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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启用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监测预防“不合理低价游”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赵优）按照全国
统一部署，我省于7月1日起全面推广使用“全国
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平台启用后，旅行社业务变
更、注销、分社备案、电子旅游合同等均将通过该
平台申报，将来超过80%的监管审批服务业务也
将通过此平台实施。

据了解，“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作为一个
“共商共建共享”的平台，将监管融于服务，以服务
助力监管，整合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互联的网
上政务平台。其中，电子合同提供CA认证及验
证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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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平台系统是简化审批流程，推进“不见面”
审批，提高企业办事效率的重大举措。

三亚⇌澳门新航线开通

我省旅游企业积极
开拓澳门市场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胡
璐）记者从省旅游委获悉，由海南联合航旅集团主
办的三亚⇌澳门直飞航线新闻发布会10日在澳
门索菲特酒店举行，澳门当地旅游业议会、旅行社
和媒体，海南当地航空公司、旅行社、酒店代表等
出席了此次新闻发布会。据悉，三亚⇌新澳门航
线已于7月9日晚正式开通。

据海南联合航旅集团负责人介绍，三亚
⇌澳门航线是海南联合航旅集团开通的第一
条往返港澳地区的直航航线，新航线的开通
为海南与澳门旅客出游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
件，将大大方便海南与澳门之间的经贸合作、
人文交流、旅游互通，更方便两地民众来往，
未来海南联合航旅将通过改善服务、降低成
本等方面的措施让广大澳门民众得到最大的
实恵。

会上，澳门旅行商与海南旅行商进行了面对
面洽谈，共同探讨未来合作模式与机遇。

旅游市场进入“暑期档”

我省研学游火热升温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赵优）“我们在

兴隆热带植物园认识了好多植物，太有趣了！”近
日，福建《石狮日报》小记者团2018年暑期夏令营
首团——圆梦海之南夏令营进入第二天，小记者
们领略了万宁东山岭的雄奇后，又于当日下午参
观了兴隆热带植物园，收获满满。

据《石狮日报》小记者夏令营负责人介绍，因
家长抽不出时间陪同孩子旅游，今年不少同班同学
结伴前来报名，可谓人气高涨。记者了解到，随着
暑假到来，不少学生选择用旅行的方式充实自己的
假期生活。不管是省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还是日月湾、呀诺达等景区，常常可以看到一队
队的学生前来游玩学习，研学游日益升温。

研学旅行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校外
素质拓展的有效形式，也是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
相统一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学校、家庭、社会
的认可与重视。驴妈妈平台显示，今年暑期，将学
习、科普、探索融入旅途中的国内研学游预订人次
大增，较去年上涨近1倍。

海南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受到许多研
学学生的青睐。此前，香港圣公会中学师生一行
40余人走进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将中国
最大的开放式热带雨林资源博览馆作为研学旅行
新平台，畅享热带雨林与黎苗风情相互交织的文
化盛宴。

“5月份进行的‘华夏文明·薪火相传’台湾中
高等旅游院校青年学生海南研学之旅也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让台湾的年轻人更好地了解海南。”省
旅游委国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特别注重在台湾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希望
通过研学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海南，为开拓
年轻族群市场奠定坚实基础。

■ 本报记者 赵优

上午去池塘钓鱼、溪边抓蟹，下
午在雨林中的泳池里戏水……7月
10日，来自北京的游客张潇趁着暑
假，带着孩子在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
享受静谧清凉的度假之旅。“没想到
海南的山区这么凉快，真是住下就不
想走了。”张潇说。

像张潇一样选择在海南中部山
区度过悠闲假期的游客还有很多。

“上周末，我们酒店达到了满房状
态。”7月10日，保亭七仙岭君澜度
假酒店总经理吴建浩告诉记者，海
南中部热带雨林区负氧离子含量每
立方厘米达到8000个以上，雨后的
热带雨林颇有“空山新雨后”的清凉
宜人之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夏季
避暑胜地。进入暑期以来，有近6成
客源是岛外客人，主要以暑期陪伴
孩子出游和避暑为主，家庭亲子成

为主力群体。
众所周知，暑期市场是海南除了

下半年旺季和法定假日之外市场热
度最好的时节。为了挖掘暑期市场
的潜力，七仙岭君澜度假酒店的产品
和服务也基本以“亲子”和“清凉”为
主线展开，在 5 月中旬即推出了

“2018年暑期三大产品”：是以团队
夏令营为对象的“5天4晚探索雨林”
自然教育亲子之旅，以散客预定为对
象的“萤火虫找朋友”亲子王牌套餐，
以暑期家庭出游为对象的“乐享家庭
套房”。

孩子们在黎家阿妹的带领下走
进原始森林，探索童真童趣，增长雨
林小知识；茂密树林下的长桌宴聚起
五湖四海的朋友，黎家特色菜让游客
啧啧称赞……除了丰富的产品，优质
的服务也让张潇对此次避暑度假之
旅印象深刻——不管在总台、大堂
吧，还是餐厅、SPA等营业点，都配备

了“防蚊清凉盒”，内有花露水、清凉
油、捞叶防蚊液等，让人随时能感受
到贴心的服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暑期清
凉游与传统旺季相较具有较高的性
价比，游客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
旅游体验。记者注意到，进岛机票
虽略有涨价，但周中和周末仍有峰
谷调节，不比传统旺季时的票价长
期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暑期客房
出租率相对于旺季会略低，房价弹
性空间较大，在非周末时间、7月初
或8月底出游仍能收获较好的性价
比。此外，暑期各酒店套餐产品主打
家庭亲子游，产品非常丰富，具有较
大的挑选余地。

对于海南持续加大夏季旅游促
销宣传，吴建浩十分支持。“海南深挖
暑期清凉游市场，颠覆人们传统观念
中海南是热带、不适合夏季出游的观
念，有利于平衡一年中全岛旅游资源

聚集在旺季供不应求、淡季供大于求
的不良局面，避免产生天价客房、天
价餐饮等畸形旅游消费现象。”吴建
浩表示，海南不仅有中国最美丽的海
滨，也有优质的热带雨林和野溪自喷
温泉，而后者以前在海南的旅游版图
中占比小、知名度差，但是却恰恰是
海南旅游资源的另一极特色，避暑度
假产品的丰富也大大拓展了海南旅
游的资源优势。

为此，我省酒店从业者建议，将5
月—10月的夏季、暑期市场的布局和
产品设计上升到酒店全年经营的战
略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夏季和暑
期的价格层次、收益结构、产品特色，
平衡淡旺季的价差，突出性价比，紧
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旅游发展宏图，
将淡季做旺、将暑期做出亮点，让海
南岛一年四季都成为全国人民向往
的旅游胜地。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突破传统旧观念
引领旅游新风尚
■ 张成林

据近日发布的《2018年暑期旅游大
数据预测报告》，海南在“暑期跨省游最
具人气省份”榜单中位列第一，成为名
副其实的暑期跨省游最具人气省份。

“夏季，到海南来避暑”，已然成为潮流，
打破了人们对海南暑热的固有印象。
旅游风尚何以改变？这要归功于“清凉
一夏，海南度假”的旅游创新及探索。

暑期度假，海南有着天然的优
势。夏季出游，为的多是清凉、好玩。
就清凉来看，海南有丰富的雨林景观，
气温常年保持在20℃，是理想的避暑
胜地。同时，海南夏季游玩项目更多，
雨林踏瀑、山间漂流、海边冲浪、海底探
秘……各类亲水项目应有尽有。可以
说，丰富优质的旅游资源，为海南暑期
游走热打下了基础。

正是看到了这一优势，我省在数
年前便有的放矢，力推夏季旅游，打出
了“清凉一夏，海南度假”的响亮口号。
事实上，起初，对这一口号，有不少人是
不理解的。一些对海南缺乏深入了解
的人，往往易对海南夏季简单画上标
签——热，而究其评价依据，无非是海
南身处热带这个单一标准。这显然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见。然而，偏
见之下，省旅游委等部门依然保持定
力，决心做好夏季旅游，足见其对自身
优势资源及旅游潮流的清醒认识。

当然，优质资源固然重要，但倘若
没有有效的整合、精心的设计、高水准
的开发，那么即便资源再优越，恐怕也
难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从亚特兰蒂
斯、狂野水世界等大型旅游综合体，到
丰富多样的“亲子游”、特色夏令营等
旅游产品，再到国内、国外别出心裁的
精准推介，“清凉一夏，海南度假”旅游
口号走红的背后，是旅游相关方长期
以来为改善夏季旅游环境所作出的不
懈努力。

“清凉一夏，海南度假”成暑期度
假新风尚，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有效弱
化了海南旅游淡旺季的差别，可有效
避免不同季节旅游冷热不均的现象，
从而推动海南旅游的全时段、均衡发
展。具体来看，“清凉一夏，海南度假”
暑期游，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创新了
旅游形态，还完善了旅游环境，推动了
海南旅游供给的进一步优化，为游客
游玩提供了更多游玩选择，这对海南
全域旅游发展也大有裨益。

可以说，海南暑期游成功改变、引
领了旅游风尚。随着旅游要素的不断
完善，“清凉一夏，海南度假”旅游口
号，必定更加响亮、深入人心，海南暑
期游也必定更加精彩纷呈。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谢琛

“夏天到海南避暑”，
以前在很多人眼中也许
是句玩笑话，如今却得到
大数据的证实。

6月 29日，中国旅
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
据联合实验室共同发布
的《2018年暑期旅游大
数据预测报告》显示，在
“暑期跨省游最具人气省
份”榜单中，海南位列第
一，成为国内最具人气跨
省游省份。

近年来，随着我省持
续加大夏季海南旅游促
销宣传，再加上国际大型
旅游综合体相继落地，丰
富多彩的旅游产品层出
不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大小朋友夏季到海南避
暑度假。“清凉一夏，海南
度假”，作为海南旅游业
界主打多年的夏季旅游
推广口号，如今已然成为
国人共识，引领国人避暑
度假新风尚。

省旅游委召开旅行社
安全工作专题会议
部署暑期汛期旅游安全工作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
谢琛）7月 10日上午，旅行社安全工作专题会
议在省旅游委会议室召开，全省 55家出境游
旅行社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了《文化
和旅游部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
领导批示精神加强暑期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并对全省暑期汛期旅行社旅游安全工
作进行部署。

专题会议要求，旅行社要时刻紧绷旅游
安全这根弦，加强对预警与风险提示的关注
度，加强旅游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出国旅
游安全意识，切实做好旅游应急值守与应急
处置工作。

会议还通报了近期境外发生涉及中国游客
的旅游安全事件，要求各出境旅行社切实做好
我国公民出境自助游相关工作，特别强调了旅
游企业必须完善企业应急预案，畅通信息渠道，
及时下架不合格的自助游产品，确保我省暑期
汛期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海南荣登“暑期跨省游最具人气省份”榜单第一名

清凉一夏，海南度假

产品丰富 服务升级

夏天游海南 真的更划算

旅游动态

在酒店泳池旁的大树下，一边享
受午餐，一边与孩子们扎进泳池享受
清凉的惬意……记者连日来在海南
各大景区酒店看到，滨海“亲子游”成
为暑期海南最热门的旅游景象。

《2018年暑期旅游大数据预测
报告》显示，从目前暑期预订信息看，
亲子家庭出游占比最高，占到58%。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海南越来越多酒
店、景区等涉旅企业探索多样化和差
异化的亲子游产品，游玩元素与探索

新知融合发展。
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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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客源特点，海南各景区、

酒店、免税店等涉旅企业纷纷推出
特色避暑、亲子交流等产品，海岛水
上运动、酒店泳池套餐、宝宝夏令营
等活动成热门。”省旅游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海南整合资源优势，打造

“清凉一夏，海南度假”的夏季旅游
产品，各市县打破行政界限，设计丰
富的旅游套餐，逐渐形成旅游资源
由滨海向山地延伸、平面向立体延

伸的发展新态势。
结合自然优势，我省各市县积极

发力，探索打造高品位的暑期度假旅
游产品，构建“旅游+”多元化产业格
局。“各市县独创特色，推出滨海度
假、康体度假、森林生态、美丽乡村、
节庆会展和婚庆亲子等系列旅游产
品。”孙颖认为，海南通过从严治旅、
规范市场、丰富产品、精准推介等举
措，助推海南避暑游渐成品牌。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8.6万尾海洋生物自在游弋的水
族馆、位于海底世界可与鱼群同眠的水
底套房、20万平方米的水世界……今
年4月，位于三亚海棠湾的全球第三
座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开业，作为海
南顶级综合休闲度假“巨无霸”汇聚
全球游客的目光。

“这里可以一站式满足我们全家

人的度假需求！”7月6日，在北京工作
的美国人本杰明一家专程为体验亚特
兰蒂斯酒店而来到海南，他告诉记者，
如今，到海南感受高端度假项目已经
成为中高收入人群的一种时尚。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人之所以
选择海南避暑度假，不光因为海南得
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更因为越来越多

和越来越集中的大型旅游综合体项
目在海南落地，让国人不出国门，即
可享受国际顶端旅游设施和服务。

除了亚特兰蒂斯等已经开业的大
型综合体项目，海南丰富多彩的水上
乐园也是这个夏天吸引优质客户群体
的关键。今年5月1日，位于海口观澜
湖新城的“狂野水世界”开业，这个澳

大利亚威秀集团旗下威秀主题乐园运
营的水上乐园，契合了所有年龄段人
群的需求。据了解，威秀集团是全球
最大和最多元的娱乐公司之一，是世
界领先的水上乐园和主题乐园运营
商。此外，还有坐落于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亚马逊丛林水乐园，占地3.3
万平方米，是三亚首家造浪泳池。

“清晨在鸟唱虫鸣中醒来，斑驳
的阳光洒在窗外密林里，深深吸一口
新鲜空气，突然想起昨夜没开空调，
盖着薄被子还觉得有些凉，真想整个
夏天都待在这里……”

7月7日，在五指山亚泰雨林酒
店已经体验过一晚的南京游客李可
一大早起来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引
来一片艳羡。今年6月1日，一场在

南京举行的海南旅游专场推介会引
燃了不少南京朋友对海南避暑度假
的向往和热情。李可在推介会现场
毫不犹豫地定下了暑期全家到海南
度假的机票和酒店。

“其实，海南的夏天并不像人们想
象中的那么热，全省各地6-8月平均
温度26℃-29℃。同时，海南全岛森
林履盖率达61.9%，空气中负氧离子

高，‘天然氧吧’有利身体健康。”省旅
游委主任孙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旅
游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清凉一夏，海
南度假”已经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不少游客已经感受到，到海南来避
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以前都是流行冬天去海南避
霾，现在流行夏天去海南避暑。部分
酒店客房已连续爆满，主要是来自北

京、上海、武汉、重庆等高温城市的客
人入住。”携程国内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选择去海南的游客，主
要都来自炎热的北方城市，以及南方
高温地区。4类避暑度假活动最受欢
迎：一是泡酒店泳池享受清凉，二是
躺沙滩和下海游泳，三是参加水上运
动项目，四是热带雨林避暑。具有家
庭亲子游条件的酒店供不应求。

亲水+热带雨林 避暑类旅游产品受青睐

度假体验再升级 大型旅游综合体落地海南

打造高品位旅游产品 构建“旅游+”多元化产业格局

行业评论

随着暑假到来，我省的暑期亲子游日渐升温，各市县各景区也加大了避暑类旅游产品的促销力度，吸引
家庭亲子出游为对象的游客。

图为6月11日，百余名学生游客体验三亚千古情景区举行的民族特色成人仪式。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人聚海南 乐享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