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黄金周期间，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玻璃栈道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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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国庆黄金周接待游客量超1.3万人次
创下新高，在中部景区中表现亮眼。”对于景
区取得的突破性成绩，五指山红峡谷景区副
总经理李雄发觉得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可以说，是新开通的琼乐高速带来了更多
客流。”

雨林、山谷、梯田、云瀑……海南中部地区
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多年来由于交通不
便，游客较少，成为我省旅游“洼地”。

对此，李雄发深有感触。“之前，从海口
来的游客要走东线高速再经琼中走山路翻
越阿陀岭来到景区，路上就要花费 4个小
时。”他告诉记者，如今，琼乐高速通车，
游客只要 2个小时就能到达景区，既省时
又方便。

今年的国庆黄金周，正值琼乐高速开通
后的第一个节假日，五指山漂流爬山探险项
目、红色旅游田园观光路线格外受游客青
睐，自驾游、家庭游增长迅速，全市旅游业各
项指标再创新高。

假日期间，为更好地体现游客参与性
和惠民性，五指山红峡谷开展了异彩纷呈、

形式各异的节庆活动，成为游客、市民嬉水
玩闹的好去处。10月3日，景区不仅迎来
了五指山的吉祥物“仙萌大圣”，也迎来了
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人数2356人。“很
早以前就听说过五指山、听说过红峡谷，
但因为路途较远，一直没有机会过来
玩。”海南大学大三学生李泊声和同学趁
着假期第一次来到五指山，享受山谷间的
漂流之旅。景区新推出的“勇者之路”项
目设计十个关卡，每一关都给游客带来挑
战的快感。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黄金周期间，
五指山红峡谷景区散客量占游客总量7成，
岛内游客特别是海口市民自驾游成为主
力。“针对岛内自驾游客，我们围绕新开通
的琼乐高速策划宣传活动，比如游客在朋
友圈发布琼乐高速上的沿途美景，就有机
会获得抽奖机会等，希望琼乐高速这条旅
游路发挥更大效益。”李雄发说。

借助琼乐高速，牙胡梯田也正在走出
深闺。被誉为海南第一梯田的牙胡梯田
成为此次黄金周里五指山乡村旅游的一
大亮点，“稻浪”翻滚的梯田深受游客和摄
影爱好者欢迎，国庆期间游客爆增。据统
计，10月 1日至10月 7日，五指山市共接
待游客10.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84%，实
现旅游总收入 4070.43 万元，同比增长
16.92%。

业内人士表示，琼乐高速极大缩短海
口、三亚等地到我省中部地区的时空距离，
从而吸引大量游客到中部地区旅游休闲度
假，促进中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助力海
南全域旅游发展。

“受益于大大缩短的路途，海口已有不
少旅行社将五指山红峡谷漂流产品从周末
发班改为每天发班。目前景区正在建设山
体观光栈道，‘勇者之路’项目也将更加丰
富，我们将加大景区在我省一日游市场的宣
传，充分抓住琼乐高速开通的利好。”李雄发
表示。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刚结束的国庆长假，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
岛旅游区共接待游客4.06万人次，同比减少约2万
人次；但其中散客3.3万人次，同比增长20%，占比
超过八成。

国庆长假的表现，折射了分界洲岛近来的发
展状况。今年来，该景区遭遇市场挑战，但从去年
来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优化了客源结构，提升了发
展效益。景区方面认为，从国庆长假客源情况看，
景区此前做的调整是科学有效的。

“走出去”提升知名度美誉度

今年上半年，分界洲岛上岛游客为94.95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2.2万人，减幅为18.95%。

分界洲岛旅游区总经理符胜说，与三亚海岛
景区相比，分界洲岛所处的陵水知名度不高，客源
有限，成为景区的困扰。因此，分界洲岛积极主动
融入“大三亚旅游圈”，走出去揽客。

首先是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景区自购多辆
大巴车开通往返三亚市区、陵水动车站、陵水县城
的专线。去年12月，该景区又配合三亚市公共交
通集团开通三亚火车站至分界洲岛的“城际3号”
旅游公交线。

为更全面展示景区资源和形象，分界洲岛主
动寻求媒体、旅游机构等大平台合作，积极参加国
内外的各类旅游推介会，借力各类大型活动赛事
及影视节目的影响力，提升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

在不久前由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8上半年全国5A级旅游景区综合影响力排行
榜TOP50”名单中，分界洲岛榜上有名。

标准化管理强化“内功”

“如果游客体验不好，知名度再高，未来发展
也难以为继。”分界洲岛旅游区副总经理彭雄康
说，以前景区运营管理没有标准化，服务流程减少
走样时有发生，遭到不少游客报怨。为此，分界洲
岛下定决心用旅游景区5A标准及旅游标准化来
规范运营管理。

据了解，该景区在国内率先制定《潜水服务标
准化流程》，切实做到使潜水服务有标准可依。这
种主动加“紧箍咒”、方便游客监督的流程，使得潜
水服务投诉明显减少，在今年春节黄金周及这个
国庆长假，该景区潜水项目的游客投诉基本为零。

据介绍，在日常管理上，“让标准成为习惯，让
习惯符合标准”成为景区的一个重要的行为管理
准则。该景区自2017年12月全面启动标准化创
建工作以来，通过专家组授课、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位考察学习、员工标准化培训与考核等方式，进一
步强化了景区员工服务水准。

求质胜于求量

从去年5月1日起，分界洲岛主动大幅降低散
客门票（含过渡船费）价格，淡季价格为128元/人
次，旺季价格为132元/人次。

今年上半年，分界洲岛接待游客量虽大幅下滑，
但散客比例明显上升，散团比例为4：6，客源结构得到
进一步优化；同时主营业务较去年同期增长8.51%。

“我们正从高速发展逐步调整为高质量发
展。”符胜表示，分界洲的运营结构持续优化，运营
的稳定性、协调性及抗外力的韧性在增强。

国庆黄金周，分界洲岛推出“鳐鱼互动”项目，
成为长假旅游市场的新亮点，吸引了不少人气。
这是该景区主动创新业态的一次尝试。

“市场变化和自身的调整，都给景区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符胜表示，提升服务质量、创新业态模
式，从来都是旅游的发展之道，分界洲将持续在这
方面下功夫。

■ 本报记者 赵优

品文化历史、享休闲生活。这个黄金周，
深度民俗文化体验成为我省旅游的亮点之
一。从出游时间来看，我省短线产品呈现明
显的散客化趋势，自驾游、家庭自助游、探亲
访友等成为主流。同时，游客出游观念从观
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更加注重身心放
松、休闲体验，而不是紧锣密鼓地走马观
花。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让旅游很“走心”。

“这条街历史悠久，建筑很有特色，我们
特意跑过来感受一下。”10月5日，海口骑楼
老街受到央视《朝闻天下》的关注报道，来自
湖北的游客周先生在镜头中展现出对骑楼
老街的喜爱之情。现场，“海南八音”民俗表
演的演出队伍，演员年龄上到80岁下至8
岁，引得许多游客驻足观看。

观澜湖电影公社也推出了“盛世庆典，
乐游公社”活动。1942街、南洋街、芳华小
院内轮番上演街景魔术、川剧变脸等各种
街头表演，还有“大帅巡街”等巡游活动，游
客可以和演员互动合影，也可以在“芳华小
院”为祖国书写祝福。大至一街一院、小至
一砖一瓦，皆按照历史资料复原，呈现出二
十世纪百年间中国城市街区的变迁，给游
客打造“穿越”感十足的沉浸式体验。黄金
周期间，电影公社接待游客5.5万人次。

以独特地质地貌闻名的海口火山口也
打出了文化牌。随着来自海南各市县、各
高校、武术馆和龙狮协会的15支代表队激
烈角逐，“火山口公园杯”2018海南省舞龙
舞狮公开赛暨龙狮争霸赛在黄金周落下帷
幕。舞龙舞狮作为中国历史悠久和文化底
蕴深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火山文化和
民俗文化相结合，让游客感受到海口旅游、
文化的独特魅力。

骑行感受千年火山古村落、万年火山溶
洞在美丽乡村的掩映下散发着古今穿越的
独特气息；漫步老街时光，游遍水巷口、老街
戏院、天后宫、时光回廊和海南票证博物馆
等知名景点，逛庙会、烧香祈福，品市井百
态，追寻老海口人斑驳的记忆……越来越多
的游客趁着假期休闲度假，了解本地文化。

既有走秀，又有歌唱；既有摄影展画展，
又有文创市集……琼海市博鳌东屿岛旅游
度假区“嗨岛文创市集”10月1日开集，包
括博鳌之美摄影展、博鳌传奇手绘展、海南
风情插画展、黎锦文化产品展及本土文化产
品展等6大展区。“博鳌东屿岛艺术展”展出
艺术作品的同时，请艺术家现场创作，文创
市集、艺术展、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往。

逛了博鳌，一些游客选择住在潭门。“在
这里，有千年渔港，有耕海故事，别有情趣。”
游客陈琳选择入住潭门镇石碗村的民宿，感
受别样的渔家体验。

“假日期间，民宿一直是满房状态，房间
早早都被预定完了。”民宿“无所·归止”老板
符名林度过了一个十分忙碌的黄金周。

尽显多元文化特色

海南文化旅游
很“走心”■ 本报记者 赵优

“就是奔着这个悬崖观海秋千来的”
“打卡网红酒店的天际无边泳池”……这
个国庆黄金周，我省多个景区和酒店成为
网友的短视频主角，形成了滚雪球式的传
播，一个又一个的“爆款”景点在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的同时，也带动重点旅游
景区再升温，催生了旅游新热度。

设在离地面300米高的悬崖之上，8
道保险锁扣、9重保险、150°最大摆弧、高
度8米，最大摆径20米……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的悬崖观海秋千在假期受到网友追
捧。“我们在网上看到视频就特意从海棠湾
赶过来体验，拍了不少照片和视频，马上发
出去分享了！”来自重庆的游客李濛说，秋
千荡到最高点时身体完全在悬崖之外，仿
佛冲上云霄，十分刺激。

除了三大主打项目“踏瀑戏水”“高空
滑索”及“丛林穿越”外，景区新增设的悬崖
观海秋千、雨林探险魔屋、喊泉等体验项目
齐上阵，其中网红悬崖观海秋千成为不少
游客必体验项目，像李濛一样专门来打卡
的游客不在少数。

在多样化、碎片化和视听化的网络
时代，短视频新媒体成为我省景区营销
新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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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市场宣传
部经理曹传佳说。

国庆期间，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非

遗村、甘什村、田野黎家等七大文化体验区
以及“赛隆奥”旅拍项目不断丰富民俗体验
度，亲子、情侣、老年游客群体纷纷穿上黎
族服饰，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一边感受
黎族舂米、挑山栏、爬槟榔树等特色民俗，
一边拍摄不同风格的艺术大片，享受“做一
回黎家人”的乐趣。

除了游客喜爱拍摄短视频，景区的
讲解员也热衷于上传景区内好玩有趣
的景点和项目，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海南
之美。“我们景区有180多名讲解员，90
后占 70%，几乎人人都玩抖音。也正是
因为这个平台让我们景区近 20多名讲
解员爆红，深受游客喜欢。”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负责网络宣传的潘达强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景区讲解员的视频
一开始是被游客上传到网络上，没有想
到有些幽默风趣的讲解员一下就火了。
小吴就是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的“网
红”讲解员。“起初，我拍短视频仅仅是为
了娱乐，没有想到竟然受到网友追捧，目
前关注度最高的一条视频不到7天就有
3356万的观看量，77.8万的点赞量。”能
够参与到景区营销当中，小吴十分开心。

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
区，该景区新开辟的大佛石全海景玻璃
栈道备受游客热棒。游客漫步在海拔
450 米高的玻璃栈道上，可尽揽亚龙湾
山海连天的美丽风光，不少游客到此感
受凌空而行的浪漫与刺激，该景区也成
为我省又一个“网红打卡地”。据悉，受
益于新项目带动，国庆黄金周期间，该
景区接待中外游客9.96万人次，同比增
长达95.11%。

我省新晋多个“网红打卡地”

“爆款”景点催生旅游新热度

琼乐高速通车带旺中部旅游

旅游“洼地”
注入新客流

应对游客减少挑战，内外结合出
新招，优化客源结构

传统景区求新求变

10月5日，游客在五指山红峡谷漂流景区体验山地漂流的乐趣。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刘培远 摄

黄金周出境游有变化

泰国最火美国遇冷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随着国庆假期的结

束，中国出境游的游客们纷纷返程。虽然只有短
短七天，但他们已经为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的
GDP做出了不小贡献。

8日，携程发布报告显示，国庆有来自全国
100多个出发城市的旅游者，通过预订各类出境游
度假产品，到达全球近100个国家、1000多个目的
地城市。中国“十一”国庆变成了全球黄金周。

携程报告显示，2018国庆长假人气排名前十
的出境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泰国、日本、
中国香港、越南、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美国。受台风“潭美”影响，此前
预测排名第一的日本被泰国赶超。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去年国庆，排名前两名的
泰国、日本没有变化，中国香港排名从第6名上升
到第3名，而美国从第5名下降到第10名。

据了解，香港排名上升主要受广深港高铁开通
的利好。中国铁路12306消息，广深港高铁票开售
仅一天，多地“十一”黄金周首日赴港票已售空。而
随着广深港高铁的开通，多地赴港也更加便捷。

旅讯

核心提示：
今年十一黄金周，海南自驾

游、家庭游、度假休闲游依旧表现
抢眼，全域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旅游+”提升假日热度、新业态
新产品受热捧。海南日报记者注
意到，得益于琼乐高速开通、景区
项目推陈出新以及丰富的文化旅
游产品，我省全域旅游多“点”发
力，涌现出旅游消费新亮点。

这个国庆黄金周

新亮点闪耀海南旅游市场

牙胡梯田。李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