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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拥有众多优质独特的旅游
资源，具有庞大的旅游商品消费市
场，在发展旅游商品方面有着独特的
优势和巨大的潜力。发展旅游商品
是推进海南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促进我省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省旅游委主任
孙颖表示。

以“深挖地域文化、持续发展创
新”为主题的本次大赛共征集参赛作
品189套系、511件，类别覆盖了中国
特色旅游商品大赛20类中的19类，
品类十分丰富。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百香
果衍生成为泡腾片、果醋饮料，司空
见惯的黑糖、山兰酒等土特产有了精
美包装，黎锦元素注入文房四宝、沙
滩包中。“相较于前两届，此次大赛旅

游商品有了明显飞跃，带有创意的旅
游商品越来越多，精细化程度明显提
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国礼级别，而且
产业链开始有明显延伸，旅游商品有
的已经符合国际潮流，比如DIY黎族
风情多功能沙滩包。”中国旅游协会
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秘书长陈斌作
为本次大赛的评审组组长，对本次大
赛进行了点评。在他看来，海南作为
国际旅游岛，又将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面对的是国际游客，因此海南
旅游商品的研发既要有海南元素，也
要有国际范。

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开设11家
实体店铺和海南礼物淘宝商城等线上
商铺，入驻“海南礼物”平台的旅游商品
约2000余款单品款，一批旅游扶贫商
品已陆续上架销售，“海南礼物”线下实
体店累计接待进店游客700万人次。

海南省第三届旅游商品大赛圆满落幕

土货逆袭成“最海南”的伴手礼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我省旅游企业人才
缺口大
省旅游协会将搭建平台培养引进人才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琛）14日，海南
省旅游协会组织召开旅游企业人才需求和培训工
作座谈会，就旅游人才招聘与引进和旅游人才培
训与开发为议题进行交流座谈，深入了解我省旅
游企业用人需求情况，使旅游人才培养与市场需
求实现更好地对接。

海南日报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当前我省旅游
企业用人存在基础人才缺口大，人才流失率高，
用人成本高等问题。在人才流失率占比高的情
况下，部分景区更倾向招聘当地人或具有一定工
作经验的人，这一举措实施后人才流失情况明显
减少。旅行社则更愿意通过校企合作、梯队培养
形式，培养公司骨干人才。省旅游饭店业协会副
秘书长王德余介绍，当前海南约有5500家旅游
饭店人才需求大，其中具有基本英语会话能力人
才仅占32%，远不能满足海南旅游国际化发展
需要。

针对各旅游企业人才诉求，下一步，省旅游
协会将搭建平台，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沟通，
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让海南旅游人才学习岛
外先进旅游企业经验，确保渠道畅通。此外，鼓励
各旅游企业制定三年内旅游人才招聘、培训计划，
省旅游协会将大力配合，推动海南旅游人才培养
及教育发展。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三亚成七夕出游
热门目的地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赵优）本周五是
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情人节。越来越多的恋人、夫
妻选择以旅游的方式度过七夕。多家旅游在线平
台发布七夕数据显示，三亚成为国内热门旅游目
的地之一，旅游产品预订火爆。

携程发布的“七夕旅游消费大数据”显示，截
至8月15日，通过携程预订旅游度假产品七夕出
游的用户超过20万人次，超过今年2月14日情
人节旅游人数。

七夕佳节，情侣、夫妻最热衷去哪儿玩？从自
由行、跟团游等订单看，三亚、北京、贵阳、香港、台
北、桂林、厦门、昆明、青岛、丽江等成为国内十大
热门目的地。携程上一些爆款三亚自由行产品，
人气高涨。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今年七夕酒
店预订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特别是七夕
节当天，订单量达到最高峰。三亚、青岛、桂林等
热门旅游城市酒店预订火热，热门景点周边的高
星级酒店大多已出现满房状态。

海南旅游集装箱巡游
活动亮相杭州
美食、婚庆产品受关注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七夕前一周，即8月11日起，“城市移动海岛”
海南旅游集装箱巡游活动举办“海南印象”甜蜜婚
拍摄影展，杭州街头的潮人、情侣、家庭纷纷受邀
进入箱子体验，现场一张张爱的剪影照让杭州市
民大呼惊喜。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经过7月28
日至29日“初见杭州 好享海南 清凉一夏”的开
幕活动后，海南旅游集装箱巡游活动持续在周末
为杭州市民准时开启惊喜。

8月4日至5日，主题为“海南厨房”的美食推
介活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为现场的杭州市民带
去正宗的海南美食，市民们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

“海南旅游推广中心”公众号可免费品尝，现场不
仅有新鲜的海南椰青让游客畅饮自然好滋味，还
有清甜可口、解暑降温的清补凉，以及椰香奶茶、
椰子糖、黄灯笼辣酱、海南零食大礼包等，让杭州
市民足不出户就可感受海南的美味诱惑。据工作
人员介绍，除了本次活动现场呈现的以外，海南还
有许多驰名中外的美食值得游客品鉴。以海南省
地名命名的海南四大名菜，海南当地产的芒果、椰
子、荔枝、木瓜等，深受杭州市民喜爱。

2018海南露博会
12月启幕
多项活动展现海南房车露营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琛）海南日报记
者从8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2018（第四届）海南
国际房车（汽车）露营休闲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
海南露博会）品牌推介活动上获悉，2018（第四
届）海南露博会将于12月21日至23日举行，预
计展出面积约5万平方米，将集中展示国内外先
进的旅游装备，展现时尚品质生活方式、休闲旅游
业态，同期还将举行中国房车露营地产业规划建
设发展论坛、千车万人游海南、环岛自驾游和滨海
露营嘉年华等活动。

据了解，房车露营、邮轮游艇、低空飞行等
新兴旅游方式的不断发展，受到全国业界、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由海南省商务厅与海口市人
民政府共同引进的海南露博会，已成功举办三
届，得到全国业界的高度认可与普遍赞誉，逐步
发展成为引领中国房车露营旅游装备产业发展
的风向标。日前，海南露博会项目组借第四届中
国会展（会奖）产业交易会平台，面向国际会展
会奖全产业链，推介海南自驾车房车露营旅游资
源，诚邀各界到海南展示露营产业新技术、新产
品、新体验方式，共同参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
设，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

菠萝蜜变成果味起泡
酒，鹧鸪茶遇上小青柑，红
米糟和信封饼有了新包
装，黎锦成了领带结和耳
环项链，海南话“跑”到了
零钱包和冰箱贴上……在
8月12日举行的“南国”杯
2018 海南省第三届旅游
商品大赛暨参选 2018 中
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评选
活动颁奖典礼上，丰富又
精美的旅游商品获得众多
来宾点赞。评委们从511
件参赛作品中评选出43件
佳品，其中金奖8件、银奖
15件、铜奖20件。

近年来，我省旅游商品
的发展可谓迅猛。依托丰
富的物产资源和独特的工
艺资源，一批具有创意性、
精细化、产业化的具有本土
特色的旅游商品不断涌现，
我省旅游商品也呈现出百
花齐放的态势。

旅游商品的最终落脚点是市
场，如何将研发成果快速转化？如
何打造更多名优品牌？如何更加
有效地开发利用我省丰富的旅游
资源？

“突破口还是创新。以模式创
新为突破口推进旅游商品产业快速
提升和壮大规模。要积极打造海南
省旅游商品电商平台、创立旅游商品
产业研发基地、打造旅游商品文化特
色小镇，发挥其强大的带动作用促进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省旅游委副主
任陈铁军为今后我省旅游商品产业

的发展提出建议。
旅游商品营销模式的创新也成

为业界关注的话题。
郭凯坦承，海南旅游商品企业大

都为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受限，在资
金周转和产品营销方面，小微企业都
面临不小的压力，要想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站稳脚跟，仍显得心有余而力
不足。

“我们的资金大都集中在产品研
发和生产方面，对于开拓市场确实力
量不够。”吴兆佑告诉记者，旅游商品
需要依靠旅游经济，产品大都进入机

场、景区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方，其分
成方式必然使得企业提高产品售价，
并不利于提高产品销量。

“产业链短，产品不够丰富，仅靠
一两个产品打市场难度较大。旅游
商品企业更应抓住一个资源或特色
深入挖掘，做成系列产品，让游客有
更加丰富的选择。”陈斌建议，旅游商
品企业抱团取暖，共谋市场开发，同
时，还要打破旅游商品只为游客服务
的思维，让本地居民、广大网民也为
旅游商品消费，进一步开拓市场。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当几十年包装不变的椰子粉装
进奶茶杯、诺丽果成为天然的面膜，
连昂贵的沉香也成为肩颈贴……越
来越多具有实用性的海南旅游商品
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通过旅游商品大赛从创新
中寻找着力点，以不断地丰富旅游商
品的品类，提升旅游商品的品质，出
现了一批具有一定的品牌性、创造
性、实用性、市场性，示范性的具有本
土特色的旅游商品。但是，旅游商品
要想得到持续有效的发展，深度挖掘
资源要素来丰富产品种类是十分必
要的。”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会长
郭凯表示。

在大赛现场，包装精美的鹧鸪小
青柑《mini版》吸引众多目光。“鹧鸪
茶是最能代表海南的茶，2013年我
们就启动了开发鹧鸪茶的项目，到
如今成功研发了鹧鸪小青柑茶，从
功效和口感上都有所改良。”金奖尚
南堂·鹧鸪小青柑《mini版》获得者
尚南堂海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吴兆佑表示，目前，公司从
农民手中以每斤7元-15元的价格
收购鹧鸪茶青，并在万宁的工厂实
现标准化生产，如今，鹧鸪小青柑不
仅登上了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还进入到了机场、酒店，并开展线
上销售。

“从端午节到目前，我们已经收
购了40吨的茶青。”吴兆佑告诉记
者，与市场上十多元钱一串的鹧鸪茶
球相比，鹧鸪小青柑、鹧鸪抹茶休闲
食品等产品将大大拉长鹧鸪茶产业
链，增加产品附加值。

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参与
到旅游商品的产业化进程中。海南
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依
托中国热科院香饮所兴科公司的研
发实力，推出的菠萝蜜起泡酒既保留
了热带水果的自然清香又有发酵产
生的迷人酒香，获得本届大赛银奖，
如今，该公司已经接到不少菠萝蜜起
泡酒的订单。

旅游商品创意增多

深挖特色海南味浓

走向市场亟需创新产销模式

尚南堂·鹧鸪小青柑《mini版》。

信封饼。

长影“环球100”项目建筑群。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口西郊，一栋栋风格迥异的建
筑逐渐露出“真容”：超大型电影娱乐
王国——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首
期打造的主题乐园一期主体和外装全
部完工，即将与广大市民游客见面；

陵水黎安港，一座座大型游乐设
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以海洋主题公
园为核心的大型旅游综合区——海南
海洋欢乐世界项目一派繁忙，将在年
底揭开神秘面纱……

多个旅游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我省几
大旅游综合体项目，如火如荼的建设
景象令人振奋。

“长影海南‘环球100’项目是从
废弃矿坑上崛起的一个电影主题乐
园，在项目建设土地利用非常紧张的
情况下，我们在园区内建设了8万平
方米的生态湿地，初显成效，已经吸引
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鹭等多种水鸟
栖息安家。”长影海南文化产业集团总
经理赵宝利表示，长影海南“环球
100”项目2014年正式启动，项目始终
把生态修复摆在项目建设首位，不遗
余力打造“绿水青山”，极大突出了海
南的生态优势。

三面临海，环境优美，邻近南湾猴
岛、分界洲岛等景区，海南海洋欢乐世
界从开工建设起就吸引众多关注目
光。作为我省“十二五”建设重点项目，
是广州富力地产集团总投资65亿元兴
建的大型海洋主题乐园。

“我们把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关键
性的大好时机，围绕海南的海洋资源，
打造全新的产业平台。”海南海洋欢乐
世界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东表示。

以国际视野打造旅游产品

走进“环球 100”项目主题乐园
“丝路探险”区域，映入眼前的是一片
碧波荡漾的宽阔水面，一艘巨型宝船
稳稳停在古村落港口，岸上是错落有
致的古代渔家房屋，让人仿佛“穿越”
到古代闯海世界。

而这，只是“环球100”项目中的
一个游乐项目。“我们以打造国际化
电影产业基地和世界级电影主题乐
园为目标，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
设计、高质量建设，集合了7支国内
外一流的团队，竭力为国内外游客
和当地群众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服
务。”赵宝利说。

要打造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就要在供
给侧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化旅游
产品。国际化视野和高水平建设，
成为我省各大旅游综合体共同的自
我要求。

70多套国际顶级游乐设备厂商
供应的先进游乐设备，1500余种4万
余只海洋生物，总水体量13万多吨，
同时配套商业街、酒店等设施，海南海
洋欢乐世界并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偏
安一隅的旅游项目。“海南旅游不仅面
向国内，更面向国际，我们必须以国际
化、高水平的项目，参与到海南的建设
发展中，让海洋欢乐世界成为海南国
际旅游岛面向世界的一张名片。”沈东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即将
竣工的多个旅游综合体项目将极大丰
富和提升海南旅游产业的品质及业

态，弥补海南的旅游产品以观光休闲
为主、无大型旅游综合体的缺失，将会
为游客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一站式
旅游服务产品，推动海南旅游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海南旅游的质
量与水平，全面加速海南旅游产业的
升级转型，有效推动海南国际旅游岛
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多家大型旅企将深耕海南沃土

在全力推进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
易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中，海南已成为大型旅游企业愿意深
耕的一片沃土。

5月10日，省政府与中国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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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7日，省政府与长隆集团举

行工作座谈，长隆集团表示将投入巨
资，以国际标准建设、管理、运营项
目，吸引国际、国内游客长时间度假
消费，全力把海南长隆打造成高品质
的世界滨海旅游目的地，助力海南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升海南国际
影响力；

8月 8日，省旅游委与融创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动
在海南设立融创文旅集团总部，以
文旅产业项目综合开发和运营管理
为核心业务，逐步在海南推动文创
旅游综合体等多个类型的产业项目
落地等。

大型知名企业抢滩落子，建设中
的各大旅游综合体项目也丝毫不敢
怠慢。

截至目前，长影海南“环球100”
项目主题乐园一期土建工程已经全部
完成，建筑外装基本结束，内部装修正
在进行，大型游乐设备正在安装调试，
景观园林绿化、道路广场铺装已完成
90%以上，各项市政配套设施、园区运
营宣传、人员实习培训、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等工作都已全面展开。“400多名
新招聘人员已经分赴国内各大主题公
园开展岗位实践，10月试业时，他们
将会带回丰富的运营及服务经验。”赵
宝利介绍。

在海南海洋欢乐世界，麦迪卡斯
水乐园整体完成80%，陆公园整体完
成60%，现公园全面进入包装及设备
调试阶段。“我们新增加600多名工
人，目前项目上共有1450余人共同施
工，同时我们不断调整施工方案，扎实
推进工程进度，一期园区计划12月30
日试营业。”沈东透露。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8月12日，游客在旅游商品大赛现场上观看展出的旅游商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