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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航季期间，美兰国际
机场通航城市将达到

129 个，执行航线 185
条，同比增加13条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2018- 2019 冬春
航季，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将运营航线 13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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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赴琼自由行游客
增长明显

长期以来，海南与韩国保持着
密切的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海南
与韩国济州岛建立友城关系已达
23年。在旅游方面，目前韩国是海
南第二大入境客源国，碧海蓝天、椰
风海韵的海南深受韩国游客喜爱。
2017年，海南共接待韩国入境过夜
游客9.2万人次，同比增长43%。今
年前10个月，海南共接待韩国入境
游客近8万人次，同比增长9%。

目前，我省已开通海口⇌首尔、
海口⇌广州⇌首尔、三亚⇌首尔、三
亚⇌釜山、三亚⇌大邱等多条航线，
每周有十多个航班往返于韩国与海
南。这为众多韩国游客赴琼旅游提
供了便利。

“不管是三亚始发还是海口始
发，我们的航班上座率都在85%以
上，韩国人民对海南有较高的关注
度，也非常喜欢到海南旅游。”海南
高丽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
理崔晨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次
推介会吸引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韩国旅游发展局、首尔市相关负
责人，韩国知名协会、企业和媒体代
表等众多人士出席，足以表明韩国

对海南的关注。
得益于我省于今年5月起实行

的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放宽免
签人数限制，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
人免签，韩国赴琼旅游的自由行客
人增长明显。

“韩国自由行大都通过自行预
定‘机票+酒店’的形式赴琼旅游，自
由行客人的比例已经从之前的
10%- 15%增长至目前的 30%-
40%，预计明年会占据韩国游客数量
的一半左右。”海南高丽假期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闵财星透
露。随着天气逐渐转冷，海南也迎来

了韩国高尔夫爱好者赴琼旅游的旺
季。“接下来的3个月，韩国至海南的
航班都将处于机位紧张的状态。”闵
财星说，我省东部和中部的高尔夫球
场也将迎来一批批韩国客人。

两地业界看好双方合作

此次推介会在场地布置、节目
形式等方面都极具海南风情，清新风
格的手绘海南元素签到处、精致小巧
的竹编龙舟、椰影沙白的小造景等，
让嘉宾走进会场仿佛从凉意渐浓的
韩国“穿越”到热情似火的海南。

为了让现场嘉宾更加了解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风貌及海南特色文
化，本次推介会在场地布置、节目形
式等方面进行创新，通过海南旅游
宣传片、旅游达人分享、海南歌舞
《海南娘子》《请到天涯海角来》等形
式，集中展示了海南高端酒店、高尔
夫、海上运动、黎苗文化等丰富多彩
的旅游资源和产品。琼韩民歌和器
乐串烧表演《中韩古韵》更是拉近了
海南与韩国的旅游文化共性，精彩
的表演博得现场嘉宾的阵阵掌声。

“在前不久落幕的中日韩旅游
部长会议上我就了解到海南享有许
多入境旅游优惠政策，此次推介会
能够有力推动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相信今后会有更多韩国人去海南，
继续加强两地的紧密联系。”韩国文
化体育观光部观光政策局局长琴基
衡表示。

推介会所呈现的海南的椰风海
韵、阳光沙滩，给韩国观光协会中央
会副会长徐永吉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南的高尔夫、邮轮和民族文化等
对韩国游客很有吸引力，此次推介会
能够加深韩国旅游业界和民众对海
南的了解，我们希望多一些类似的交
流与沟通。”徐永吉表示，希望韩国和
海南增加多一些航班和邮轮线路等
交通上的便利，方便两地游客往来。

不断加密的空中航线成为我省
畅通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旅游部
门也不遗余力地开展“走出去”“请
进来”的宣传促销工作，不断开展类
型更多样、内容更为丰富、辐射范围
更为广泛的海外推介与传播活动。

印有海南旅游广告的50辆出
租车、30辆巴士穿梭在伦敦市区成
为“移动广告牌”；40个地铁站的广

告覆盖，重点宣传海南的59国免签
政策和三亚⇌伦敦直飞航线；在《每
日电讯报》、《泰晤士报》等报刊、杂
志以及Sky电视频道、Facebook等
媒体，海南元素映入眼帘……我省
旅游部门特别策划了为期半年的伦
敦广告投放活动，继续提升海南在
英国客源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巩固海口⇌悉尼的新航线，

进一步发展海南入境旅游，今年8
月，海南旅游促销团带着来自海岛
的热情走进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
及新西兰奥克兰，分别举行 2018
海南国际旅游岛推介座谈会，向当
地旅行协会代表、各大旅行商代
表、航空公司代表及媒体代表推介
海南旅游资源，共话合作发展。针
对澳新市场的需求，以海南的海上

运动、水上乐园、雨林生态、高尔夫
球、夜市酒吧、高端酒店等丰富多
彩的海南旅游产品为亮点向当地
嘉宾们展示国际海岛的独特魅力。

德国、日本、乌克兰……近几个
月来，围绕推动新航线，我省旅游部
门赴多地举办海南旅游专项推介会，
拜访当地旅游部门、主要旅行商，为
下一步市场推广工作打下基础。

本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记者从在线
旅游平台携程获悉，截至目前，今年日本旅游签
证在线办理数量增长达120%，办签量位居各
国之首，年底赏枫游、滑雪游、温泉游报名升温
形成出游小高峰。

携程“全球签证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从
携程获得使领馆签证办理资质的80多个国家
看，目前日本签证的办理数量，位列所有办签国
的首位，通过携程办签证出国的中国游客中，五
个中就有一个选择日本。日本政府部门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日中国游客达到405.6万
人，同比增长23.6%，中国依然是人数最多的客
源国家。

据日本媒体报道，明年1月1日起，日本决
定对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以
及毕业三年内的毕业生放宽个人观光单次签证
的政策，从之前的75所高校放宽至1243所。
这些高校符合条件的学生及毕业生今后办理单
次赴日旅游签证时，确认经济能力的资料可由
在学证明或毕业证代替。日本方面还决定，过
去3年内曾2次以个人旅游签证赴日的中国游
客，申请多次往返签证时可简化手续。此外，日
本政府最快在2020年4月将首次推出网上受
理申请并发放“电子签证”。这意味着去日本旅
行将更加方便快捷。旅行社人士分析，这几年
赴日旅游持续增长一部分原因也是得益于签证
的放宽，随着明年日本签证的简化，预计2019
年中国赴日本旅游将进一步升温。

本报讯（记者赵优）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旅
行平台飞猪近日发布《天猫“双11”最“浪”出行
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剖析当下年轻人喜欢
玩什么、去哪玩。“80后”爱住高星酒店，“90后”
爱住民宿，成都赶超丽江成为中国第一民宿集
中地，跳伞课程成为澳新游必备之选……《指
南》显示，如今我国的年轻人不仅走得远，还玩
出许多“新奇特”。

2018年，中国人均出游频次首次超4次，
旅行变得越来越“低门槛”“随心所欲”。根据
《指南》，2018年有超过1000万年轻人在出发
前3天才“不紧不慢”地预订机票，开启任性旅
行模式。除了日韩、东南亚等选择外，受土耳其
里拉贬值、塞尔维亚推出免签政策、俄罗斯与克
罗地亚借世界杯东风，一些小众目的地越来越
受欢迎。据《指南》显示，土耳其以177%签证
订单增幅稳居第一，俄罗斯、克罗地亚签证紧随
其后。

在出行住宿方面，国内高星酒店有50%以
上客源来自“80后”，而“90后”则更偏爱单体民
宿，占比超过60%。在民宿目的地中，成都首
次赶超丽江，成为年轻人最爱民宿之城，广州、
厦门、杭州、苏州亦榜上有名。

如今，景点打卡不再是年轻人的旅行必选，
越来越多年轻人正在从“去澳洲游玩”过渡到

“去澳洲大堡礁潜水”。比如沙巴潜水课程、澳
新跳伞体验、北海道滑雪课、泰国烹饪课都成为
飞猪上的热门产品。在户外运动方面，据淘宝
酷动城数据，击剑、登山、冰山运动新晋上榜，成
为年轻人最爱运动。

冬春航季新增大批航线，旅游推介实现精准营销

“飞”出海南国际范

海南的高尔夫、邮轮和民族文化成为韩国游客“心头好”

韩国游客爱上海南自由行

2018天猫“双11”最“浪”出行指南：

潜水击剑登山
成年轻人最爱

日本进一步放宽签证条件

中国赴日本旅游升温

据《经济日报》报道，英国航空（“英航”）近
日发布“全球独行旅客研究报告”，重点针对日
益增加的女性独行旅客群体，分析了全球各个
市场呈现的趋势、群体属性、出行原因以及最具
吸引力的目的地。

全球独行旅客研究报告调研了来自英国，
美国，法国，印度，德国，意大利，巴西和中国
近 9000 名 18 至 64 岁的旅客。调查结果发
现，在中国，46%的女性选择独自度过假期，
35%的女性计划在未来2-3个月内进行独自
旅行，26-35岁的女性中有55%独自前往过另
一个国家。

鉴于对短途旅行的偏好，大多数独行旅客
选择探索自己国家所在大陆的景色奇观。在
中国女性独行旅客中，76%的旅客选择赴东亚
旅行，57%的旅客独自前往过东南亚和南亚旅
行，超过59%的旅客前往过欧洲，30%的人去
过美国。

英航独行旅客研究报告还揭示了女性独行
旅客选择单独出行的原因。超过一半（65%）的
中国女性受访者选择独自旅行的原因是为了寻
求自由和独立的感觉；63%的受访者希望能够
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61%的受访者认为可以
自主选择出行目的地；48%的受访者是因为想
要结识新朋友并拥有独特的体验；42%的女性
旅客认为安全感是促使她们独自访问某个地点
的最重要因素。其次因素（26%）为是否有大量
的其他旅行者或独行旅客前往该目的地。

英航空发布全球独行旅客研究报告

近半中国女性独自旅行

（李辑）

■ 本报记者 赵优

日前，民航冬春航
班换季给海南旅游带来
好 消 息 ：中 国 民 航
2018-2019冬春航季于
10月28日开启后，海南
新增一大批国内外航
线，有望为海南传统的
旅游旺季带来更多客
源。

冬春航季新增航线
逐步推进覆盖境外客源
市场，助力海南入境游
发展，同时受59国人员
入境免签政策利好，国
际航线也将为海南带来
更多境外游客。

今年以来，随着国
际航线的不断加密，我
省积极开展“走出去”
“请进来”的宣传促销工
作，发力精准营销，提高
海南的“世界能见度”。

今年以来，为加强航线支撑，我
省利用海口市、三亚市新出台的民
航客运财政补贴政策，推动新开国
际航线的同时，加密已开通的境外
重点客源市场直达航线航班。今年
1至10月，全省共执飞境外航线69
条，今年新开、恢复和加密30条，提
前1个季度完成2018年省政府工
作报告中要求的“新开通境外航线

16条以上”的工作任务。
“空中丝路”还在进一步加密。

据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介绍，2018-
2019年冬春航季期间，美兰机场通
航城市将达到129个，执行航线185
条，同比增加13条，其中，计划开通
海口至斯里巴加湾、哈巴罗夫斯克、
车里雅宾斯克等多个新航点。据了
解，美兰机场本航季计划执行国际

及地区航班5306架次，同比去年冬
春航季增幅高达38.25%，吸引了济
州航空、飞鹰航空、文莱皇家航空等
多家境外航空公司，计划新增海口
⇌车里雅宾斯克、海口⇌茹科夫斯
基、海口⇌喀山、海口⇌斯里巴加湾
等14条国际航线。

在中国民航 2018-2019 冬春
航季中，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将有42

家航空公司进驻三亚机场开展运
营，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空公司 14
家。新航季中，三亚机场将运营航
线135条，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30
条，通航城市92个，其中国际及地
区27个，新增圣彼得堡、岘港、曼
谷、阿巴坎等境外通航城市，国际航
线覆盖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际
著名城市和地区。

一条条国际航线无疑是我省发
展入境游的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尼西亚
和马来西亚两国成为东南亚客源中
的黑马，印度尼西亚创下我省客源
地区中的最高增长率，达746.8%；
马来西亚全年入境客累计6.7万人
次，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旅琼客源国。

“10月12日海口⇌新山⇌吉隆

坡航线的正式开通不仅能够开发新
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更是实现了
海南至南马、北马的直飞航线全覆
盖，为海南与马来西亚两地互相输
送旅客建立互通渠道，助力我省入
境游发展。”海南联合航旅集团相关
负责人表示。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推出以后，对我们旅游企业来说，提

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
会。”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入
境中心总经理张宁介绍，目前，康泰
股份经营着海南至雅加达、吉隆坡、
芭提雅、古晋等东南亚多个城市的国
际航线。

据了解，为保证航班客源稳定，
以海口⇌雅加达直航航班为例，海
南康泰旅游股份国际入境中心提前

针对该航班精心设计了海南8天7
晚的产品，不仅涵盖了海南的精品
景点，还展现海南印尼侨乡风情、黎
苗风情、现代文明等，使得该航班取
得较高的上座率。“我们希望通过提
升游客体验度，把海南打造成印尼
游客的目的地、东南亚游客的集散
地和“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前往中国
的中转枢纽。”张宁表示。

■ 本报记者 赵优

11月 4日凌晨，随
着济州航空 7C8607
航班降落在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一批来自首尔
的韩国游客即将开启在
海南4天3晚的高尔夫
之旅。

随着航线的不断加
密，拥有得天独厚旅游
资源的海南成为韩国游
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韩国游客赴琼旅游也不
断呈现出新的亮点。11
月 1日，带着海南岛明
媚的阳光和热情，由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承办的“爱上海
南”——海南国际旅游
岛推介会走进韩国首
尔，为双方旅游业界搭
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
两地旅游届人士十分看
好双方旅游合作。

多措并举实现精准营销

积极开拓入境游市场

我省新增一批国际航线

热点

旅讯

制图/许丽

推介会上的琼韩民歌和器乐串烧表演。

外国游客在海口石山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观光游玩。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