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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以食为媒引八方客

8 月 25日，以“‘嗨’在旅途，尽
享‘口’福”为旅游促销主题的海口
城市餐厅在成都迎来开业的第三
天，当天，餐厅推出“清凉一夏”主题
饮品和主打菜品“和乐蟹海鲜粥”

“一品鸽”。企业代表现场烹饪海口
当地特色美食，充分展示了琼菜的
地域饮食特色，解读海口与成都不
同的特色餐饮文化，为成都消费者
和国内外的游客描绘了一幅最地道
的海口美食地图。“清补凉吃起来透
心凉，椰奶冰沙软软绵绵，感觉很惬
意。”成都媒体达人美食品鉴团成员
在品尝了清补凉之后，竖起了大拇
指赞叹，希望能够到海南体验不同

“口味”的夏天。
琼岛美食，逐渐成为我省吸引游

客的一大手段。
在 8 月 16 日开幕的第 29 届香

港美食博览会上，由省旅游委设计

搭建的“海南厨房”主题展馆开馆，
陈记烧鹅、椰语堂、海之漫、龙泉人
等一批最能代表海南美食特色和水
平的优秀食品及餐饮企业参展，把
文昌鸡、盐焗鸡、海南鸡饭、和乐蟹
粥、白切东山羊、卤温泉鹅、陵水酸
粉、海南清补凉、老盐柠檬水、鸡屎
藤糖水等各式琼味美食、海岛冰饮
带到了香江。“海南厨房”吸引了香
港市民排起长龙，美食已成为我省
旅游营销的一大利器。

“自2016年以来，省旅游委两次
携‘海南厨房’参加香港美食博览会。
为配合‘海南厨房’IP营销主题，我们
今年还邀请香港中国旅行社、康泰旅
行社、美丽华旅游等合作旅行社，专门
设计制作了海南美食之旅旅游线路产
品在现场宣传和特惠销售，为香港市
民提供一站式服务，成功实现由口动、
心动到行动的完美体验。”省旅游委国
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调研员杨黎明
表示。

美食成为旅游新名片

提及海口的美食，在海口打造“深
夜食堂”的夜市更能体现出海口的饮
食文化与城市温度。

日前，据参考消息报道，俄罗斯主
流媒体《俄罗斯报》刊文《海口推进夜
市改造 唤醒城市“夜生活”》，称夜市
是城市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也沉淀
着一座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记忆。各
式特色美食不仅让海口市民记忆中的
熟悉味道回归，也成为外地游客感受
海口风情、体验海口文化的好去处。

“此次海口城市餐厅的西南地区

推介之旅，充分向成都市民及游客展
示了城市更新之后的旅游资源优势及
内涵，其中作为夜游海口一个主要的
旅游吸引物——夜市，逐渐成为一处
处旅游景点，备受本地市民及岛外游
客的喜爱，也是游客了解海口地方生
活习俗、饮食文化、本土特色的一个窗
口。”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海口旅游成都促销活动除了现场
推介特色美食之外，还重点向西南地
区的游客推介了海口的景区景点、旅
游产品、旅游线路等优势资源，通过

“美食+旅游”“旅游+文化”等营销模
式加深西南地区游客对海口旅游的印
象及向往度。

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的意见倾
向成为衡量5A级旅游景区品牌美誉
度的重要标准，也是景区进行品牌管
理和保障服务质量的重要参考。

“在新媒体营销互动性日趋强
化的客观要求下，景区时刻鞭策自
身做好内容，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打
造独具特色的高标准服务团队，结
合自身特色资源以及市场创新趋势
挖掘开发新产品。”曹传佳说，未来，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将以活动营
销制造热点提高市场关注度，更加
关注散客市场以及新媒体营销。在
不断做好官方抖音账号视频内容的
同时，景区还将推出奖励机制，鼓励
员工与游客参与到抖音视频宣传中
来，让更多人了解底蕴浓厚又时尚
活力的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要赢得新媒体消费群体的关注，
必须有优质的内容；而要赢得游客的

点赞与好评，必须有优质的服务。
越来越多的游客成为传播媒

介，他们对景区的评价影响着景区
的口碑。“新媒体的交互性使得我们
能够及时地跟踪获取游客和网友对
于景区的评价和意见，促使我们提
升服务质量。”符胜告诉记者，在分
界洲岛旅游区的月度会上，新媒体
专员必须整理出游客评价，以便景
区马上整改，及时优化产品及服务。

■ 本报记者 赵优

从西安城墙脚下的永兴坊“摔碗酒”，到
重庆的“轻轨穿楼”，再到厦门鼓浪屿的“土
耳其冰淇淋”，还有山东济南宽厚里的“连音
社”和张家界的天门山……这些地方借助抖
音平台形成了滚雪球式的传播，一个个来自
民间的自制短视频，带火了一个又一个旅游
景点。

“目前，国内旅游市场以休闲度假为主，
越来越多的家庭游、自驾游、主题游表明，景
区以旅行社为主的传统市场已日渐式微，如
何面对并抓住巨大的散客市场，是景区和旅
游目的地面临的挑战和考验。”省旅游发展
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说。

散客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就需要景
区有更加“好玩”的传播题材，而传播路径的
创新更易打造“爆款”“网红”产品。

随着新媒体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与创新，
新型信息传播方式已逐步成型，并推动受众
在思维模式、选择偏好上做出改变，成为5A
级旅游景区扩大影响、塑造品牌的有效帮
手。

上半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玩转故宫”小
程序颇受好评，主要建筑物“打卡”生成“私人
路书”和“见大臣”与AI智能机器人聊天两项
功能引起大量网友体验和刷屏。这使得故宫
品牌在现代化潮流中脱颖而出，对线下引流和
受众了解故宫文化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下，小视频成为部分5A级旅游景区
大胆尝试营销新玩法的形式，力图增强与年
轻消费群体的沟通效率。华山长空栈道、张
家界玻璃栈道等景点在抖音平台通过新潮
有趣的呈现方式，迅速成为“网红”景点，并
推动媒体与网友自发为其进行宣传推广。
其中，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在抖音平台注册官
方账号，发布的“5.26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世
界最高泵及全球直播”参与抖音挑战视频，
获得57.1万个点赞、2.4万条评论。

抖音与旅游营销的融合已经开始进入更
为成熟的新阶段。2018年4月，西安市旅发
委与抖音短视频达成合作，双方计划将基于
抖音的全系产品，通过文化城市助推、定制城
市主题挑战、抖音达人深度体验、抖音版城市
短片来对西安进行全方位的包装推广。

王健生认为，不断更新的旅游营销模式
改变了从前团队游时期“全凭导游一张嘴”
的现象，动态的新媒体和社交媒体营销呈现
出更强的交互性和参与性。

“从另一方面看，当下的旅游营销需要
更加具有特色、主题和体验性的旅游产品，
这使得景区必须转型升级，推出更多优质旅
游产品和业态。”王健生表示，新媒体强大的
传播力和交互性，使得景区和旅游目的地不
仅能够快速得到市场反应，提升内容品质，
打造“网红”景点。他建议，景区和旅游目的
地应注重善用营销渠道，精心设计活动，提
升综合影响力。

据《人民日报》报道，8月24日，由三江源
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牵头，青海可可西里、新疆
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安和综合执法人员开展大规模联合巡护执法行
动，以巡护查处非法穿越为主要目的，这也是三
省区首次自发开展的联合巡护执法。

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
护区群，是青藏高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基因
库，在自然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
究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生态价值。

多年来，随着各地保护力度持续加大，盗猎
盗采等违法犯罪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而部分
户外运动探险者擅自组织、随意进入三大保护
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非法穿越活动的现象有
所抬头，严重破坏了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
生动物栖息地，而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去
年底，三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联合发布了禁
止进行非法穿越活动的公告。

据央视网消息，从 8月 21日开始，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开始对私自
非法穿越景区的游客，实施有偿搜救制度。

据介绍，有偿搜救主要针对在保护区内进
行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等户外活动，以及未按规
定线路、区域旅游而遭遇危险的人员。实际上
从2016年10月起，亚丁保护区就禁止一切单
位或个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但仍有大量游客
私自穿越，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
已造成6人死亡、1人失踪。而因非法穿越导致
遇险的报警救援，近年来平均每年发生50多
起，搜救费用每年超百万元，还曾因费用与游客
产生纠纷。实施有偿搜救后，按不同路线，搜救
费用为1.5万元起和2万元起。而对于游客通
过正规渠道、购票进入景区、在开发区范围内受
伤的，景区仍将对其进行无偿救援。

在今年7月，黄山风景区也对违规游客开
始实施有偿搜救。

四川稻城亚丁景区
实施有偿搜救
寻找私闯“驴友”收费1.5万元起

注重多元化、个性化、互动性，我省景区提升综合影响力

多维度营销跟上新潮流
新媒体时代
旅游营销
如何出新招？

可可西里、阿尔金山、羌塘

三大自然保护区
联合查处非法穿越

我省旅游营销打出美食牌

“海南厨房”等你来品尝

数据分析，2018年上半年，我
国5A级旅游景区的新媒体表现活
跃，呈现出较强的传播力，运用新技
术促使发布内容更具互动性，部分
景区开始尝试使用新渠道来获得媒
体及网络关注。

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市场
宣传部经理曹传佳看来，景区营销
方式的变化，基于旅游市场的变化。

“旅游需求向多元化发展，旅游
市场也随之日趋个性化，更多游客倾
向于选择自主性较强的自由行。在
此基础上，景区将目标客源重心转移
到散客市场。”曹传佳告诉记者，新媒
体营销具备自主性、互动性、前瞻性、
高效性等多种优势，能够达到迅速传
播的效果，侧重于新媒体营销是景区
积极抓住时代潮流、顺应多元化市场

营销趋势的必然选择。
分界洲岛旅游区总经理符胜认

为，游客群体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过去
传统的营销显然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为此，分界洲岛借助多种媒体平台，比
如景区账号入住微博、微信、今日头条
等以吸引年轻游客，还有开设天猫旗
舰店、与OTA平台（在线旅游社）合
作等，迎合年轻群体消费习惯。

航拍、配乐、悬崖秋千……记者
在抖音平台上看到，呀诺达文化旅
游区发布的景区新项目“悬崖观海
秋千”系列短视频将景区美景直观
呈现，获得大量网友点赞。

据了解，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连续两年与今日头条合作开展

“今日头条达人旅行季”活动，共募
集旅行达人27位，产出作品上百
份，网友浏览量超一亿次。与百度

合作推广引流，使得景区官网日
均访问量获得迅猛增长，由以往
的日均300人次迅速增长为日均
5000人次。目前，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抖音账号正值初始运
营，单条视频5小时内播放量高达
2.4万次，达到较为理想的宣传效
果。

近两年，喜爱看电视的观众会
发现，分界洲岛常常出现在各大综

艺节目中，荧屏里的碧海蓝天和动
感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近年来，分界洲岛先后成为
《奔跑吧，兄弟》《我们十七岁》《爸
爸去哪儿5》《不可思议的妈妈2》
等综艺节目取景地。多维度营销
提升曝光率，让分界洲岛尝到了甜
头。2017年，分界洲岛旅游区总
接待量为 2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38%。

■ 本报记者 赵优

浓香四溢的海南粉、
清爽香甜的清补凉……8
月23日-26日，“海口城
市餐厅”在四川省成都市
春熙路热闹开业，为蓉城
市民带来原汁原味的海
南美食，也带去了来自海
岛的热情。

近年来，我省不断创
新旅游营销模式，精心策
划不同主题，其中以“美
食+旅游”的方式，打造出
一张海南旅游的新名片。

市场变化促营销走向多元

巧用新媒体释放新动能

媒体交互倒逼景区提质升级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日，人民网舆情
数据中心发布“2018上
半年全国5A级旅游景
区综合影响力排行榜
TOP50”，我省呀诺达
雨林文化旅游区和分界
洲岛旅游区入围。

记者注意到，排行榜
以全国5A级旅游景区的
官方认证双微（微博、微
信）运营效果、主流媒体
关注度以及网民评论情
况为评价维度。显然，景
区多维度营销力度与效
果成为提升景区综合影
响力的重要因素。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和分
界洲岛旅游区在营销方
面有何做法和经验？记
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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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洲岛工作人员
扮成“网红”大棕熊。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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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8
月31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提示说，中国公民入
境斯里兰卡不仅需要办理电子旅游证件或签
证，还需携带返程机票、酒店预定单以及足够的
生活费用。

近期有中国公民入境斯里兰卡时，因身上
未携带足够现金或返程机票，被斯里兰卡移民
局原机遣返，并自行承担遣返机票费用。

中国使馆就此提醒，中国公民入境斯里兰
卡时应配合移民局等部门检查，如实说明情
况。即便持有签证或电子旅游证件，移民官员
仍有可能要求出示返程或续程机票、酒店预定
单、足够生活费用（确保在斯期间每天最低50
美元生活费）等。斯移民局执法人员拥有准许
入境的最终决定权。

使馆说，公民入境时需填写入境登记卡，持
有效期不少于6个月的护照、签证（或电子旅游
证件），经移民局官员查验，盖入境章后放行。

中国使馆提醒

赴斯中国公民携带
足够现金及返程机票

据四川在线消息，近日，网上传言九寨沟
景区将于9月20日重新开园，9月3日，记者致
电九寨沟景区管理局，九寨沟景区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九寨沟景区目前正在全面加快灾
后恢复重建，尚不具备接待游客的基本条件，待
专业人士科学论证、安全评估，完全具备条件后
会再重新开园，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九寨沟美丽
归来。

据了解，今年汛期以来，九寨沟景区先后遭
受“6·25”“7·10”两次山洪泥石流灾害，因处置
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害对景区道路、网
络通讯以及在建项目造成了不同程度损害，为
最大限度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从7月1日
起，九寨沟景区采取临时性闭园措施，暂停接待
游客。 (李辑）

九寨沟景区9月20日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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