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8年11月8日 星期四

T04
海南度假休闲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国际度假酒店抢滩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超值潜力：东方的度假天堂

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三亚亚
龙湾国家旅游区，亚龙湾成为中国首
批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被誉
为“天下第一湾”，规划区域总面积
18.6平方公里。

那一年，到访的时任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秘书长萨维尼亚克在考察亚
龙湾后兴奋地表示：亚龙湾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银色的沙滩，清澈的
海水，绵延优美的海滨，未被破坏的山
峰和海岛上有原始粗犷的植被，这是

一个真正的天堂。
但在一年后，这个日后被誉为中

国度假金字塔塔尖的国家级旅游区，
才真正开始启动开发建设。

两年之后，中国假日制度改革，国人
开始享受双休日。为配合这一新的假日
制度，原国家旅游局将1996年的旅游主
题确定为“中国度假休闲游”，希望以12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主体推出中国度
假旅游产品，树立国际旅游新形象。

在比较了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各种条件之后，原国家旅游局决定以
海南岛为重点，培育中国的度假休闲市
场。除了将海南重点列入国家的旅游对
外宣传推广中，另一个重要举措是由原
国家旅游局与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
1996年的“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举
办地点就在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

这与海南之前的计划不谋而合。
在1993年编制的《海南省旅游发展规划
大纲》中，海南就已经确定了将“热带海
滨度假休闲”作为海南旅游发展主题。

1995年1月3日，海南省政府在
开幕式举办前一年，就专门印发通知
公布《海南1996中国度假休闲游活动
总体方案》。通知指出：海南省是国家
确定的观光和度假相结合的重点旅游
区之一。原国家旅游局举办1996中
国度假休闲游主题活动，对于优化国
家的旅游产品结构，提高海南旅游业
的水平，推动全省第三产业全面发展
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同时对于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

优化结构 | 发展热带海滨度假休闲旅游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2003年4月，“非典”肆虐，全国乃
至全球旅游市场陷入停滞。“非典”期
间，海南旅游同样遭受重创。

但“海南无疫区”的优势，却成为
海南迅速恢复旅游市场的利器。2003
年6月16日，由原海南省旅游局与海
南日报社共同策划推出的《健康岛》专
刊问世，专刊从自然、生态、人文等各个
方面全面介绍海南健康岛形象，海南
旅游局同时配合推出系列健康游产
品：千车万人自驾游、健康高尔夫游，随
后，海南邀请“首都百名抗非英雄海南
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些度假产品，一下子就吸引了
国内旅游界的目光，海南健康岛形象
深入人心，旅游出现井喷，亚龙湾高档
度假酒店快速增加。

同样是在这一年，世界顶级酒店集
团喜达屋集团在中国区的第一家度假
酒店——亚龙湾喜来登度假酒店开业；
随后，顶级奢侈品牌酒店丽思卡尔顿集

团在中国区的首家度假酒店落户亚龙
湾；世界知名的酒店管理公司法国雅高
集团旗下的铂尔曼酒店品牌在亚太区
的第一家度假酒店在亚龙湾开业……

走出“非典”影响的海南旅游业借
势复苏。原本就具有生态产品特质、
给游客带来健康享受的休闲度假旅
游、滨海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温
泉康乐旅游、体育健身旅游以及高尔
夫、潜水、漂流等专项旅游产品，在“非
典”之后被重新认知和包装，同时催生
出一大批以前虽大力倡导但难以实施
的旅游产品。

这一年，海南旅游经历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大悲大喜——悲，即“非典”
造成全行业3个月的停滞，其损失难
以估量；喜，则是因为“非典”无疫区的
优势，创出了“健康岛”的无价品牌，被

“非典”压抑的消费需求充分释放。
悲喜加交的2003年结束之后，不

少海南旅游企业年底一算账，非但没

亏损，反而创造了历史最好业绩，转而
开始反思之前的商业模式。

对海南旅游产生巨大带动作用的
美丽经济、会展经济和节庆经济，在
2003年开始初显雏形——当年举办
的新丝路模特大赛、博鳌亚洲论坛第
二届年会、第53届世界小姐总决赛、
第四届海南岛欢乐节等活动，让海南
在国内外声名大噪。

1996年就在国内率先扛起度假
休闲大旗的海南，在10年后的2006
年迎来收获的季节——

2006 年，中国人均 GDP 达到
2000美元，海南主要客源地沿海一带
的人均GDP更超过3600美元，成为推
动海南度假休闲市场成熟的催化剂。

2006年，海南的投资开始越来越
集中于高端度假酒店，产权酒店、分时
度假酒店、度假公寓开始兴起，旅游业
开始向房地产等其他行业延伸。

2007年，《华盛顿邮报》这样告诉

美国人：被人忽略的中国夏威夷，海南
岛。

5年后的2012年，世界旅游业理
事会在当年编制的《海南旅游经济发
展报告书》中，在一个专门的单元里又
一次将海南岛与夏威夷进行了详细比
较。他们认为，海南当前的发展机遇
尤其是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已
使海南超越“夏威夷”的标签。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国际
品牌度假酒店纷纷抢滩中国市场。而
度假休闲发展最为迅猛的海南岛，无疑
成为他们抢滩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截至2016年底，三亚已吸引了25
家国际及港澳台酒店管理集团、共61个
酒店业国际品牌，70家酒店已开业或在
建设中。海南也成为中国高端度假酒店
最集中的区域，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国内
客源。海南被形象地称为：国际度假
酒店的中国俱乐部！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健康岛品牌 | 休闲度假旅游茁壮成长

三亚亚龙湾五星级酒店群。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996年1月1日，由原国家旅游
局和海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度假
休闲游开幕式拉开了中国度假休闲游
活动的序幕。

尽管年轻的海南还是第一次组织
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活动，但那场开
幕式还是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
象：大海是大会的“动态背景”，当时非
常少见的游艇在海面上激起的层层海
浪成为经典画面，而会场的上空，滑翔
机来回飞翔。让人无不感叹：这才是
海阔天空，这才是休闲度假。

“三亚将成为下个世纪国际度假
旅游热点地区之一。”时任世界旅游理
事会秘书长李普曼在开幕式上的这个
判断，当时在场的绝大部分人都未放

在心上。很多当时在场的人事后说
起，都认为是李普曼入乡随俗对东道
主的一种礼貌性恭维。

的确，李普曼的这个预言，对当
时的海南旅游人来说，实在是太过超
前。直到开幕式结束之后的第8个
月，亚龙湾的第一家度假酒店——凯
莱度假酒店才正式开业。这家酒店
一出现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居
然”没有中央空调，大门是敞开的；工
作人员从老总到普通员工，“居然”没
有西装革履，竟“衣冠不整”穿着花花
绿绿的衬衫！

国家旅游局评星员不留情面地
说：“这酒店连中央空调也没有，员工
都穿得花花绿绿，让我们怎么评？”

但这些花衬衫却让习惯了五星级
酒店严肃面孔的客人感觉眼前一亮，
甚至拉着酒店工作人员要买。这些花
衬衫也吸引了海南旅游管理部门的兴
趣，开始尝试着穿统一花衬衫到国内
进行旅游促销，慢慢地开始有人把这
种花衬衫称为“海南衫”。

在经过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反复
讨论后，“不按常理”出牌的中国第一
家度假酒店——凯莱度假酒店如愿评
上了“五星”，也就此改写了中国五星
级酒店商务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中
国第一家五星级度假酒店。

1996年的海南旅游市场，还有一
系列标志性事件发生：

这一年，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开业；这一年，海口的火山口公
园、兴隆的印尼村相继开业；这一
年，对日后海南巨大的婚庆旅游市
场有着极大影响的首届三亚天涯海
角国际婚庆节举办；这一年，海南旅
游人数增长创下了 60%的高增长
率，海南旅游开始步入一个稳步上
升的新时期。

正是因为这一年对日后海南旅游
的巨大影响，在海南旅游界，人们将
1996年1月1日在亚龙湾举行的中国
度假休闲游开幕式简称为“9611”，成
为海南旅游的一个专属代码。

这一年，对日后快速发展的海南
度假休闲市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
份。

“9611”| 中国休闲度假时代启幕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原总裁
让·克劳德·鲍姆加藤——

海南对我有一种
新鲜的诱惑力

“海南对我有一种新鲜的诱惑力！”
尽管已经多次到过海南岛，但世界旅游
业理事会原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藤
却一再强调，即使作为一名普通游客，
他仍会选择来海南度过惬意的长假。

2010年1月，鲍姆加藤应邀来海南
考察，为海南编写并向世界发布《海南
旅游经济发展报告书》。“海南是一个很
新的旅游目的地，每次我来到海南，都
有一种新鲜感。”“海南与夏威夷相比，
在气候上没有夏威夷炎热，更适合度假
生活；在资源上也呈现多样化，可设计
开发不同的旅游产品。”

鲍姆加藤认为，海南不只拥有极大
的发展机会和潜力，而且已经吸引了许
多国际资本，包括国际连琐高档酒店、
奢侈品消费等，这些为海南进入国际市
场打下了一定基础。

“除了新鲜，海南还应该有自己不
同于其他旅游目的地的特色，包括文
化、生态、多样化的旅游产品。”鲍姆加
藤一再提醒海南的朋友们，海南不能模
仿西班牙、墨西哥的过度开发模式，也
不能简单复制夏威夷的经验。他建议：
首先，海南不但要树立一个环保、绿色
的形象，同时也要将环保、绿色的理念
注入旅游产品的开发当中；其次，海南
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游客进出
的方式，对于一个发展旅游业的小岛而
言，航线资源非常重要；第三，海南发展
旅游业虽然已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还不够，还需不断大
力推广。

“所以我想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是机会与挑战并存。”鲍姆加藤说，

“就看我们怎么来把握了，是收获机会
还是受挫于挑战？”

有着 28 年的航空业高级管理经验
的鲍姆加藤认为，海南旅游开发一定要
注意不要过度开发市场，要注意一个旅
游目的地的寿命和容量。“旅游经济会
给海南带来很多机遇，但是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和定
位，接待的数量和容量都应有一个精确
的标准，这就是规划。这个规划不是纸
上画画，也不是空中楼阁，要做得实际、
谨慎，譬如在哪里建酒店、高尔夫球场、
民居，什么时候建等，都必须有一个详
细的规划来指导。”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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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年底

2017年和2018年
包括亚特兰蒂斯、红树林、瑰丽、安

达士、四季、华尔道夫、文华东方等奢华
酒店密集开业

海南也成为中国高端度假酒店最集中的区域
吸引了众多的国际国内客源

海南：国际度假酒店的中国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