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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冬季，北方大部分城市普遍
降温至零摄氏度，不少地方大雪纷飞，
而海南却是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温
暖舒适的气候及优美的环境，吸引着
越来越多北方老人欣然南飞到海岛过
冬。据统计，海南省每年吸引着100
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候鸟”人群在冬
春之际前来度假。其中，到三亚度假
的“候鸟”人群近40万。近日，去哪儿
网发布 2019 年春节大数据显示，
2019年春节，海南仍列国内旅游过年
热门目的地榜首。

“我已经走过岛内好多地方了！”
像张新建一样，不少“候鸟”已经不满
足于买菜做饭的悠闲生活，更愿意约
上三五好友出门旅游，感受其他地方
独特的人文地理。“越来越多的‘候
鸟’在海南买房置业，居住的时间更
长，开始乐享旅居生活。”海南康泰旅
行社副总经理黄小玲对这一变化也感
受颇深。

在海南住上几个月，岛内游已经
满足不了旅居客们的需求了，越来越
多的人把目光瞄向东南亚。“东南亚也
是热带地区，离海南又近，去旅游很方
便。”张新建说，他打算带上老伴一起
去泰国好好玩一圈。

孙毅是90后，父母每年都在三
亚旅居近半年。“春节到三亚团聚，准
备带他们走出国门转转。”孙毅说。

网红成为景区青睐的传
播者

“小小莎老师”是知名旅游达
人。英语专业出身的她曾经是一位
大学老师，2016年毅然辞职，当起了
一名职业旅游博主，成为各大网站签
约旅行家。从帕劳到欧洲最大冰川，
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她镜头中的风景
绚烂、独特、精致。如今，“小小莎老
师”在今日头条上已经积累了300多
万粉丝，在新浪微博拥有 182万粉
丝，在抖音也有450多万粉丝，是名
副其实的旅游网红。

“很梦幻的酒店，求详细地址”
“过两天带上孩子去体验一下”……
在“小小莎老师”打卡亚洲第一家亚
特兰蒂斯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
的微博下，网友被精美浪漫的图片吸
引，纷纷表示想去体验。

庞大的网红群体，背后是网红强
大的带货能力，旅游达人也不例外。
通过“内容+社交”，只要有一个传播
点，就能带动景点的走红。因为火遍
全网的“答案茶”，大量网友飞往郑州
找寻“答案”；摩登兄弟走红，网友飞

往他们驻唱的丹东商业街现场听歌，
让丹东成为新晋网红地标。

“新媒体营销具备自主性、互动
性、前瞻性、高效性等多种优势，能够
达到迅速传播的效果，侧重于新媒体
营销是景区积极抓住时代潮流、顺应
多元化市场营销趋势的必然选择。”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市场宣传部
经理曹传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景区
经常与携程等OTA平台以及今日头
条、新浪微博等进行合作，邀请具有
粉丝量的网红或者旅游达人前来景
区体验。“他们的文字不一定是最优
美的，视频也不一定是最精致的，但
是他们依靠真实的体验感来打动粉
丝。”曹传佳说，景区此前通过抖音平
台邀请达人前来体验，其发布的一个
视频就获得1200万的播放量和30多
万点赞，传播效果十分可观。

内容“种草”要走心

内容消费时代，人人都在参与内
容表达，参与方式也越来越简单。微
博降低了图文的发布门槛，抖音降低
了短视频的发布门槛，而“旅拍”则让
编写“微游记”变得更简单，依靠几张

照片或短视频，仅需3分钟时间就能
完成一段旅行分享。

博主“龙先生的旅游日记”是驴妈
妈旅游达人、途牛旅游大玩家，常常在
各大平台分享旅游体验及心得。在他
看来，旅游达人必须具有发现美的眼
睛。“枝头上的一簇咖啡花、村子里的一
面墙或者老街里的一碗猪脚饭，都能成
为与网友分享的内容，再加上真诚走心
的文字，就会获得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为‘微博山东’与‘台儿庄
古城’制作的视频非常用心，从无人
机航拍的取景到文字、配音都花费了
不少功夫，传播效果也非常不错。”在

“小小莎老师”看来，当旅游行业进入
精细化内容红利时代，网红和达人也
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热衷打卡美食圣地的用户消费决
策更偏向“食”，热衷打卡酒店的用户
对“住”有更高品质要求……在业内人
士看来，网络分享能深入挖掘游客在
出游过程中的消费偏好，使内容“种
草”反哺旅游产业，通过用户的内容喜
好，指导旅游产业营销变革，旅行路线
从以前旅行社提供的大众化路线，升
级为个性化定制路线，激发旅游产业
新活力。

我省短途航线辐射广，出境旅游选择多

海南“候鸟”，带上护照作“旅鸟”

依靠粉丝量和传播效果

网红力量翻开旅游营销新时代

■ 本报记者 赵优

“这几年都在
海南过冬，现在想
出国门看看。”近
日，在海南新国旅·
旅游百事通的海口
长堤路营业部，来
自河北的“候鸟”老
人张新建正在咨询
赴泰国旅游事宜。

海南作为热门
旅游目的地，每年
冬季都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避寒度假。
依托巨大的游客量
及“候鸟”群体，我
省出境游也进入旺
季，成为出行客源
地。与此同时，各
大旅游企业纷纷推
出丰富的出境游产
品，满足游客的不
同需求。

2017年底，三亚市旅游委举行“带着
护照来三亚”推介会暨三亚冬春航空旅
游产品发布会，推出多条经典旅游航线
和近十种特色旅行产品，鼓励市民、游客
和“候鸟”人群从三亚出境游，推进三亚
由目的地向客源地转变，提升三亚联运
内地与东南亚客源市场的中转能力，实
现三亚国际市场双向客源稳定运营。

“出境游游客70%以上为‘候鸟’或者
旅居客，2018年12月海口直飞文莱的首
航中，90%的客人是外地身份证。”海南新
国旅旅行社总经理黄飞明显感受到了游
客结构的变化，“从海南出境旅游，比在他
们的原住地选择更多、性价比更高。”

旅居客俨然已经成为秋冬季海南出境游
的主力军。我省各大旅行社也通过产品差异
化、主题化为我省出境旅游打开新局面。

“同一航线或者目的地，我们设计出不
同类型的产品，从普通到中端到高端应有
尽有，从而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黄飞介
绍道。

针对“候鸟”老人特点，海口七彩阳光
假期旅行社也对出境游产品进行了调
整。“老人们时间比较充裕，希望行程
更加松散，不要太累，所以我们在旅
游线路和产品设置上也做了考量
和调整，让游客有更多住宿和
美食的体验。”符永岑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其泰国游高端
产品甚至还包含当地网红
餐厅打卡、体验特色集
市文化——水上市
场等。

从海南岛飞出国门正在成为一种潮
流，这与我省不断增多的航线密不可分。

为实现建设国际旅游岛以及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点的目标，海南
进一步拓宽空中航线“丝路”，畅通连接
世界的空中桥梁，实现与世界的无缝衔
接，近年来，我省不断开通和恢复境外航
线。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金边、万象、
琅勃拉邦、雅加达、芭提雅……截至目
前，我省至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泰
国、缅甸等国家的航线共计有20余条，
实现东盟10国全覆盖。

境外直航航线的开通大大便捷了出
入境游客的行程。以海口⇌金边为例，
直航航线开通之前，从海南出发的游客
必须从香港或广州转机，整个行程至少
耗费大半天的时间，而现在，时间则缩短
为1小时50分钟。从海南搭乘飞机到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直飞航程耗
时均在2小时以内，给游客省去了转机
的麻烦，出境游也渐成这些“候鸟老人”
和“新海南人”的出行时尚。

海南联合航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合航旅）经营着10余条海南与
东南亚国家间的国际包机航线，该公司
也感受到了出境旅游市场的升温。“不
管是出境还是入境，上座率基本达到
90%，2019年1月往返印尼的航班机票
已经订满了。”联合航旅企划总监胡璐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去往东南亚国家航线多、航程短，
基本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也没有温差，
对于海南的候鸟老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出境游目的地。”海口七彩阳光假期旅行
社总经理符永岑说，依托众多直达航线，
泰国、新加坡等本身具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且旅游产品性价比高的东南亚国家，
成为游客热衷的海外目的地，经典东南
亚游线路产品收客情况非常火热。

﹃
候
鸟
﹄
旅
游
热
情
高

东
南
亚
成
为
出
境
游
首
选

多
元
产
品
满
足
游
客
需
求

新加坡城市美景。 柬埔寨高棉的微笑。
印度尼西亚乌布的田园乡间。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本报记者 赵优

打卡照片、旅游短
视频、旅行vlog、户外
直播……如今在网络
上，有关旅游的分享丰
富多样、形象生动。人
们发现，旅行路线变得
越来越有“内容”：从以
往千篇一律的“两天一
夜海岛游”“大巴接送
购物游”到如今的“跟
着抖音网红打卡复古
老街区”“火遍小红书
的XX最美拍照圣地”
等……跟随短视频或
朋友圈打卡网红城市
和景点已成为新潮流，
预示着旅游内容消费
时代悄然到来。网红
或者旅游达人、旅游体
验师作为旅游内容生
产者，也在旅游营销中
发挥着作用。

聚焦

旅游达人利用自己在网络上的
影响力带动景区人气。

（博主“小小莎老师”提供）

柬埔寨“高棉的微笑”。

据新华网消息，为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加快旅

游领域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随着“互联网+旅游”的日益活跃，线上各类

不规范的旅游经营行为引发公众关注，针对这

一趋势，《办法》明确线上线下同步纳入黑名单

管理。《办法》适用主体既包括传统的旅行社、景

区、旅游住宿等从事旅游经营服务的企业、个体

工商户及导游等从业人员，也包括新兴的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提供在线旅游服务或者

产品的经营者（即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及从业

人员，上述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具有《办法》规

定七类严重违法失信情形之一的，就要被列入

旅游市场黑名单实施惩戒。同时还将人民法院

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管理，实施联

合惩戒。

据介绍，这七类严重违法失信情形包括：因

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

在旅游经营活动中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

事处罚的；受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机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导

游证处罚的；旅游市场主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属于旅游市场主体主要责任的；因侵害旅游者合

法权益，造成游客滞留或者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的；连续12个月内两次被列入旅游市场重点关

注名单的（重点关注名单管理办法另行制定）；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列入旅游市场黑名单的

其他情形。

在对失信人的惩戒方面，《办法》与此前文化

和旅游部等26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旅游领

域严重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

忘录》实现有效衔接，明确了六大惩戒措施，其中，

对被纳入黑名单的旅游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将

在参与评比表彰、政府采购、财政资金扶持、政策

试点等方面予以限制，向相关部门通告其严重违

法失信信息，实施联合惩戒；对被纳入黑名单的失

信被执行人，将实行限制高消费旅游惩戒，即限制

失信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等四类人员参加旅

行社组织的团队出境旅游。

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实施

失信人将被限制出境游

据《北京商报》报道，多地政府通过经济奖励

和政策支持，推动当地自驾旅游发展。1月6日，

北京商报记者获悉，青海省西宁市披露的2018年

自驾旅游数据显示，该市去年累计接待省外自驾

游车辆以及自驾游客量实现双增。据了解，为打

响“西行西宁畅游天下”自驾游品牌，当地政府修

订完善了《自驾游奖励暂行办法》，其中提到会对

自驾游游客进行资金奖励及补贴。在多重措施推

动下，西宁市2018年累计接待省外自驾游车辆

145.3万辆，同比增长37.1%；接待省外自驾游客

508.6万人次，同比增长36.2%。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已经有多个省市针对

自驾游推出经济奖励及补贴等政策，一定程度

上利于整个自驾旅游市场发展持续提速。记者

了解到，为刺激自驾游市场，除西宁外，云南、贵

州、重庆、湖北等多地政府均曾推出自驾游奖励

政策。例如2017年 6月，贵州六盘水针对自驾

游车辆补贴400元油费，为期6个月；2018年 3

月，云南省文山州60周年庆时，针对自驾游车

辆补贴300元；去年9月，湖北省针对自驾前往

清江方山的游客，每辆车补贴最高限额150元

的通行费等。

多地政府推补贴政策
刺激自驾游

据环球网报道，日本1月7日开始向出境者每

人征收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3元）的国际观光

旅客税（出境税）。日本人也属于征税对象，对于

年满2岁者将在机票或船票中加上税金。

为实现到2020年访日外国人增至4000万人

的目标，政府将把预计2019年度达到500亿日元

的税收用于振兴旅游。新税的用途为完善舒适的

旅行环境、宣传日本的魅力、提升游客的满意度这

3个领域。日本上一次新设的永久性国税是1992

年的地价税。

日本观光厅正在统计2018年出境人数，据分

析外国人约为 3100 万，日本人 1900 万左右。

（李辑）

日本对游客征收出境税
年满2岁者需缴税，每人约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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