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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南旅游年卡启动预售后，许多岛
民已动心准备要入手一张了。海南旅游
年卡从哪里买？有了旅游年卡之后怎么
玩？海南日报记者特意为读者整理出相
关事项，让你一卡在手，畅游海南。

■【适用对象】
海南旅游年卡仅限海南本地户籍人员

购买。
■【年卡办理】
1.支付宝或微信 APP 搜索“海南旅

游年卡”“游卡汇”即可购买。
2.关注“海南旅游年卡”微信公众号或

“畅行游海南旅游年卡”支付宝生活号购买。
3.线下在授权景区、商超、加油站和

4S店等渠道扫描年卡专属二维码购买。
■【购卡须知】
1.海南旅游年卡有效期自首次绑定

二代身份证和人脸实名信息之日起365
天内有效，仅限本人使用。

2.海南旅游年卡为有价证卡，不含保
险，仅含签约景区景点首道门票，不含景区
内部交通、索道、讲解、导游、娱乐等其他自
费项目（部分自费项目对年卡用户有折扣）。

3.海南旅游年卡首次使用时需在支
付宝、微信 APP 内购买并开通（上传个
人信息）后方可使用。使用时可采用“年
卡二维码+人脸识别”或“二代身份证+
人脸识别”验证入园。

■【畅游16景区】
签约的首批16家景区：兴隆热带植

物园、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海南槟榔谷
黎苗文化旅游区、大小洞天旅游区、海南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三亚水稻国家公
园、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海南文
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屯昌梦幻香山芳香
文化园、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陵水椰
田古寨景区、兴隆巴厘村、海南热带植物
园、神玉岛景区、保亭常青茶溪谷旅游景
区、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岛民全年无限次畅玩多景区，海南旅游年卡销售火爆

走起 一卡任性游海南
■ 本报记者 赵优

■ 张成林

只需198元，海南16家景区就
成为你家“后花园”，全年免费刷脸
旅游。近日，“海南旅游年卡”合作
签约仪式暨预售发布会举行，大小
洞天、呀诺达等16家景区和年卡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全域旅游一卡
通将于5月1日正式使用，将开启居
民岛内游新模式。

一卡在手，美景尽收，旅游年卡
惠民便利，优越性自不待言。事实
上，在内地各省份，旅游年卡早已上
线、推开，“飞入寻常百姓家”。可在

旅游大省海南，年卡虽然呼声甚高，
却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不
见推出。原因何在？多在于“重岛
外轻岛内”，只盯着岛外来客“大蛋
糕”，忽视身边“小市场”。如今，旅
游年卡虽然姗姗来迟，但确实便利
了岛内居民，我们为其叫好！

好在哪？好在它顺应了潮流。
一张电子卡通行16家景区，并使用
了人脸识别新技术，从购卡、绑定身
份信息到入园游玩，一部手机全部
搞定，免去了购票、排队等烦扰，旅
游“说走就走”，更加时尚、新潮。更
重要的是，年卡的推出说明旅游相

关方目光开始转向岛内，开始迎合
岛民需求，拉动岛内消费。因此，从
更深一层看，此举可有效激活全域
旅游，推动海南全岛同城化建设。

有人会说，没有了门票收入，景
区利润何来？事实上，让利门票、激
活消费，正是旅游年卡值得称道之
处，这也正是当前景区转型的应有
之道。形象地说，旅游年卡的推出，
虽然关掉了门票经济的“门”，但是
打开了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相
关消费的“窗”，让旅游消费得到充
分挖掘，有利于激活旅游市场。简
而言之，推出旅游一卡通，舍弃的是

门票小利，获得的是全域旅游大利。
不过，好事情还可以再完善。

作为后起之秀，海南有其他省市的
经验可资借鉴，再者，海南是旅游大
省，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前列，正
致力于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旅
游年卡服务理应更有创新性、探索
性、超前性，但就当前来看，却多是
走“别人走过的路”，创新性很少。
在有些省市百元可游近千景区背景
下，海南的年卡服务无论是收费价
格，还是景区数量显然都有待改进。

谈及创新、探索性，笔者倒以
为，很多方式都可以尝试。比如，年

卡适用对象可由单个岛民扩展到整
个家庭。随着自驾游的普及，亲子
游、家庭游渐成趋势，个人卡难免成

“沉默用户”，家庭卡则更显温情、更
有带动性。再如，每个年卡除岛民
外，可附带两至三名岛外游客或者
凭年卡为其他游客打折，带动岛外
消费活力。

总之，有利激发消费潜力、激活
全域旅游的方式，都可以进行尝
试。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创新，才能
形成比较优势，让服务更加深入人
心，让全域旅游更加人性化、便利
化。

摆脱门票依赖 激活全域旅游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4月12日，“锦绣潇
湘 精准扶贫 乡村振兴——文旅融合跨区域发展
精品旅游线路推介会暨送客入村启动仪式”上，湖
南省文旅厅、发改委、财政厅联合发布了《湖南省
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旅行社送客入村
奖励办法》（文内简称《办法》），单个旅行社每年最
高可获30万元奖励。

根据《办法》，送客入村奖励对象是湖南省内
具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奖励周期从
2019年至2021年，连续三年实施，三年后根据实
施效果再决定是否续延。

奖励分为三类项目：第一类是送客入村人数
奖，根据旅行社全年累计组织游客入村人次数，分
层次不同奖励标准分别予以奖励；第二类是入村
团队规模奖，按照旅行社单次组织旅游团队人数
标准分别予以奖励。第三类是年度业绩排名奖，
对旅行社全年送客入村人次数排名前三名分别给
予奖励，未进入前三名，但全年送客入村达到
5000人次基数的，奖励1万元。

据了解，实施“送客入村”奖励行动是推进文
旅产业发展、扩大文旅消费的创新举措。近年来，
湖南努力推动文旅消费，加快湖南省文化生态旅
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建设，各地基础设施和服务
能力稳步提升。但各精品线路文旅游客接待量还
较少，出台这个政策，就是要走专业化、市场化道
路，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解决上述问题，在更大范
围内向贫困地区导流游客，在更大力度上激励文
旅人才在贫困地区投资文旅产业。

送客入村有奖励！
湖南单个旅行社最高可奖30万元/年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4月14日，由《中
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合作
共同推出的《发现青海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在
西宁举行了全国首发分享会。

据了解，该书深入景色丰富多样的摄影天堂
青海，重新梳理发掘青海最美的100个观景拍摄
地，并通过地理6度信息的全新概括，结合新媒体
的功能，从旅行者的角度为广大读者呈现青海省
的各个标志性景观，展现极致的自然风光与深厚
的人文景致。

青海发布100个
最美观景拍摄点

据新华社消息，大英博物馆馆藏意大利文艺
复兴素描展4月11日晚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
同时也拉开了澳门大型国际综合文化艺术盛会

“艺文荟澳”的序幕。
该展览按人物、运动、光线、服饰、自然界和故

事分为6个主题，展期为4月12日至6月30日，
共展出42位15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大师所创作的52件素描佳作，呈现文艺复兴艺术
的变革与创新。

除被誉为文艺复兴画坛三杰的达·芬奇、米开
朗基罗和拉斐尔的作品外，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老
师基兰达奥、对后世巴罗克与洛可可风格有极大
影响的柯勒乔，以及威尼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提香
的素描作品，均为首次在澳门展出。

（李辑）

澳门举行大英博物馆
馆藏文艺复兴素描展

只需198元，岛民就可全年无限次刷脸畅游海南16家景区。4月9日海南旅游年卡开启预
售，截至目前已销售超过5000张，可谓人气火爆。

对于岛民来说，海南旅游年卡到底有多少福利？对于签约景区来说，又将带来怎样的变革？
旅游年卡的发行，对海南旅游影响如何？为此，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有关方面。

4月 9日，由海南省景区协会、海南
畅行游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海南旅游年卡”合作签约仪式暨预售
发布会在海南迎宾馆举行。大小洞天
旅游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南湾猴岛
生态旅游区等16家景区成为首批签约
景区。

“4 月 9 日 当 天 ，年 卡 销 售 突 破

1000 张，4 月 10 日突破 3000 张，截至
13日，年卡销售已超过5000张，168元
优惠价预售的年卡售完，目前价格恢
复到每张198元。”海南畅行游旅游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碧辉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如此快的销售速度超出了
公司预料。

但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海口市民
符雅玲一下子就为家人买了6张。她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呀诺达旺季门票108
元，槟榔谷旺季门票96元，仅这两家景
区门票价格就已超过海南旅游年卡价
格，如果将16家景区全部玩一遍，仅门
票就需900多元。“有了海南旅游年卡，
玩遍16家景区能节省好几百元，更何况
年卡还能全年无限次畅游，真是大福
利。”符雅玲盘算着，有空就带上家人一
起出门游玩。

门票等硬性成本降低后，游客往往
会增加项目、餐饮、购物等其他方面的二
次旅游消费。为此，针对旅游年卡用户，
海南畅行游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正在酝酿
签约景区自费项目的折扣，为市民游客
提供优惠的同时，为景区创造更多消
费。“相信5月1日海南旅游年卡正式启
用后，会有更多景区加入年卡家庭。”周
碧辉说。

在省旅游协会副秘书长葛明明看来，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全域旅游示范
省建设以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旅
游基础设施、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和完善，
海南旅游年卡恰逢其时，市场十分广阔，

“海南人游海南”将带动新一轮旅游消
费。“旅游年卡作为一个载体，不仅能够惠
及930万海南人民，激发‘海南人游海南’
的热情，还能直接带动旅游消费，平衡淡
旺季客流，缓解广大旅游企业淡季经营压
力。”葛明明表示，根据最新的中国人均出
游次数3.7次/年计算，海南旅游年卡将给
海南旅游人次和旅游收益带来直接的增
量。

“我们已经督促发行公司在做好年卡
销售的同时做好服务，及时回应消费者提
出的各种有关年卡使用和购买问题，不忘
我们推动年卡发行的初心。”海南省旅游
景区协会秘书长苏群表示。

其实，对于许多省市区来说，旅游年
卡早已不是新鲜事。纵观全国，北京、湖
北、陕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以及南
京、武汉、西安等城市都已发行旅游年卡
或年票，年卡模式已被广大市民所接
受。业内人士表示，通过旅游年卡落地，
政府的旅游惠民政策得到落实，实现了
政府、景区、游客、运营公司四赢，这也是
越来越多的省市要发行旅游年卡的重要

原因。
根据大武汉旅游卡 2013 年、2014

年、2015年及2016年的数据分析，每张
年卡每年出游刷卡次数分别为：5.95
次、4.28次、5.75次和5.41次，平均每年
出游次数为 5.37 次。保守按每次出游
基础消费 50元计算，每张大武汉旅游
年卡带动的二次消费为 268.5 元，已经
超出了大武汉旅游年卡自身的价值。

且市民拥有年卡后，免去了再去景区买
票的顾虑，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重游
率。

“旅游年卡结算分配模式保证了景区
门票的合理利润，又让市民游客得到实惠
从而拉动出行次数，通过提高出行次数反
过来给景区带来更多的收益，使景区和本
地居民的供需关系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周碧辉表示。

海南旅游年卡销售火爆

旅游年卡遍布全国

激发海南人游海南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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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文化报》消息，4月12日，文化和旅游
部联合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等6家金融机构发布通知，启动2019年
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以下简称优选
项目）的推荐遴选工作。

通知显示，本次优选项目包括文化和旅游基
础设施项目，文化和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项
目，文化、旅游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项目等8个申
报领域。其中，各地文化和旅游金融服务中心建
设、中小微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建设、文化和旅游
领域“双创”载体、专业化众创空间等项目与深度
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及革命老区的
产业项目，以及支持带动贫困地区发展、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的产业项目和文化和旅游部“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将在申报
中获得优先支持。

据介绍，通过最终审核的优选项目将纳入文
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平台文化和旅游产业项
目库，优先给予支持，获得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
目服务平台、重点展会等各类推介活动上进行重
点推介的机会。

根据申报流程，本次项目遴选将由各地市级文
化和旅游部门组织初审，各省级文化和旅游部门组
织复核，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终审，各级合作金融机
构也将全程参与。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4月30日。

全国优选文旅投融资
项目遴选工作启动

俯瞰海南热带植物园。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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