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为

6.83亿元嗨跑节
数据

线上线下参与人数达

90多万人次
其中线下参与人数为

15.24万人次

参与者人均日消费额为

1196.75元
较岛外马拉松赛事平均水平高出

24%

参与者平均逗留时间达

5.45天
较岛外马拉松赛事平均水平高出

90%以上
为旅游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达

5.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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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拥有多种
类型研学产品

自然生态类：
热带雨林 热带动物
海洋探索 海岛风光

爱国教育类：
红色传统 国防教育
传统文化 海岛权益

人文历史类：
非遗传承 民俗文化 琼岛文化

知识科普类：
航天航空 热带农业 地质科普

体验考察类：
励志拓展 文化康乐

本报讯（记者李梦瑶 于伟慧）凭借汇聚雨林、
飞瀑、温泉、湖泊、溪流、沟谷、奇石与黎村苗寨的

“十八般武艺”，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
岭旅游区占据独特优势。如今蛰伏数年再出发，
百花岭旅游又该走向何处？日前，来自省内的多
名专家学者齐聚琼中，为百花岭及琼中旅游开发
把脉研判。

自今年年初试营业以来，百花岭旅游区几
乎每天都是游人如织，春节期间更是日均接待
逾万人。可在中国海洋学会海洋旅游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陈耀看来，景区要想保持热度，做好淡
旺季衔接，必须要找准自身定位，挖掘差异化旅
游资源。

差异化旅游资源该如何挖掘？在陈耀看来，
海南到处都是绿，就是缺花，尤其在全省雨林资源
同质化的背景下，百花岭景区完全可以把雨林地
形地貌和花山结合起来，将百花岭变成花的博物
馆及研学旅游课堂。以此为背景，景区便可以开
发出亲子游、科普游等众多旅游产品，持续打响

“花景区”品牌。
做好“百花”文章，这一点也得到了与会专家

的一致认同。海南省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代国夫
指出，百花岭不仅要种花，还要抹掉人工的痕迹，
让游客一进景区就能亲身感受到“百花文化”，包
括后续的花餐、花饰等周边产品，都是可以无限延
展的产业链。

产业链，也不该仅仅局限在景区。“一个景区
的开发建设，应当放在时代背景、区位背景下去统
一衡量。百花岭与其所在的琼中县城，也应该一
并考虑。”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认
为，琼中完全可以将县城打造成百花小镇，让其成
为百花岭的配套支撑，甚至把琼中“奔格内”乡村
旅游路线全部串联起来，让琼中全域成为一个大
的旅游目的地，以百花岭为核心的县城成为一个
小的旅游目的地。

研讨会中，百花岭的资源禀赋也成为众人频
频关注的一大亮点。专家们认为，百花岭拥有雨
林的八大特征，这在整个海南都是独一无二的，但
景区的资源禀赋越好，就越要软开发，要掌握好景
区建设的节奏感。

专家学者把脉琼中旅游

百花岭要做好
热带雨林文章

据《南京晨报》报道，《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4
月11日起实施。

《办法》所指的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对
象为旅游者和旅游从业人员。旅游者的旅游不
文明行为包括：扰乱航空器、车船或者其他公共
交通工具秩序；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违
反旅游目的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惯；损毁、破
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涉毒等
活动；不顾劝阻、警示从事危及自身以及他人人
身财产安全的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违反野生动
植物保护规定；违反旅游场所和公共文化场所秩
序管理的相关规定；违反旅游、交通、边防等部门
的管理规定；辱骂、殴打旅游工作人员；不遵守或
不配合特殊勤务期间管制措施、各项安全规定；
滥用权利、寻衅滋事等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其他
行为。

记者在《办法》中看到，《办法》不光对旅游者
进行了规定，还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不文明行为作
了相应的规定。

“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1年
至5年，实行动态管理，将由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信用南京”等网站
同时公布。 （李辑）

南京出台规定：

旅游不文明行为
将被“记录在案”

■
本
报
记
者

赵
优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徐慧玲

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马拉松跑者共享“最美
赛道”，帆船赛中千帆竞
技、海天一色的琼岛美景
惹人沉醉，激烈的环岛骑
行赛道旁山海河交织的景
致成为亮点……近年来，
众多国际品牌赛事相继举
办，让海南丰富的滨海、森
林等旅游资源逐渐被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体育迷所
熟知，推动了骑行游、登山
游、冲浪游等旅游业态发
展。

近日，以海南（三亚）国
际马拉松、海口马拉松双赛
事为核心的海南嗨跑节刚
落帷幕，上海运动与健康产
业协同创新中心体育赛事
评估团队以此为案例分析
“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带来
的经济效益。从该研究团
队发布的多组统计数据中
不难看出，体育旅游产业开
始成为海南不容小觑的重
要经济增长点。

3月12日，由海南省旅游景区协会、海南海童会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9海南景区春季
研学旅行产品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我省34家研
学基地及景区参与推介，这是海南省首次集
中发布研学旅行产品。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
势和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研学旅行
又是政策助推下的千亿市场，我
省旅游景区充分利用政策优
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积极
开发研学旅行产品，将有
助于海南研学旅行品
牌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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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个月的报名时间里，吸引
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约1.7万名跑友
报名，在3月10日结束的海南（三亚）
国际马拉松赛上，再一次以赛事美名
打响了琼岛知名度。“此次赛事来自省
外、国外的参赛者达52%，岛外人群占
比超过岛内人群，他们专程请假打‘飞
的’来参赛，赛事吸引力正不断提升。”
三亚市旅文局局长陈震旻说。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激活全民

体育热情，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海
口马拉松首次联动共同打造嗨跑节，
并推出海南热带雨林溯溪挑战赛、
2019嗨跑节马拉松与旅游产业论坛
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有力推动琼岛“体
育+旅游”的特色名片广而传播。

根据此次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海
南嗨跑节人群规模初显，引流效果明
显。3月2日至10日8时，线上线下
参与人数达90多万人次，其中，线下

参与人流量约为15.24万人次，岛内
人流量近8万人次，岛外逾7万人次。

超高人气聚集，带来的是海南知
名度的不断提升。“海口、三亚举行马
拉松赛的那几天，‘朋友圈’被各式
充满激情活力的参赛者照片

‘刷屏’了，不少省外朋友还
特意跟我打听报名方式，希
望能来海南‘打卡’最美赛
道。”三亚市民陈静静说。

“跑完半程马拉松，一边喝着主办
方提供的新鲜椰子水，一边游览赛事
半程赛终点天涯海角景区，海南‘跑马
游’不虚此行！”来自广东的刘明与同
事特意请了3天假，在海南（三亚）国
际马拉松赛结束后，便开启了三亚度
假模式。

嗨跑节举办期间，像刘明这样的
“选手游客”不在少数，为春节黄金周

后的海南旅游又点旺了一把
火。“借助体育赛事的拉动作

用，海南旅游等多领域也得到发展。”
本届海南嗨跑节主办方介绍，此次活
动还为跑者及其家人朋友打造酒店、
景区、专属旅游产品等“马拉松优惠套
餐”，进一步加强“体育+旅游”产业粘
合度。

数据显示，本届嗨跑节岛外参与
者人均日消费额为1196.75元，较岛
外马拉松赛事平均水平高出24%；平
均逗留时间达5.45天，较岛外马拉松
赛事平均水平高出90%以上。赛事

的超高吸引力激活旅游
市场成效明显，带来直接
经济效益6.83亿元，其中
为我省旅游业带来的直接经
济效益达5.21亿元。

“马拉松赛不仅是一场体育
赛事，其背后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和体
育消费观念的变化。”陈震旻说，下一
步三亚还将进一步发挥海南体育、旅
游两大行业的优势，丰富、深化、挖掘
各类赛事，推动旅游产品精品化发展。

高人气：赛事美名提升海南曝光度

高效益：“选手游客”带活旅游业

海南嗨跑节巧妙整合多方资源

“体育+旅游”劲显引流效应

痛点 |游学产品提质需三方同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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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旅行的团队在进行拓展。本报记者
武威

参加观鸟研学的学生在对照画册观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据新华社消息，“12326”民航服务质量监督
电话日前正式开通。今后，旅客在乘机出行过程
中向航空公司、机场投诉后，如果没有得到满意
答复，就可以拨打“12326”民航服务质量监督电
话进行反映。

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表示，“12326”民航服
务质量监督电话以原有的民航投诉电话为基础，
主要功能是督促航空公司和机场等妥善处理旅
客投诉，“12326”电话不是航空公司和机场投诉
电话的替代者，而是监督者，航空公司和机场的
投诉电话仍是消费者投诉的第一渠道。

他指出，投诉管理是民航服务的重要环节，是
民航与旅客沟通的桥梁，是民航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近年来，中国民航持续提升民航服务质
量，连续4年开展服务质量专项行动。2018年民
航航班正常率达到80.13%，创2010年以来最高；
32家千万级机场实现国内航班旅客乘机全流程
电子化，“无纸化”乘机旅客突破2.25亿人次。

“12326”民航服务
质量监督电话开通

制图/张昕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随着政策
助推以及研学旅行的火热，我省越来
越多的景区深挖资源，积极开发各具
特色的研学旅行产品。毕竟，对于校
方和家长来说，孩子在研学旅行中是
否有收获有成长，需要资源方提供更
好的研学旅行产品和课程设置。

2018年，对于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区开发建设的悠黎客研学基
地来说，是产品开发年，而今年，则是
市场开拓年。发布会上，悠黎客推出
了“研学产品2.0版本”。海南日报记
者注意到，悠黎客推出了守望者时

代、纺织新说、黎族故事、耕耘青春、
全民安全5大主题的研学旅行产品，
涵盖黎族饮食起居文化、纺染织绣文
化等8个课题，以及房子的由来、粮食
的来源等16个探究任务，十分丰富。

“通过与学校的沟通，我们发现校
方非常注重研学旅行的知识迁移和成
果输出，以及对思维方面的启发。”悠
黎客项目总监于丽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为此，项目成立了专业团队进行研
学旅行产品开发，根据幼儿段、小学
段、初中段、高中段等不同年龄段的学
生定制课程。

产品 |景区打磨研学游课程体系

文昌卫星发射基地、博鳌亚洲论
坛永久会址、兴隆热带植物园、分界
洲岛旅游区、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不久前，江西九江晨光中学组织
初一学生来到海南展开了一次研学
之旅，让世界变成孩子们的书本。

在业界人士看来，海南研学旅行
资源十分丰富。2019海南景区春季
研学旅行产品发布会也有针对性地
发布了多种类型的研学产品——包
含自然生态类、爱国教育类、人文历
史类、知识科普类，以及体验考察类。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梦工厂玻

璃温室大棚内了解现
代高新农业技术，还可以在
共享菜园参与农事活动，体验传
统农耕文化的乐趣……”此次发布会
上，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推介代
表，向在场的30家琼北地区中小学校
代表介绍以“感受热农高科技，探究农
耕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产品。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三亚大小洞天
旅游区、呀诺达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
等景区发布的“疯狂动物城”“探索海
洋”“雨林大课堂”等研学旅行产品也
轮番上阵，备受关注。

资源 |海南这本“书”，别有一番天地

前景可期，困难不小，是旅游业
界对于研学旅行发展的共同感受。

虽然研学旅行资源丰富，但在
海南海童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
人银又看来，相对于北上广以及山
东、陕西等地，海南研学旅行市场仍
处于初级阶段，但依托海南本地市
场、岛外巨大数量的学生群体和海
南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等，海南
研学旅行有着岛内、国内和国际市
场，可谓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需要注意到，对于研学旅
行来说，教育是内容，旅行是载体。
研学旅行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填补，它
不仅仅是旅游活动，不能旅游市场一
头热。这需要教育部门、校方与旅游
企业有同频的思考。”银又说。

业内人士表示，旅游企业和相
关机构要协同作战，夯实产品，挖掘
出更多适合学生乃至家庭共同探究
与体验的“教育＋旅行”产品，更加
注重打造海南研学旅行品牌，塑造
出海南在文化、自然、科学方面的研

学魅力，从而同时能够为家庭游实
现有内容的旅行，增加家庭旅游的
流量，这对于海南整个旅游产业来
说，意义重大。

“研学旅行是为孩子的成长提
供养料，这需要参与者有敬畏之心
和坚定的信念，以海南优质的资源
为孩子们打造优质的研学旅行产
品。”银又期待，海南各界在研学旅
行的巨大市场中抱团发展，拒绝低
成本低收益低服务低水平，把研学
旅行产品的开发和运营做得更
深、更高、更广，打造海南研学旅
行名片。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省共有16
个国家级研学旅行教育实践基地，
20个省级研学旅行教育实践基地
（部分国家级和省级基地有重复）。
今年初，省教育厅、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联合印发通知，公布了我
省中小学生研学旅行7条精品线路，
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热点
旅讯

聚焦

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学的学生们在

制作植物标本。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