

子游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海南还面临
产品同质化、亲子元素缺乏、亲子主题
产品供给不足等难题。

“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安全、品质和
体验，亲子游产品亟待升级发展，不断
适应游客对文化、科技、教育等新需
求、新业态，满足消费者对亲子旅游、
品质旅游的需求。”旅游专家戴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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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西岛，游客正在体验拖伞运动。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