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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共同打造北部湾旅游“黄金海湾”，
推动资源共享、
客源互送、
线路互通

琼北
“朋友圈”跨海手牵手

明年二月起赴泰旅游
可办理电子签证

游客在海口一农庄游玩。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据中国日报网报道，泰国领事事务部门将于
2019 年 2 月首次启用电子签证服务，并将率先在泰
国驻中国大使馆北京签证处实行。在未来 3 年内，
泰国电子签证也将逐步推广至其他国家。
从 2019 年 2 月 15 日起，在北京的赴泰签证申
请者将无需再前往大使馆填写表格办理业务，可以
通过签证申请网站在线办理。线上办理签证的业务
之后也将在其他国家推出。
根据泰国领事事务部门的公告，2019 年 3 月，
电子签证服务还将扩展至泰国驻英国使馆，4 月份
开始在法国推出。未来 3 年内，所有的泰国驻外使
馆都将能够提供该服务。
公告称，办理电子签证的游客，
护照上不需要加
盖签证章。获得签证的人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批准
通知，而其信息也会自动转移至泰国移民局。到达
泰国之后，签证持有人只需在入境口岸通过生物识
别系统或自动化系统进行验证。
负责电子签证支付业务的泰华农民银行行长表
示，申请者可以通过信用卡、扫码、网银等多种方式
进行支付，而中国的申请者还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宝
和银联来支付签证费用。
泰国领事事务部负责人差立表示，中国是泰国
最大的旅游客源国，所以首先选择向中国游客提供
电子签证，之后再拓展到其他国家。根据泰国旅游
体育部的数据，2018 年 7 月 5 日普吉岛发生游船倾
覆事故致 47 名中国游客丧生，之后中国游客的数量
就有所下降，
但仍高居外国游客人数的首位。

热点
10 月 26 日，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
与海南沃德国际旅行社、海南惠众国际
旅行社在海口市共同签署“海口-北海航
线轻奢游轮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
各方在组团以及包船、包舱、产品线路设
计等方面达成共识，将共同推动海口-北
海旅游航线产品升级换代。
“每逢秋冬季节，海南便会聚集大量
北方
‘候鸟’
老人，
他们有着旺盛的出行需
求。两地航线产品的升级将更好地串连
起海南、广西的旅游资源，使传统旅游线
路焕发更大生机。”北海新绎游船公司副
总经理何靖在签约仪式上介绍，
两地旅行
社基于海口-北海航线“北部湾 66”游轮
共同推出
“轻奢游轮”
系列旅游产品，
其中
包括针对越南出境游推出轻奢邮轮之旅、
针对广西崇左推出魅力中国城之旅等。
航线产品的升级换代只是“朋友圈”
之间旅游合作的一个缩影。
近两年，
琼北与湛江区域就定期组织
旅游院校、专家、企业及媒体等在两地实
地踩线调研、创新设计区域旅游产品和旅
游线路，全年根据不同季节推出 5 大系列
旅游产品、20 条以上旅游线路，建立区域
旅游产品体系。
“在 7 月举行的 2018 海南
琼北、湛江区域旅游资源（深圳）推介会上
就推出了琼湛区域暑期亲子游、滨海度假
游、
乡村旅游等 37 条旅游线路，
打造
‘一程
多站’的旅游产品，以旅游资源的优势互
补吸引珠三角和港澳游客前往湛江和琼
北等地旅游。
”
林洪强介绍说。

合作区域逐渐延伸

共推旅游新产品

“海南的许多地
方都走过了，就坐游
轮来北海逛逛。”来
自黑龙江的“ 候鸟”
张裕明和老伴刚刚
结束新鲜的游轮之
旅，就策划起了深度
广西行。
资源相似、地缘
相近，琼北与北部湾
城市群的经济交流、
人文交往历来密
切。随着像张裕明
一样的游客逐渐增
多，琼北与北部湾城
市群之间的旅游合
作也愈发紧密。从
共享一湾水，到共同
打造北部湾旅游“黄
金海湾”，以海口为
代表的琼北各县市
“朋友圈”不断壮大。

抱团开展旅游营销

■ 本报记者 赵优

2017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建设北部湾城市群，打造“一湾双轴，一
核两极”的城市群框架，发挥地缘优势，
挖掘区域特质，建设面向东盟、服务“三
南”、宜居宜业的蓝色海湾城市群。同为
“一湾双轴”的重点城市，海口和北部湾
城市群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大势所趋。
“其实早在 2016 年 12 月，由海口、儋
州、文昌、琼海、澄迈、定安、屯昌、临高、琼
中、
昌江等琼北十市县和广东湛江、
徐闻和
雷州三市县就组成了琼北、湛江区域旅游
合作联盟，
成为一个统一市场作为琼州海
峡一体化的有效补充，
加强了海口市与湛
江市在旅游方面的深度合作，
形成了共同
打造
‘一峡两岸’
旅游品牌的良好局面。
”
琼
北旅游工作办公室主任于济东表示。
由此，抱团开展旅游营销成为两地
的共同选择：
“2017 永远的邀请—您到琼
北、湛江过大年”系列推介活动走进广州
和北京、
“牵手北部湾，惊叹新海口”2017
海口（北部湾）城市旅游推介活动相继在
北海市、钦州市举办，
“美好新琼北，粤来
粤享玩”2018 海南琼北、湛江区域旅游资
源（深圳）推介会等旅游推介会则发力珠
三角及港澳台市场……
“在国家战略下，
以北部湾城市群为载
体，
以旅游为抓手推动海南、广东、广西的
北部湾城市群实现资源共享、
市场共建、
利
益共赢，有助于推进区域一体化融合发
展。
”
湛江市旅游局市场科科长林洪强接受
采访时表示。

今年 5 月 9 日，广东、广西、海南三
省（区）人民政府在海口达成协议，明确
提出粤桂琼三地联合打造精品旅游线
路，加强城市旅游市场合作，推进游客互
送，合力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今
年 7 月，伴随着广湛高铁的开通，湛江市
实现高铁“零突破”，未来，将会有 4 条高
速铁路汇集到湛江，从湛江进出广东、广
西将更加方便快捷，这对周边城市群无
疑是重大利好。
“积极利用高铁便捷的输
出功能，策划更多的粤桂琼旅游产品，国
人的向南之旅将走向‘更蓝更深’。”湛江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业 内 人 士 表 示 ，近 年 来 北 海、钦 州
等地旅游业发展较快，高铁、航空等交
通设施完善之后，从西南、西北等地过
来的游客很多，北部湾沿线地区就像一
个巨大的漏斗，各地客流汇聚于此，打
通海口与北海、钦州、湛江等地的旅游
线路，可以承接一大部分往南的客流，
再连通东南亚的旅游资源，实现互利共
赢。
“接下来，海口（北部湾）城市旅游推
介活动还将走进广西南宁和广东茂名，
加快北部湾城市群的交流互动和旅游合
作。”于济东还透露，12 月期间还将开展
北部湾十五城市群旅游线路调研工作，
打造“一程多站，一路向南去看海”精品
旅游路线，树立“美丽蓝色海湾”旅游品
牌，实现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客源互送、
线路互通。

我省推动高尔夫与旅游深度融合，多场推介会实现精准营销

借力高尔夫 拓展入境游
■ 本报记者 赵优

每周，美兰机
场总会迎来两班
来自韩国首尔的
航 班 ，行 李 提 取
处，一件件高尔夫
球具被主人带往
琼北的几大高尔
夫球场。与此同
时，博鳌、陵水、三
亚等地的球场也
时常看到说着韩
语或者英语的境
外客人，在海风轻
抚下潇洒挥杆。
随着 59 国人
员入境免签政策
的施行以及逐渐
增多和加密的国
际航线，我省各大
高尔夫球纷纷发
力入境游市场，迎
来了入境游客量
的稳步增长。
■■■■■

入境游成为高尔夫
旅游增长点
“海南拥有洁净的空气、良好的生
态环境、怡人的热带气候和完备的度
假设施，冬无严寒，几乎天天都是打球
的好日子。”来自韩国的高尔夫球爱好
者柳明燮十分喜爱在海南打高尔夫。
“作为一项健康、阳光的运动，高
尔夫与海南的气质十分符合。而作为
国际旅游岛，海南的高尔夫不仅面向
国内，更面向国际。”海口观澜湖高尔
夫球会运作总监杨升表示。
拥有 58 个风格各异的高尔夫球
场，我省积极推动高尔夫与旅游的深
度融合，加快进行精准营销。7 月初，
2018 年海南高尔夫旅游推介会在澳
大利亚悉尼举行，11 月 15 日在上海举
办的“爱上海南”国际旅游岛推介会则
定位为“商务精英高尔夫球专场”，实
现以球会友。
随着国内高尔夫市场趋于稳定，
我省各个球会也将目光瞄准入境游市
场。
“ 高尔夫球爱好者有很大的流动
性，通常喜欢到各地体验不同的球场，
而且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可以说，
高尔夫一个产业可以带动航空、酒店、
旅行社、汽车租赁、餐饮、娱乐等多个
产业发展，对于旅游有着巨大的带动

游客在陵水清水湾的高尔夫球场挥杆。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和促进作用。”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副
秘书长刘秉和表示。
如今，我省各大高尔夫球场迎来
越来越多的境外客人，得益于连续 5
年举办蓝湾大师赛的影响力，今年鉴
湖·蓝湾高尔夫球会的境外客人同比
增长近 30%。
“ 虽然基数不大，但趋势
明显。”鉴湖·蓝湾高尔夫球会总经理
徐晓荣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高尔夫球会负责人，
刘秉和也感受到了
入境游客的增加，
“今年预计接待境外游

客 6000 多人，约占总接待量的三分之
一，
客人大都来自韩国、
新加坡等地。
”

提升服务迎发展契机
进入旺季，海口观澜湖高尔夫球
会也迎来了入境游客的增长。
“市场培
育需要积累的过程，我们有耐心，入境
游客增长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这个潮
流已经来了，未来 5 至 10 年是重要的
发展契机。”杨升透露，球会已经做好
准备迎接入境游客的进一步增长：英
■■■■■

语成为人员招聘时的重要考量因素，
会说英语的员工保证一定的比例，重
要岗位必须是双语人才……
“客人来
了 要 留 住 ，靠 的 是 优 质 的 服 务 和 体
验。”杨升说。
计划于 2019 年初开通的博鳌—
首尔航线，让刘秉和十分期待。
“ 这是
我们期待已久的航线，这对于博鳌的
球会和酒店来说如虎添翼，该航线的
开通也将有助于将韩国客人引流至我
省中部和北部的球场。”他表示，航线
开通之后，对其他客源市场国家将产
生带动作用和叠加效应，客源或将成
倍增长。目前，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高尔夫球会也在针对客源市场
对员工做针对性培训，提升球场员工
韩语及英语水平。
海南球场多、品质好，如何把高尔
夫旅游在世界打出知名度？徐晓荣和
刘秉和提出相同的建议：加大力度做
境外推广，特别要针对有航线的客源
市场做精准营销推介，使高尔夫发挥
其在入境游中的巨大带动作用。
参与旅游推介，海口观澜湖高尔
夫球会可谓当仁不让。
“ 我们相信，随
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以及 59 国人员入境免
签政策的实施、国际航线的不断加密，
高尔夫将在入境游中扮演举足轻重的
角色。
”
杨升表示。

欧盟赠青年
1.5万张旅游通票
据中新网报道，
日前，
欧盟青年教育文化委员会
发布通告，2019 年，欧盟将再次向年轻人赠送 1.5 万
张欧洲通票，凡欧盟地区年满 18 岁的青年，可在 12
月 11 日前提出申请。此举为方便青年人了解欧洲
大陆风土人情。
据报道，2018 年，欧盟推出一项针对欧盟青年
人旅游发展计划，鼓励青年人申请参加“发现欧盟”
旅游项目，参与者可以免费在欧盟成员国乘坐火车、
轮渡和公交，
食宿费用自理。
该项目旨在帮助年轻人开阔视野。项目创意最
初由一些欧盟活跃人士提出，建议每一位欧盟公民
年满十八岁时，
都能够获得一份欧洲通票作为礼物，
方便他们了解欧洲大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
据悉，
2018 年，
欧盟首轮夏季赠票活动，
共有 10
万名青年人提出申请，
最终 1.5 万幸运青年获得了赠
票。2019 年活动参与者，可通过社交媒体和所在学
校进行申请，申请者必须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年
满 18 岁，
申请截止日期为 12 月 11 日。
欧盟青年教育文化专员那蒂博尔·沃拉斯奇表示，
欧盟委员会计划进一步扩大对该项目的支持，
项目计
划一旦获得欧盟议会和各成员国的批准，2021 年至
2027 年期间，
该项目有望获得 7 亿欧元资金，
届时欧
盟将有150万青年人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一旅游项目。

美国女子泰国奇遇
客机变
“专机”
据新华社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一名
女子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在泰国旅游时的一段
奇遇：
登机后她发现自己成为那趟航班唯一乘客。
拉萨米·麦卡杜在泰国度假期间，乘坐曼谷航
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319 型客机从曼谷飞往苏梅
岛 ，登 机 后 发 现 ，直 到 空 乘 人 员 关 闭 舱 门 准 备 起
飞，周围都没有一名乘客。空乘人员告诉她，她是
机上唯一乘客，可以享受无限量餐饮，还可在过道
上跳舞、奔跑。
麦卡杜有亲属住在泰国，经常乘机往返于大陆
与周边岛屿走亲访友。她预订的那趟航班平时都是
满员。当她得知自己是唯一乘客时，录下一段视频
作纪念。
麦卡杜近日在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分享这
段奇遇。照片上显示，她做出多种搞怪表情，作为背
景的过道及周边座位没有一名乘客。她说，起初感
觉
“激动、好玩”
，不过，客机后来遇到气流，
颠簸得厉
害，她一度产生不祥之感。客机飞行 1 小时 30 分钟
后，平安抵达目的地。
据了解，通常情况下，
客机哪怕只有一名乘客登
机，也会按时起飞。主要原因包括机上可能有货物
需要运输；定期航班一旦取消，不仅会影响货物运
输，还会打乱等待返程乘客的计划；
客机停在机场需
要支付大笔费用。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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