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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11月 15日，2018“爱上海南”国
际旅游岛推介会走进上海。“上海长
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不仅外国游
客多，工作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
多。据统计，目前在上海居住6个月
以上的外国人约20-30万人，也是海
南将上海作为推广入境旅游重要阵
地的原因。”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国际与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处长王
可表示。

早在 2016年，我省旅游部门就
策划进行了“发现海南”系列国际推
介会，2017年则以“体验海南”为主
题，今年则升级为“爱上海南”。从

“发现”到“体验”再到“爱上”的旅游
推介三部曲，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更
多境外游客从不知道海南到了解海
南，从对海南感兴趣到体验海南，进而
爱上海南。

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
除了“航线开到哪，推介促销做到哪”
之外，为进一步提高海南国际旅游岛
在外国人群体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从2016年起，我省旅游部门就先后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等地
举行“发现海南”“体验海南”“爱上海
南”系列国际推介会，实现了不走出
国门一样可以开发境外旅游市场的
宣传效果。

随着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的
实施以及国际航线的不断开通和加
密，外国游客赴琼旅游更加便捷。王
可透露，在此基础上，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将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2020年实现入境游客200万人
次”的工作目标，在两三年内尽可能地
在59国开展旅游营销推介，传递政
策、加强交流，助推入境游发展。

创新旅游营销方式，开拓入境游市场

用世界语言讲好海南故事

■ 本报记者 赵优

■ 本报记者 赵优

文昌鸡、温泉鹅、糟粕醋、清补凉、
马鲛鱼、和乐蟹粥……11月24日，正逢
2018年（第十九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开幕，“海南厨房”集结海南众多名
菜及小吃惊喜亮相2018第四届海南
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独具海南味道
的美食获得广大市民游客点赞。

近两年，我省在港澳台市场着力打
造的“海南厨房”，曾分别在香港国际旅
游展、香港美食博览会、澳门国际旅游
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等
展会展出，供当地参展嘉宾品尝和购买
海南旅游美食，广受好评和热捧，有效
加深当地对海南旅游的印象，“海南厨
房”已经成为我省旅游形象IP。

美食传递海南“温度”

“一口菠萝蜜就让人感受到浓郁
的热带气息”“能有如此美味的菜品，
肯定得益于海南的好环境”……11月
16日，2018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
上海盛大开幕，海南展馆重点打造的

“海南厨房”甫一亮相就人气爆棚。“我
们希望用海南优质的食材和烹饪技
艺，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海南味道，展
现海南的生态优势和文化魅力，让他
们用味蕾感受海南的美好。”海口鸿记
港之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惠
芳接受采访时表示。

提前一个月准备食材、不远千里
的长途运输、借用当地酒店厨房进行
加工……“海南厨房”的呈现无疑费时
费力，如此“大费周章”，在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和企业看来却是值得的。

“‘海南厨房’的创意非常棒，有味
道、有温度。以美食为媒，展示出优质
丰富的海南旅游内涵。”同来参加
2018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的浙江省
台州市旅游局局长管秉阳品尝过白莲
鹅后赞不绝口，现场购买打包，“我们
真诚欢迎海南到台州做一场旅游美食
专场推介会。”

在本届美食博览会上，“海南厨
房”延续其场景化营销的经验，汇集我
省众多人气菜品及小吃、水果，为市民
游客打造一场海南美食之旅。在“海
南厨房”，现场制作的海南美食深受市

民游客追捧，人气火爆，市民争先来品
尝地道的海南名菜和小吃。

本地餐饮还需修炼“内功”

此次“海南厨房”还携手本土“呷
咪点评”组织岛内媒体、美食大咖、外
国友人、美食爱好者等组成美食侦探
队，前往岛内美食餐厅品鉴各种名菜、
名吃。结合游客需求和旅游美食时
尚，“海南厨房”推出海南传统四大名
菜的推荐打卡餐厅、海南新四大名菜
——临高烤乳猪、香煎马鲛鱼、琼海温
泉鹅、糟粕醋海鲜和海南四大名小吃
——海南粉、清补凉、鸡屎藤、薏粑。

11月 20日，HainanlifeDaily编
辑俄罗斯人达利亚及海南多语言旅游
官网编辑美国人谢敏参加了美食试
吃。“烤乳猪鲜嫩松脆，红焖东山羊非
常美味，而鸡屎藤看起来平常，其实吃
起来很可口。”达利亚给出了自己的评
价。但她和谢敏在品尝红糖姜汁鸡屎
藤和椰奶鸡屎藤时产生了“分歧”：达
利亚喜欢椰奶鸡屎藤，而谢敏则更中
意红糖姜汁鸡屎藤。“虽然姜汁有些

辣，但旅游就是要体验当地的地道美
食不是吗？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了解当
地文化。”在海南待了13年的谢敏对
美食的接受度很高。但记者注意到，
参加试吃的外国友人对餐饮店的环
境、卫生及服务比较在意。

除了主打传统菜式的琼菜王、主打
椰子鸡汤的龙泉、主打老爸茶的假日一
品、主打清补凉的椰语堂、主打和乐蟹

粥的新海府等海南本土餐饮品牌外，许
多拥有地道食材及味道的海南本土美
食餐饮店却仍保留着大排档式的就餐
环境，对于游客来说，吸引力大打折
扣。为此，业内人士建议，本土美食和
餐饮品牌想要更好地与旅游市场对接，
特别是与入境游市场对接，除了要保证
美食本身的食材和文化外，还要注重对
环境的营造以及服务的提升。

2018海南国际旅游美食博览会现场，“海南厨房”首次亮相岛内。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厨房”成为我省旅游营销推介形象IP

为海南旅游增添舌尖诱惑

在前不久举行的“爱上海
南”海南国际旅游岛首尔推介
会上，海南籍在韩当红艺人王
霏霏惊喜现身为家乡站台；“爱
上海南”国际旅游岛上海推介
会中，“VR高球体感”互动专
区等随处可见的高尔夫球元素
让在沪的外籍商务精英们感受
到了海岛魅力……近来，我省
在持续加大旅游推介力度的同
时，不断创新旅游营销方式，用
世界语言讲好海南故事，积极
开拓入境游市场。数据也印证
了相关部门的努力。去年迅猛
增长的入境游今年依然保持较
好的增长势头：今年1-10月，
我省接待入境游客98.21万人
次，同比增长10.6%。

11月7日，在“爱上海南”海南国
际旅游岛首尔推介会上，琼韩两地民
歌和器乐串烧表演《中韩古韵》一下
子拉近了海南与韩国的旅游文化共
性，精彩的表演博得嘉宾的阵阵掌
声。而海南籍在韩当红艺人王霏霏
的惊喜现身并演唱成名曲则把现场
气氛推向高潮。“我会利用自身在韩
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宣传海南旅游和
家乡发展变化。”为家乡站台的王
霏霏表示。

除了贴近性，我省旅游营销在体
验性上也下足了功夫。外场设置了

“VR高球体感”互动专区让高球爱
好者能一展身手，国际调酒大师以海
南特色的山兰酒和椰汁为元素现场
展示了“海南特调”鸡尾酒，国际高尔
夫球球星张连伟现身推广……“来自
海地的克罗德为这场推介会点赞：

“我来自热带，喜欢热带，很高兴通过
这场推介会让我看到了海南这样一
个热带岛屿的魅力，让我知道去海南
能够玩什么。”

以亲子为主题的“爱上海南”国
际旅游岛北京推介会则提前深入多
个国际高端社区联动10所国际学
校，开展外国儿童绘画作品征集活动
并将画作现场展示，此外，DIY清补
凉、海南本土吉祥物波波椰现场实力
卖萌……“浸入式”营销下，不少家庭
被海南“圈粉”。

“营销推介更加专业化、主题
化，旅游、文化、体育的融合使得营
销方式更具新意、更具特色。用世
界语言讲好海南故事，海南也将更
深度地参与国际旅游市场的分工之
中。”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刘金林
表示。

随着旅游营销主题的推陈出新，
我省旅游部门也逐渐摒弃了“大而全”
的填鸭式营销，根据入境旅游市场的
不同情况有所侧重地推介旅游产品。

今年6月，恰逢暑假前夕，以“家
庭”“亲子”为主题的2018“爱上海南”
国际旅游岛推介会在北京举行，邀请
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瑞
典、荷兰、匈牙利、印度等国家的驻华
使领馆、商会、企业和国际学校的代表
及其家庭约150位嘉宾出席推介会，
海航、南航、三亚亚特兰蒂斯、海口观
澜湖、石梅湾威斯汀、分界洲岛等多家
企业提供的海南亲子旅游产品令嘉宾
们感受国际海岛的独特魅力。

而此次在上海举行的“爱上海南”
国际旅游岛推介会则定位“商务精英
高尔夫球专场”，这也是我省首次以

“高尔夫”这个体育项目为抓手举办的
国际旅游岛推介会。“商务人士旅游更
多喜爱的是高尔夫旅游产品，海南有
58个各具特色的高尔夫球场，且一年
四季都可以享受高尔夫运动。”海口观
澜湖高尔夫球会运作总监杨升表示，
有此专项推介机会，观澜湖高尔夫球
会当仁不让，“高尔夫旅游推介产生的
影响会超出高尔夫本身”。

从黎苗风情的民族表演到沉浸式
的高尔夫体验，我省旅游营销愈发重
视与文化、体育的深度融合。“以前旅
游和文体机构没有合并，大家总觉得
少了一条腿走路，文化活动和体育赛
事等推介内容需要打破部门间的藩
篱。如今成立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不仅内部工作更加容易整合，也使
得旅游营销逐步打通内容和渠道，依
托文化产品和体育赛事产品，也更加
符合国际趋势。”王可表示。

不断创新营销方式旅游营销主题化精准定位开展推介

B C

据人民网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声
明表示，强烈谴责近期曝光的国内星级酒店卫生
乱象，建议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
星、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
的星级饭店。

近日，一位消费者曝光了国内十数家高星级
饭店卫生乱象，尽管这已经不是这类问题第一次
被曝光，但此次涉事企业覆盖面广，星级高，情节
恶劣。

中国消费者协会方面指出，此次曝光的这些
星级大饭店存在的问题严重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消
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
定权益，高星级的亮丽表面与令人不堪的卫生状
况形成强烈反差，毫无疑问，这是对消费者信心的
又一次沉重打击，更是与营造良好旅游消费环境
的目标严重违背。

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
饭店的星级评价，既是对旅游饭店硬件设施的考
评，也是对卫生、安全、餐饮等软服务的认证，更是
诚信和信用的标志。希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不
护短不怕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副实的
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
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

中消协强烈谴责
酒店卫生乱象
建议名不副实者摘星降级

据新华社报道，耗时5年建成的孔子博物馆
11月26日上午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开馆试运行，
首批2000多件文物搬出孔府文物档案馆、入住孔
子博物馆，今后将有69万多件孔府文物逐批“乔
迁新居”。

受限于缺少展览展示条件，长期以来孔府内
的文物很少有人能够见到。其实，这里文物数量
惊人：35类全国可移动文物中，孔府文物涵盖34
类，文物藏品多达69万多件、约34万套，可移动
文物数量列全国前十、山东省第一。

国家一级文物、清乾隆御赐青铜器“商周十
供”，26日被展陈在孔子博物馆“孔庙祭祀”单元
中。作为孔府御赐文物的代表和国宝级文物，

“商周十供”是我国稀有的完整成组传世的青铜
器瑰宝。

孔子博物馆青铜器组藏品保管员褚红轩介
绍，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波澜壮阔、光
彩夺目的时期，这一时期青铜器制作精良，纹饰图
案丰富多彩。“商周十供”分为2件盛酒器、1件饮
酒器、3件烹煮器、4件盛食器，重量在2.1千克至
5.6千克之间，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青铜铸造提供了
重要参考。

孔子博物馆开馆
首批2000多件孔府文物
搬入新家

据《中国日报》报道，近日，印度尼西亚发生了
一起因榴莲引发的“飞行事故”：一群乘客搭乘印
尼苏拉维加亚航空公司一架从明古鲁飞往雅加达
的航班，但他们登机后发现机舱里竟然弥漫着一
股榴莲的恶臭，于是纷纷“出逃”并拒绝登机，导致
这架航班延迟了1个小时才飞上天空。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乘客们进入机舱
后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于是向机上的乘务人
员抗议。得知“恶臭”源于飞机货舱里装载的2
吨榴莲后，乘客们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乘客
们集体走出机舱并拒绝返回，除非航空公司把
榴莲搬走。

航空公司方面坚称这些榴莲并不会影响飞
行安全，而且等到飞机起飞后榴莲的气味就会散
掉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航空公司最终妥协，他
们派人把货舱中的榴莲搬下飞机。最终，这场闹
剧导致航班延误了1个小时才起飞。

事后，苏拉维加亚航空公司管理人员阿卜杜
勒·拉希姆公开在电视上“喊冤”，他说榴莲不属于
航空运输危险品，这一次榴莲气味之所以会如此
浓烈，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做足了事前预防
措施，比如说在飞机货舱里放了香兰叶和咖啡粉，
用来吸收榴莲的气味”。 （李辑）

都是榴莲惹的祸！
味道太臭 乘客集体抗议拒登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意大利久负盛名的“歪
楼”比萨斜塔不但停止了下陷趋势，而且被扶正4
厘米。

经过自1993年至2001年的抢救工程后，当
地成立了负责比萨斜塔修复工程的监督小组，该
小组在当日声明中表示，经过17年的观察，“比萨
斜塔现在已经非常稳固”。报道称，先前因为与垂
直线比较倾斜4.5米，基于安全考虑，比萨斜塔自
1990年 1月起对外关闭11年，后经过抢修，在
2001年时被拉直了近40厘米。现经过17年的修
复，高58米的比萨斜塔再次被拉直了4厘米，共
耗资2800万欧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

17年耗资2.2亿元

比萨斜塔扶正4厘米

“爱上海南”国际旅游岛推
介会北京场，嘉宾在征集的儿
童绘画作品前留影。

﹃
爱
上
海
南
﹄
国
际
旅
游
岛
推
介
会
上
海
场
，嘉
宾
上
台
跳
竹
竿
舞
。

多
次
﹃
参
加
﹄
旅
游
推
介
会
的
波
波
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