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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旅游包机航线、实行免签政策、分享邮轮蛋糕，海南旅游一步步走向世界

普京盛赞：很多朋友都说海南很美

1997年，当有着一半中国血统的
谢尔盖·阿烈克桑德勒维奇·张石组织
了远东、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的3个地
区的旅行社，一行20人远赴海南考察
旅游时，几乎所有人给予的都是怀疑
甚至不解的目光。

张石的朋友安德烈·伊万诺夫也
加入到这个“疯狂”的计划中。

从1997年接待791名俄罗斯游
客开始，在张石和安德烈们的坚持下，
2004年，海南接待俄罗斯游客首次超
过1万人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
信：这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

2005年3月，海南在莫斯科举办了
首次旅游推介会，在当地引起轰动。
2005年12月25日，俄罗斯洲际航空公

司开通莫斯科至三亚的定期包机航线，
这是海南与俄罗斯开通的第一个旅游
包机航线。2006年，海南接待俄罗斯
游客达到8.5万人次，同比增长192%！
海南成为俄罗斯在远东的第二大旅游
目的地。2008年，俄罗斯超过韩国成
为海南第一大境外客源地。

2017 年 12 月 6日，随着UT725

航班（莫斯科—三亚）降落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海南迎来年入境游客量突破
100万人次的历史性时刻。远道而来
的228名俄罗斯游客，一下飞机就感
受到了海南岛明媚的阳光。

海南提前3年实现了入境游客100
万人次的目标。2017年，海南接待俄罗
斯游客人数又一次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疯狂计划”| 从791人到远东第二大旅游目的地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怀揣着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海南
的心愿，海南旅游一步步走向世界。

2000年3月11日，海南首次组团
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第三十四届柏
林国际旅游交易会。首次亮相国际旅
游交易会的海南，以“海南——中国的
热带”为主题，令熟悉了中国北京、上
海、西安、桂林经典观光路线的外国旅
游市场眼前一亮。这一年，原国家旅

游局将海南作为中国度假旅游的拳头
产品推向德国等欧洲市场。

一年后的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
成立大会，令海南国际知名度大大提
升，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游客到海南享
受阳光、空气、海水、沙滩，就连芬兰、瑞
典、挪威等国家和地区的旅行商也分别
组团到海南踩线。

英国第三大旅游批发商任我行

（My Travel）集团也开始将海南作为
其主推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在2007年
度“扩张”版图上，“任我行”增加了伦敦、
曼彻斯特包机直飞三亚的假期航线，称
此举是填补海南入境游的“英国真空”。

同年5月24日，欧洲另一著名旅游
公司途易集团在亚龙湾召开发布会，表
示将首次推出“沙滩度假游”产品，其中
三亚将是该品牌的首选地。每周将有

来自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等国近200
名北欧客人赴三亚体验“沙滩度假游”。

半年后，这家在当时拥有分布在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共3200多个旅游分销
商、100多架飞机、37个地接社和分布在
28个国家的209家酒店的世界知名旅
游集团，向海南输送度假客人。2007
年，海南接待德国游客超过1.6万人次，
德国成为海南第六大境外客源地。

走进欧洲 | 与途易、任我行合作

2017年3月26日，被称为邮轮中的“女神”的德国“爱达贝拉"号邮轮靠泊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码头,这是“爱达贝拉”首航三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邮轮造访 | 海南竹竿舞备受欢迎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

海南也是国内最先分享到邮轮蛋糕的
地区。据三亚市口岸办提供的资料，
1989年12月6日，巴拿马籍邮轮“海
洋珍珠宝”停靠三亚港，是邮轮造访海
南省的开始。

为了更好地向游客推介海南，也
为了丰富客人的邮轮假期，1994年开
通海南航线伊始，丽星邮轮就与海南
省旅游局在邮轮上推出“海南宣传
月”，展示海南黎族苗族风情舞、海南
人偶戏，以及海南特色工艺品。

令邮轮公司感到意外的是，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的黎苗风

情舞大受游客欢迎。琼中姑娘们在邮
轮上大跳竹竿舞的时候，即使是对北
上广的时尚青年而言，国际邮轮、邮轮
生活还是距离自己太遥远的生活。谁
都不曾想到，中国会在短短十年之后，
就迎来国际邮轮公司的极大关注。

按照邮轮旅游的发展规律，在人
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邮轮旅游开
始发展；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时，
邮轮旅游快速发展；人均GDP超过2
万美元时，邮轮旅游市场发展到高
潮。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
过3000美元大关，达到3471美元，其
中，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已

超过5000美元，已完全具备了发展邮
轮旅游的经济基础。

海南早早做好了准备——2006
年，中国首个10万吨级的邮轮专用码头
在海南三亚凤凰岛建成。2006年11月
9日，搭载着261名游客的意大利籍邮
轮“爱兰歌娜”号从香港抵达三亚，稳稳
停靠在凤凰岛国际邮轮客运港码头。
三亚实现了在邮轮经济产业链中从“接
待港”到邮轮游客“输出港”的转变。

两年后的2008年，三亚接待国际
邮轮132艘次，同比增长128%，成为
当年国内接待国际邮轮最多的港口城
市。出入境邮轮游客从 2007 年的

6.16万人次增长到26.27万人次，同比
增长高达326%。而位居第二的上海，
当年到访邮轮为56艘。

为更好地推动邮轮产业发展，从
2017年开始，根据《海南省鼓励邮轮
旅游产业发展财政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海南将连续三年对邮轮旅游产
业实施奖励政策，对选择海南省邮轮
港作为始发港或访问港开展运营的邮
轮公司进行奖励；对邮轮公司、邮轮经
营人及租赁（或包租）邮轮的企业开辟
海南（海口或三亚）母港航线按照航次
予以奖励。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一个当初年接
待量仅791人次、且相距几千公里的客源
市场，会在不到20年后成为一个年接待
量二三十万人次的境外第一客源市场。

2000年10月31日开始实施的对
俄罗斯等21个国家的5人以上旅游团
在海南停留时间不超过15天的，可以
免办签证从海南入境的免签证政策，成
为海南打开俄罗斯旅游市场的利器。

为了更好地促进海南旅游的国际

化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海南从2000年
10月31日起开始实行对外国旅游团免
办签证政策：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等21个国家的5人以上旅游团，经国家
旅游局批准在海南省内注册的40家国
际旅行社组团，在海南停留时间不超过
15天的，可以免办签证从海南入境。

海南成为全国入境签证最便利、
最开放的地区。

免签证政策实施2个月，当年办

签证的外国旅游团人数达1366人。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推动实施，办理免
签证的外国旅游团人数一年比一年增
加，免签证政策为海南打开一条通向
世界旅游市场的便捷通道。

2000年刚刚实施免签证政策时，
海南当年接待的俄罗斯游客仅2100
多人。在便利的免签证政策的推动
下，海南在俄罗斯旅游市场一路高歌
猛进，2008年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

响，当年海南省接待俄罗斯游客仍超
过了17万人次。

随后，在2010年8月和2018年5
月，公安部批准海南在已有21国免签
证的基础上，先后又将免签国家增加到
26个、59个。新的免签证政策，让更多
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到海南。

据不完全统计，十余年来海南省增
加的入境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免签团，
免签证已成为外国人来海南的主渠道。

入境免签 | 比肩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美国著名旅游专家、霍夫斯特拉
大学教授罗博特·宾克曼———

邮轮游艇将是
海南未来发展重点

与中国刚刚开始起步的海洋旅游相
比，美国发展海洋旅游已经非常成熟，特
别是在游艇邮轮方面的经验，我觉得有
很多是可以为海南提供借鉴的。我认为
海南和佛罗里达有很多相似性，邮轮游
艇会成为海南旅游未来的重点和亮点。

海南岛是一个岛屿，佛罗里达是一
个半岛。佛罗里达的支柱产业是旅游经
济，与美国其他州相比而言，这里基础教
育相对薄弱，这一点和海南岛很相似。
我在海南了解到，海南岛有少数民族及
后来移居岛上的居民，佛罗里达也是多
种族聚居的州。和海南类似的还包括：
佛罗里达冬季可以避寒，吸引不少候鸟
人群到这里养老。

迈阿密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如
果让我拿美国一个城市和三亚比较的
话，我的选择也是迈阿密。迈阿密的著
名当然是它“邮轮的首都”的地位。

世界排名前三的邮轮母港都在佛罗
里达，巴塞罗那排名第四，但巴塞罗那的
邮轮量只有排名第一的迈阿密的一半左
右。现在全球邮轮产业40%聚集在加勒
比海的邮轮港口，其中绝大多数又以佛
罗里达各个港口为母港。这里不但母港
非常美丽，而且从文化角度看，邮轮所经
停的岛屿特色非常显著，有法国风情的、
西班牙风情的、荷兰殖民地风情的，我们
都将其归为加勒比海风情。

亚洲人口世界第一，但目前亚洲仅
占世界邮轮产业3.6%的游客量，我认为
未来这里必将经历爆发式发展。我有一
组数据：过去 23 年中，先后有两亿游客
乘坐邮轮，其中40%的游客是在过去5年
参加的，也就是说近 5 年的增长是最迅
速的，这个市场非常强劲。

毫无疑问，近几年中国是世界邮轮
产业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国
境内已经有包括三亚、海口的16座城市
接待过国际豪华邮轮。与国际邮轮产业
比较，中国目前邮轮旅游一般还是3至4
晚的短途航线，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邮轮
消费刚刚起步，同时也说明未来发展潜
力巨大。过去几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
非常快，这是非常有利于邮轮产业快速
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目前歌诗达邮
轮、皇家加勒比、地中海邮轮、丽星邮轮
等四家国际邮轮公司已经在中国投入营
运，我认为未来邮轮产业在中国特别是
在海南会有很大发展。中国发展邮轮游
艇旅游商机巨大，但有一点必须清醒认
识到，海南邮轮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远发展、高速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对自
然资源的保护。现在就必须制定一系列
相关政策，如环境保护政策、对自然资源
的开发限制政策等。

（本报记者 杨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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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时间2007
年 3月 27日下午 1时
30分，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时任中国国家旅游
局局长邵琪伟的陪同
下，专程来到莫斯科国
际旅交会（ITM）中国旅
游展区。“海南，那就是
海南！”一进展区，普京
就发现了那个早就令
他神往的美丽海南。
普京高兴地告诉邵琪
伟：“我的朋友从海南
度假回来后，都说海南
非常好！”翻译的话音
刚落，中国展馆就响起
一阵热烈掌声。

突然降临的“幸
福”，令正在参加展会
的海南旅游代表团兴
奋不已：“俄罗斯总统
居然对海南岛这么熟
悉，一眼就认出来了！”
事后说起，当时的代表
团成员依然开心和兴
奋，他们做梦都不曾想
到过，海南在俄罗斯的
旅游“宣传员”，竟然是
普京总统！

1997年 海南接待俄罗斯游客791名

2004年 海南接待俄罗斯游客首次超过10000人次

2008年

2017年

海南开始实行对外国旅游团免办签证政策。
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21 个国家的5 人
以上旅游团，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在海南省内注
册的40 家国际旅行社组团，在海南停留时间
不超过15天的，可以免办签证从海南入境

俄罗斯
市场传奇

海南接待俄罗斯游客超过170000人次
俄罗斯成为海南境外第一客源市场

海南接待俄罗斯游客超过280000人次
创下历年新高

免签政策
助推
国际化

公安部批准海南在已有26国免签证的基础上
将免签国家增加到59个

2000年
10月31日起

2010年8月
公安部批准海南在已有21国免签证的基础上
将免签国家增加到26个

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