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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更优质 服务更精细 管理更规范

鹿城开创全域旅游新格局

一组数据令人惊喜。在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三亚接待游客71.30万人
次，同比增长4.45%，旅游总收入达
47.78亿元，同比增长14.14%。

多年来，三亚旅游产业始终保持
人财双丰收，秘诀在哪？“靠的是不断
革新、不断进取，旅游产品推陈出新，
旅游体验不断优化。”三亚市旅游委主
任樊木说。

的确，作为主打产业之一，三亚市
坚持将旅游业作为先导产业着重发
展，发挥海、山、河等优质旅游资源优
势，不断加强旅游产品创新与升级，满
足国内外游客日益增长的旅游新需

求。今年国庆节，在玻璃彩虹栈道尽
览亚龙湾山海风光、在鹿回头景区登
高“打卡”天使观景台等特色路线成为
热门，三亚多家景区精准营销、丰富产
品，一系列“旅游+”优质产品成为揽客
法宝。

“如今个性游、品质游、深度游逐
渐兴起，游客更乐于体验互动性较强
的旅游新产品，对旅游产品提出了更
高要求。”在散客时代，旅游产业如何
转型升级，成为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
森林公园总经理李萍的重要考量。

转型重在谋变，升级亟待创新。
30余年来，鹿城旅游人上下求索、开

拓创新，与万千国内外游客共同翻开
三亚旅游的改革新篇章——

旅游业态各美其美，游艇、邮轮、婚
庆、会展、亲子等旅游新业态产品从无
到有，传统滨海游逐步向美丽乡村游、
内河游、森林游、温泉游延伸，“旅游+文
化”“旅游+体育”等多元产品受到热捧，
山海美景、美丽乡村、人文历史、民族风
情等特色元素巧做“加法”全域迎客；

旅游合作日益密切，联动陵水、乐
东、保亭等市县实现“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合力发展，做强融合海洋旅游、热
带雨林、温泉养生等多样化元素的琼
南旅游品牌，旅游线路进一步向外延

伸，实现区域联动新格局；
旅游版本不断升级，从1996年亚

龙湾凯莱酒店启动三亚旅游1.0版本
后，鹿城旅游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正式迎客，旅
游升级至3.0版本，集吃住行游购娱
于一体的全要素旅游综合体成趋势，
海昌梦幻不夜城等优质项目加紧施
工，“大旅游”发展格局助力旅游迎来
新动能……

“如今，三亚逐步构建起融海洋、
康养、文体、会展、美丽乡村、森林、特色
小镇、购物等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
新业态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樊木说。

“大家快来！我们
一起在玻璃栈道上拍
个小视频，这里的景色
太美了！”日前，站在三
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
林公园海拔 450米高
的大佛石全海景玻璃
彩虹栈道上，远眺山、
海、天相融的美景，来
自上海的游客汪旭兴
奋地拿起手机不停拍
照，并将在“网红”玻璃
桥上的游玩体验及时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中。

全域旅游联动发
展，服务水平逐渐与国
际接轨，旅游环境不断
净化优化，文明旅游之
风扑面而来，对标国际
探索智慧旅游，越来越
多的国内外游客切身
感受着三亚的变化。

三亚迎来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历史新契机，一代
又一代鹿城旅游人将
再接再厉、砥砺前行，
以“更高的标准、更严
的要求、更细的工作、
更优的服务、更满意的
结果”为标准，全方位
开创全域旅游新格局。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10月 20日，三亚蜈支洲岛旅游
区内游人如织，岛上推出的特色生态
游、滨海游等项目颇受青睐，在景区
内一隅丛林掩映下，一座与自然景观
相融的厕所引人注意。“没想到厕所
内的设施这么先进，服务也很人性
化，还布置了大量绿植，绿意盎然、花
草芬香、空气清新。”三亚旅游服务细
节上的贴心、舒心，获得来自杭州的
游客文凡静的点赞。

旅游厕所，看似是旅途中的小
事，却体现出三亚对旅游服务的严
格要求。近年来，三亚积极推进旅
游厕所革命，规范化改造旅游厕所，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全面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推进全域旅游示范
区建设。截至今年6月，三亚已建成
旅游厕所27座，完成投资额1454.99
万元。

“此外，我们还不断完善市民游
客中心建设，促进旅游服务水平与国
际接轨，推出三亚放心游软件，探索
智慧景区建设，以智慧手段提供优质
服务，加密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旅游
旺季期间旅游、交通等各部门以及志
愿者积极联动为市民游客护航。同
时，打造‘12345’和‘12301’热线大
数据平台，畅通市民游客与政府各部

门间的沟通渠道，倾听旅途烦恼，贴
心解决旅途中的大小烦心事，全方位
为游客打造温馨游、放心游环境。”樊
木说，三亚市还积极制定出台旅游服
务标准规范，进一步规范涉旅行业的
服务管理。

细节之处见真章，悉心服务所带
来的，是市民游客的满意笑脸。在今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12301”旅
游服务热线共受理工单1633件，回访
客人满意度达100%；“12345”政府服
务热线共受理市民诉求9014件，回访
市民满意率亦为100%！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国际游客群

体，三亚对涉旅企业一线服务人员、
机关年轻干部、旅游警察等加强外语
培训，提高外语服务水平。同时，在
城市主干道、慢行道、旅游专线路、美
丽乡村完善日、英、俄语种标识标牌，
在码头、车站、景区等外国游客聚集
的区域逐步增加通信服务网点和外
币兑换点等。

“在三亚旅游是种享受，经过多年
蜕变，三亚旅游环境越来越优化，旅游
服务越来越好，城市更美、更方便、更
安全、更国际化了！”日前，时隔7年重
游三亚的俄罗斯游客克拉芙基娅·安
德列耶芙娜说。

三亚一日游团队费仅需 20元？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天涯社区网民

“崖城天龙”发帖反映三亚市崖州区某
小区有人推销一日游低价团情况，三
亚市涉旅部门监测到这一舆情后立即
行动，市旅游质监局联合旅游警察10
月4日开展蹲点暗访，现场发现3名发
放广告宣传单人员，抓获后移交警方
处理。

无独有偶，日前，三亚市旅游质监
局暗访组在大东海一家海鲜店发现存
在食品缺斤短两、欺客宰客行为，经取
证，依法对涉事违法违规人员处以行
政拘留10日及相应处罚。

实时监测、明查暗访等多角度监

管旅游市场的背后，是三亚涉旅部门
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与努力。约
谈涉旅企业保障放心游、加强旅游购
物点整治、各涉旅部门24小时值班全
天守候、旅游市场巡查全方位无死角、
24小时监测网络舆情……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三亚从严治旅举措不断，
全方位为市民游客塑造安全、舒心的
旅游环境。

“经过多年探索，三亚逐步建立
起以‘124’旅游治理体系为核心、以

‘严管、重罚、及时’为原则的旅游市
场监管模式，打造1个市民游客服务
中心，‘12301’和‘12345’2条服务热
线，实现旅游警察、旅游调解委员会、

旅游巡回法庭和涉旅行政执法部门
的统筹联动，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运行。”樊木说，三亚市积极落实联动
调查处置机制，接到投诉电话后相关
部门必须30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调
查，依法依规处理不过夜，以每天从
零开始的态度抓好旅游市场整治工
作，为市民游客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和旅游环境。

下猛药去沉疴，多部门联动严管
重罚，三亚旅游市场日益净化。2017
年，三亚以“零容忍”的态度，约谈旅游
在线供应商，全面清理线上不合理低
价旅游产品，分批次约谈旅行社、旅游
景区等企业累计117家次；指导旅行

社协会与28家一日游旅行社签订联
合自律公约，形成行业内互相监督、互
相约束的良好氛围。

三亚“旅游环境越来越好”这一
口碑逐渐深入人心。“更强力的监管、
更主动的服务、更开放的态度，这些
都是我们选择来三亚度假的理由。”
北京游客李鑫说。

“我们还在全省率先推行消费投
诉信息和违规记录公示制度，公布海
鲜排档、婚纱摄影、网络预订、购物消
费等重点监管行业的投诉信息，全方
位构建诚信体系，助力旅游市场规范
化。”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做优 |“旅游+”产品求新求变

做细 | 贴心服务力塑品牌

严管 | 净化市场亮出硬招

俯瞰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码头。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有异域风情歌舞狂欢，有各地美食
荟萃飘香，还能登高一览醉人的鹿城景
色，日前，在三亚鹿回头景区举办的国
际啤酒节给来自湖北的游客朱萌与家
人留下了难忘回忆，“本以为在鹿回头
只能登高望远，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丰富
精彩的互动活动，一路上既能欣赏美
景，还能观赏国内外演员带来的特色歌
舞表演，这一趟三亚之行太值了。”

短短1个月，三亚鹿回头景区入园
人数达7.13万人次，同比增长40%，经
营收入219.45万元，同比增幅逾三成。
此次为期1个月的国际啤酒节中，一系
列围绕啤酒文化、主题演艺、各地美食、
琼岛元素等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感
受到鹿回头山顶浪漫气质之外的活力
与时尚气息。“结合景区旅游资源优势，
我们创新打造节庆活动推动旅游营销，
树立景区特色形象与口碑。此次啤酒
节，‘旅游+文化’‘旅游+美食’等特色旅
游产品深受中外游客喜爱。”对于新产
品市场反响热烈，在三亚鹿回头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伍博雅看来，实
在是情理之中。

升级传统旅游产品，创新推出切
中游客喜好的新产品，受到市场热捧自
然不在话下。在三亚旅游产业加速发
展的进程中，千古情、蜈支洲岛等一批
新兴景区崭露头角，海岛游、演艺文化
游、低空游、邮轮游等新兴产品层出不
穷，体验游、深度游深受热捧，让以观光
游览为主的老牌景区面临巨大挑战。

“老景区发展模式不能一成不变，
需要在新挑战中创新突围。”三亚亚龙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总经理李萍坦言。

如何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求变？近
年来，三亚多家老牌景区纷纷大胆尝
试，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打造玻
璃彩虹栈道，天涯海角景区开发海上
资源发展“旅游+体育”产品，大小洞天
景区借助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打造

“网红”景区，一系列创新举措逐渐赢
得市场口碑，“网红”产品不断引爆鹿
城旅游热点。

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力明波说，该景区凭借位于大东
海湾区的地理优势，积极加强与湾区酒
店联动合作，大力开拓国际邮轮游客群
体，提升员工俄语等外语能力，老牌景
区渐显“国际范”。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新产品层出不穷 老景区推陈出新

三亚景区发力
“网红”产品

2016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是1987年的118.1倍
年均增长17.9%
旅游总收入是自有旅游收入统计以来1988年的481.2倍
年均增长24.7%

数字
看发展

1987年至2016年

1996年中国第一家度假酒店凯莱度假酒店落户三亚亚龙湾
2016年，全市共有亚特兰蒂斯、希尔顿、喜达屋等近20家国际酒店管
理集团落地，国际品牌酒店逾50家

2017年

三亚市接待过夜游客1830.97万人次
同比增长10.86%

旅游总收入406.17亿元
同比增长25.98%

2018年上半年

接待国内外游客1027.5万人次
同比增长10.18%

实现旅游总收入235.55亿元
同比增长14.83%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共接待游客1331.68万人次
同比增长1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