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黄金周期间

全市商品销售总额82795万元
同比增长 10.39%

商品销售
总额

同比增加39.79元，人均停留4.88天，同比增加0.19天
一日游游客平均消费928.22元/人，同比增长46.51元

每日过夜游客平均消费为2516.58元/人

过夜游客
消费额

■■■■■ ■■■■■ ■■■■■ ■■■■■■■■■■ ■■■■■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A06/07 关注三亚春节黄金周

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举行琼剧
展演。 本报记者 王凯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这个春节黄金周，三亚市天涯区
的西岛，再度成为各方游客热游之地。

远眺西岛，犹如在碧波中前行的
两只玳瑁，因此又被称为玳瑁岛。这
是一个渔村，远离市区，幽雅静谧。

从2018年2月登上西岛渔村起，
加拿大人克雷格既以游客眼光观赏这
里的风景，又以艺术家的审美不断发
现和创造新的美好事物。

被聘为西岛渔村文创馆策划总
监的克雷格，面对悠久渔村留下的旧
渔网、旧船桨、旧甲板，以及沙滩上的
鹅卵石和各种化石等物品，就像小孩
子一样兴奋不已。因为，这些废旧物
品在他眼中和手中是可以点“废”成

“金”的。
在他的策划下，这些废旧物品被

打造成一件件颇有创意的艺术品：几
个旧木头一组合，就成了弯弓搭箭般
的神射手；几块从沙滩上捡回来的不
同颜色的石子，就可以变成引吭高歌
似的海鸟……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
品，让他在三亚度过的中国春节也洋
溢着别致的艺术气息。“西岛的阳光、
沙滩等环境，都很美、很有趣。”已在西
岛住了一年的克雷格仍有一种如初见
的感觉。

留下来不走的游客克雷格，策划
的作品让许多来西岛观光的游客产
生共鸣。“三亚西岛的美景和‘艺术
范’，让我春节期间在这里不虚此
行！”来自甘肃的“候鸟”游客褚扬竖
起大拇指点赞。

相比西岛的幽静，三亚蜈支洲岛、
亚特兰蒂斯、梦幻不夜城等景区充满
了热烈气氛。

荣膺“2018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
体育旅游精品景区”称号的蜈支洲岛，

“旅游+体育”已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
载体。

“在蜈支洲岛真是耍得尽兴啊，体
能得到最大释放！”来自重庆的游客沈
懿渝说，今年春节期间，他在蜈支洲岛
耍了一把“海岛玩家”，包括潜水、海底
漫步、摩托艇、动感飞艇、海上自行车
等十几项景区娱乐项目体验，让人大
呼过瘾。

坐落于三亚海棠湾的亚特兰蒂
斯，开发了水族馆、水世界、海豚湾和

海底套房等亲海旅游产品。
“亲，我在三亚过年，这里的亚特

兰蒂斯水世界有15条顶级滑道、35个
适合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验项目，太
刺激了！”来自内蒙古的游客欧阳臻慧
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组自己在亚特兰
蒂斯玩水的图片后，又忍不住发了一
段文字，顿时引来好友们的“手动赞”。

传说中亚特兰蒂斯“海洋之神”的
故事，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
品中。秉承这样的神奇文化，三亚的
亚特兰蒂斯景区不乏浪漫色彩。除了
精彩绝伦的水上项目，该景区1314间
海景客房的数字“1314”，谐音“一生
一世”。

正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海景客房度
蜜月的山西游客余先生夫妇说，亚特
兰蒂斯景区是集酒店、娱乐、餐饮、购
物、国际会展及特色海洋文化体验等
于一体的一站式娱乐休闲及综合旅游
度假目的地，让人留下美好的体验和
回忆。

让人回味无穷的好去处，怎能忘
了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呢！

“春节长假太爽了！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的游乐项目非常丰富，
是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娱乐体验、
创新商业于一体的沉浸式海洋主题
文娱综合体。”来自湖北的游客窦一
昊与老乡交流时说，“这个不夜城的
海棠湾、非洲海、波斯湾、孟加拉湾、
爪哇海等8大主题区，可以从视觉、
听觉、触觉等方面得到沉浸式体验，
比在电脑上打游戏好玩多了，我这个

‘宅男’都被‘解放’出来了，简直让人
流连忘返。”

来自东北的游客尤韵赟与家人
作为“候鸟”一族，已连续4年在三亚
过春节。三亚的西岛、蜈支洲岛、亚
特兰蒂斯、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等
景区，她都去游玩过，有些景区还去
过多次。她深有体会地说：“三亚是
我的第二故乡，这里山美海美人更
美，相信更多的游客像我一样，都会
尽情领略三亚的美景、尽情品尝三亚
的美食！”

说起美景美食，来自英国、现为
三亚迈渡英语培训中心外教克里斯
说：“我不仅喜欢三亚的美景，还特别
喜欢享用三亚的美食，如海鲜和热带
水果。”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

三亚数以万计各行业工作者奋战一线

春节我在岗 服务不打烊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2月10日，2019年春节黄金周
的最后一天，正值返程高峰。站在
车流集聚的环岛高速大茅隧道路
口，连续多日工作后，52岁的三亚
市公安局交警高速公路管理大队的
负责人李政君略显疲惫，但他仍打
起精神坚守岗位，挺直身板儿，指挥
路面交通，“交通事故再少一点，让
市民游客的旅途更安全，再辛苦，也
值得！”

以岗为责，以队为家，这是李
政君春节期间的工作写照，也是
三亚数以万计驻扎一线的各行业
工作者、志愿者全力奋战在一线，
保障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服务的
缩影。今年春节期间，三亚创新
模式、全面治旅，旅游、工商、交
通、公安、食药监、海洋、物价等各
涉旅部门多方联动，下沉一线全天
候坚守岗位，保障市民游客合法权

益，以真情付出、暖心服务为市民游
客打造一座暖心之城。

优服务：舒心之旅更难忘

2月 10日，一件远道而来、特
殊而珍贵的新年礼物让三亚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指挥中心内暖意融
融——这是由来自大连游客西安送
来的5面锦旗，用“交通的守护者，
人民的保护绳”等言简意赅的话语，
点赞三亚交警多方联动指挥中心、
沿线交警路管员等为其病情危急的
父亲开启一场24分钟的爱心救援
行动。

“三亚不仅是美丽的三亚，更是
善良的三亚。”西安说。

将群众利益放在心间，积极伸
出援助之手，这样的暖心事在三亚
并非难寻：新春佳节，三亚主要领导
带队上马路、进景区、走访便民服务
点、深入村庄等地指导工作，道路

边、树荫下即是“临时指挥部”，及时
处理市民游客遇到的烦心难题；三
亚千余名交警放弃休息、全员在岗，
老人走失、车辆故障、手机遗失、救
助送医、帮助换胎；数千名志愿者分
布火车站、机场、景区景点等地，开
展志愿服务温暖鹿城；日均5400余
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

“17年来的春节都在船上度过，
能为游客保驾护航、带来畅快的游玩
体验，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春节期
间，蜈支洲岛客船及客运码头之间往
往最为繁忙，确保游客能安全上下
岛，成为三亚蜈支洲岛景区船务部驾
驶员钟国江坚守一线的理由。

保供给：出游生活更安心

有记账习惯的三亚市民陈燕，
今年春节的家庭账单令其有些惊
喜：“上海青2元/斤，白萝卜3元/
斤，橘子6元/斤……没想到春节期

间还能在市场买到这么实惠的瓜果
蔬菜。”

“菜篮子”供给，与市民游客的
幸福指数息息相关。春节期间，三
亚人流量激增，供需平衡受影响，如
何吃上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的年
夜饭？

三亚发改等相关部门多举措发
力，保障“菜篮子”价格稳定与充足
供应。“我们建立春节蔬菜供应保障
机制，春节期间应急调运保基本蔬
菜达1500吨，并组织了15个保基
本蔬菜品种特价惠民活动，与节前
相比，牛羊肉、热带水果、成品粮、食
用油价格基本持平。”三亚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说，三亚还突出对重点
涉旅价格调控，严查旅游饭店、海鲜
排档等重点涉旅场所价格违规违法
行为。

“春节期间，开车兜风，一路好
风光。”不像往常旅游旺季，今年春
节黄金周，三亚市民王宇晨惊喜地

发现城市道路拥堵情况极大缓解，
出行探亲访友、度假游玩更方便了。

针对春运期间出现的人流量猛
增，三亚实施“畅通工程”，采用“互
联网+交通”模式，确保机场、火车
站、景区周边应急运力供给，及时调
配交通运力，新增至保亭网约旅游
公交线路，完善“大三亚”圈交通网
络，多举措缓解交通拥堵。

强管控：节日氛围更祥和

2月5日，正是农历新年的第一
天，与往常一样，居住在三亚市金鸡
岭路的“候鸟”老人王树林起了个大
早，来到附近的湿地公园遛弯、锻
炼，“今年春节三亚主城区范围内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原先炮竹声震天
的除夕夜变成了舒心祥和的跨年
夜，夜里睡得香，自然起得早！”

今年，三亚“禁燃令”力度加大，
阖家团圆的除夕夜，该市主要领导

亲自率队奋战一线，对城区烟花爆
竹燃放情况进行巡查，查处烟花爆
竹违法违规行为，全力推进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

“炮烟缭绕”少了，“春节蓝”成
为热词。除夕三亚空气质量为一级
优，正月初一凌晨1时三亚PM10平
均峰值浓度仅相当于2018年同期
的20%。

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治理体系
统筹联动、快速反应，12345、12301
热线24小时在线，工商、旅游、旅游
质监等各相关部门全天在岗，严管
旅游市场，出动执法人员1.7万人
次，快速处理舆情和投诉，全方位保
障市民游客权益。

“无论在景区，还是在海鲜广
场，总能见到执法工作者的身影，节
日期间他们仍工作在一线，让在外
过年的我们内心暖暖的。”北京游客
郑维说。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

春节来三亚，不虚此行

2月10日，大连游客给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指挥中心
送来5面锦旗。 三亚交警供图

2月7日，游客在鹿回头景区和演出人员合影。
通讯员 高正波 摄

游客心声

2月7日，三亚海棠湾，来自内地的游客们登上直升机，开始一
段精彩的空中之旅。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春节旅游接待这道考题，摆在
全国任何一座城市面前，都不轻松，
三亚尤甚：主城区人口不足30万，
需要接待近百万的游客；人流车流
汹涌，而道路无法一夜变宽，茶楼酒
肆无法一夜增多，景区景点无法一
夜扩容……

来者即客，待客如宾，宾至如
归！“要优化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
游市场服务质量，打造更便捷的交

通出行环境，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
更美好的旅游体验，全方位提升国
内外游客对三亚的满意度。”三亚市
委书记童道驰表示。

这是一场全市大动员，不分岗
位、不分部门，凝心聚力直指一个目
标：您的旅途，我来护航！

涉旅部门工作人员组成“公
务战队”挥洒汗水，诠释最美“敬
业福”，假期无休全天候坚守岗

位，紧抓禁燃烟花爆竹呵护生
态，铁腕出击整治市场，查处三
亚凤凰翠屏海鲜店涉嫌欺客宰客
等案件；

涉旅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新闻发布会常态化发布涉旅资讯，
三亚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打造多功
能服务平台，增设报刊售卖、图书借
阅功能，满足市民游客多样需求，联
动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营运商为外

地到访三亚游客发放旅游温馨提示
短信；

涉旅服务从心出发温暖游人，
统筹谋划及时启动应急运力输送游
客，遍布全市的志愿者引导文明出
游，公安路管员化身“万能服务员”
帮游客送医、寻物、换轮胎等，凡人
善举层出不穷。

“三亚很快就成为我第二故乡
了，期待它变得更美好。”知名主持

人王为念说。他乡变故乡，鹿城成
为越来越多游客首选的度假目的
地，重游率不断提高，游客人均停留
4.88天，同比增加0.19天。

游客点赞，媒体亦关注。春节
的三亚，在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
媒体上开启“刷屏”的模式，春晚小
品《站台》中三亚旅游多次出现，从
2月5日开始，央视《新闻联播》《朝
闻天下》《新闻直播间》等多档节目

几乎每天都有鹿城的报道，人民日
报、新华社、东方卫视、海南日报等
多家媒体先后报道鹿城天蓝、景
美、人气旺的盛况，澎湃新闻、新浪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中，三亚旅游也
是“常客”。

春节黄金周缓缓落幕，三亚收
获满满；转型升级前行不辍，三亚希
望满满！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

三亚旅游转型升级，丰富产品业态，强化服务监管

幸福中国年 多彩三亚游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幸福中国年，多彩三
亚游。每年春节，都是三
亚旅游的“考试季”。今
年三亚应考思路重点明
晰，转型升级成为关键
词。

业态升级，传统观光
游逐步被度假旅游所取
代；产品更新，邮轮旅游、
文体旅游、乡村旅游、海
洋旅游、全域旅游等新产
品推陈出新；服务提质，
“公务战队”撸起袖子加
油干，弃假奋斗在一线，
全力营造舒心游环境。

春节黄金周期间，三
亚接待游客数近百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破百亿
元。成绩单的背后，不仅
是旅游数据的再创新高，
旅游质量也稳步提升。
美丽鹿城，成为主流媒体
的“常客”，亦是高端度假
客眼中的度假胜地。

鹿回头、南山、天涯海角、亚龙
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提及这些
景区，无一例外的，大家都习惯冠之
为传统景区。观光游时代，它们是
游客眼中的“宠儿”。消费升级，度
假时代悄然开启，如何“久宠不
衰”？这道考题，在今年春节假期尤
为难答。

众多传统景区呈现游客接待量
下滑的颓势，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鹿回头等景区却逆势上扬，游
客接待量在保持同比增长的基础
上，多天的单日游客接待量甚至创
历史新高。“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新
春欢乐节，福禄寿三星热偶派送、红
色娘子军舞蹈快闪、魔术杂技、异域
风情歌舞演出等活动轮番上演，有
效提升游客度假游览时的体验感和
参与感。”鹿回头景区负责人力眀
波说。

传统景区求新求变引客来，新
景区新业态谋创新抓升级。

“网红”酒店亚特兰蒂斯着力打
造酒店综合体，在传统“住”的基础
上，不断融入“娱”的业态，水世界全
新升级、由11国艺术家联袂打造的
海南首个采用3D立体水舞台剧场
剧目——C秀热闹上演，“我们着力
探索文旅融合发展，尝试用国际一
流模式量身定制一场契合当地文化

的演出，不断助推三亚旅游产业向
高端化、国际化转型升级。”复星旅
文董事长兼CEO钱建农表示。

“白天看海，晚上睡觉”的三亚
旅游困境正被破解，随着全天全季
候运营的海昌梦幻不夜城正式营
业、三亚千古情不断更新、红色娘子
军、稻田盛宴等夜间演艺项目的进
入，三亚的夜间旅游、文体旅游市场
愈加丰富多彩，看演艺了解当地文

化，逛景区纵享海洋之趣，成为鹿城
奉献给八方来客新的“菜谱”。

作为滨海度假胜地，做足“海”
的文章，是三亚旅游的应有之义。
深耕邮轮游艇旅游市场，春节鹿城
佳音频传。国际邮轮“世鹏赞礼号”
首航将三亚定为中国唯一的停靠
港，“银影号”邮轮也青睐鹿城，假期
内接连到访的国际邮轮为三亚带来
了千余名高端境外度假客。“70后”

“80后”喜爱的游艇旅游在三亚也
得到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三
天内三亚游艇出海总航次达1811
次，总出海人数接近2万人。

多项利好因素的带动下，三亚
旅游总收入高达 103.85 亿元，其
中，过夜游客每日平均消费为
2516.58元/人，同比增加39.79元；
一日游游客平均消费 928.22 元/
人，同比增长46.51元。

81.03%的平均开房率，海棠湾
实现反超，春节黄金周领跑全市主
要度假区。

“海棠湾聚集了众多国际品
牌酒店，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良好
的硬件支撑，随着青塘、藤海、大
灶等美丽乡村建设初见雏形，亚
特兰蒂斯酒店综合体、海昌梦幻
不夜城等综合性业态逐步落地，
蜈支洲岛景区海上体育旅游不断

丰富，康养旅游、文体旅游、海洋
旅 游 等 特 色 业 态 开 始 成 形 成
势。”三亚海棠区主要负责人透
露。

人们在惊叹国家海岸——海棠
湾快速崛起的同时，也为一组数据
所吸引：亚龙湾、三亚湾、大东海、市
区等地的平均开房率皆超过70%，
这意味着鹿城主要度假湾区间的差
异正逐步缩小，全域旅游发展初见

成效。
面对亲子游、房车游、自驾

游、研学游、康养游等旅游细分市
场快速发展的态势，三亚深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各村实
际将全市乡村逐步打造成各具特
色的美丽乡村。在西岛美丽渔
村，住民宿听涛声激越，品海鲜享
特色风情，听老兵故事观红色文
化；在大灶美丽乡村，鸟语花香中

寻找田园之乐，旧物民宅中感受
海南风情；在青塘美丽乡村，亲近
自然体悟乡村之美，特色亲子项
目尽享家庭欢乐……

“乡村游不仅成为市民游客出
行的新选择，也为三亚全域旅游的
发展搭建良好平台。今年春节，我
们与相关部门一起开发推荐了十条
乡村旅游线路，市场反响良好。”三
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说，春节期间，

文门村、中廖村等美丽乡村举办了
奏民乐、赶大鹅、萌宠赛、织黎锦、猜
灯谜等系列活动，有效提升了游客
的度假体验，全市乡村旅游点共接
待游客 5.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1%。

城乡统筹助力全域旅游，蓝绿
互动丰富全域旅游。三亚市副市
长陈铁军透露，春节黄金周期间，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四市县节日

氛围浓厚，海洋旅游与森林旅游相
互融合，各地都推出了休闲旅游、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婚
庆旅游、亲子旅游等产品，全域旅
游产品供给更为多元化；2月3日
三亚正式开通2条至保亭网约公
交线路，20辆纯电动旅游车成为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首批网约公
交，为游客舒心畅游“大三亚”区域
提供便利。

旅游转型 消费升级

城乡统筹 蓝绿融合

贴心服务 多方点赞

数读三亚
春节黄金周旅游

过夜游客83.32人次，同比增长 1.08%
一日游游客16.33万人次，同比增长 14.53%

过夜游旅游收入102.33亿元，同比增长6.86%
一日游旅游收入1.52亿元，同比增长20.63%

游客量

其中

接待入境游客1.03万人次，同比增长 15.73%
三亚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139.49万人次
同比增长 17.06%

接待游客99.65万人次，同比增长3.06%

旅游收入 其中

旅游总收入103.85亿元
同比增长7.04%

开房率
其中

全市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为76.92%
亚龙湾平均开房率81.01%
海棠湾平均开房率为81.03%
三亚湾平均开房率为 76.35%
大东海平均开房率为 75.34%
市区平均开房率为 71.36%

2月10日，三亚海昌
梦幻海洋不夜城，来自国
外的表演团队为游客们
献上精彩的文艺节目。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7日,正月初三，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人山人海，游人如织，热闹
非凡。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2月9日，正月初五，前来呀诺达雨林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胡立前 摄2月7日，三亚国际免税城迎来大量游客。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7日，游客畅游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