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游艇业发展小数据
（截至去年底）

游艇制造企业8家

游艇销售、服务企业271家

游艇会（俱乐部）39家

游艇相关专业培训机构3家

已建成游艇码头 14个，泊位 1800
多个，在建泊位1900个

共有游艇800艘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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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今年春节黄金周，一项三亚旅
游数据令不少业内人士惊喜：春节
期间，三亚游艇出海总航次达2000
次，总出海人数达3.7万人次；该市
游客选择的休闲项目中，海上娱乐
占比45%，游艇旅游占比达16%。

另一份旅游数据也体现出游艇
旅游强劲的增长态势。2018年，海

南省游艇帆船总出海艘次逾6万艘
次，同比增长36.8%，出海人次约54
万人次，同比增长25.6%。

三亚市旅文局副局长叶凯中
说，随着旅游新项目和新业态相继
推出，以及新消费理念的兴起，海南
旅游逐渐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特色
化，游艇旅游逐渐受市场热捧，成为

今年三亚旅游的一大亮点。
游艇作为海上出游的一个重要

载体，在提升观光游览体验的同时，
也激活了特色餐饮、水上运动、海钓
等旅游业态发展，助力旅游消费升
级。“乘游艇出海，既能欣赏三亚岸
线美景，还可以在海上体验潜水、香
蕉船、摩托艇等项目，产品丰富，形

式新颖！”来自深圳的游客王潇说。
“通过数据我们发现，海南游艇

旅游的消费主力人群主要集中在
‘80后’和‘70后’，消费水平较高。”
胡笑铭说，其中“80后”偏爱搭配运
动化产品，如拖伞、摩托艇等娱乐项
目，“70后”则会选择更高端的服务，
如船上餐饮、游艇海钓等产品。

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旅游业态日益丰富

海南游艇业：乘风破浪正当时

1-4月中国赴欧旅游
预订量同比增长16.9％
远超全球均值9.3％

据环球旅讯报道，2018中欧旅游年已结束，
其积极影响对中欧旅游市场产生了持续的推动，
欧洲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出国旅游的目的地首
选。

2018年，欧盟目的地的中国游客人数同比增
长5.1％，其中中欧/东欧增长10.6％、西欧增长
6.1％、而南欧和北欧分别增长5.2％和2.7％。重
要的是，这些地区都希望中欧旅游年的相关措施
能在2019年及以后继续惠及欧洲目的地和中国
游客。

受到2018中欧旅游年的积极影响，2019年1
月至4月中国赴欧旅游的预订量比2018年同期
增加了16.9％，远远超过了中国游客预订全球目
的地的9.3％增长均值。

早在2016年，中欧双方就一致认为，欧洲旅
游委员会（ETC）可以帮助更多目的地吸引中国
游客，刺激中欧在旅游领域的合作，并促进提升中
欧签证政策和航空旅游的便利程度。

为了配合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
工作，ETC推出了为期18个月的活动帮助欧洲
旅游目的地吸引中国游客，其中包括在国内主要
OTA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大型推广活动，目的是推
广欧洲小众旅游资源。

一直以来，ETC都希望帮助有意向到欧洲旅
游的中国游客，开发操作指导视频以及定制化在
线旅游指南，这些对出境游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的资源。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游客还可以获取
签证申请信息、紧急情况求助和翻译服务等相关
资讯，从而实现更友好的欧洲旅游体验。数据显
示，在线观看欧盟营销内容的中国游客超过4.5
亿人次。

“五一”出行高峰
本周六开启
国内多个目的地一房难求

据人民网消息，今年“五一”放假从下周三开
始，前面仅三个工作日，因此有不少游客把“五一”
拼成8天甚至9天的大长假。据去哪儿网大数据
显示，选择出境游的人中，超六成游客行程超4
天，拼假出境游成为今年“五一”最大的特点。

不同时长的假期导致今年“五一”出境游的目
的地更为多样化。据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五
一”往返时间跨度在3天的用户偏向于去新加坡、
首尔；4天的用户更愿选择台北、巴厘岛；5天的用
户愿意去大阪、吉隆坡；6天以上的用户更偏向曼
谷、东京、迪拜等地。

由于选择拼假的人占比较高，相比往年，今年
“五一”假期的出行高峰也开始得更早。预订数据
显示，“五一”假期出行高峰将从4月27日开始，
其中，4月29日、30日到达峰值。4月30日北京
飞往成都的多个航班出现只剩全价公务舱的火爆
情况。北京飞往昆明、西安、杭州，上海飞往重庆、
三亚、海口，成都飞往深圳、杭州、厦门，西安飞往
海口、大连等地个别航班只剩全价经济舱机票。

而随着多条旅游高铁线路网络的丰富，搭乘
高铁出行成为国内游的重要选择。据去哪儿网大
数据显示，杭州至黄山、成都至重庆、广州至武汉
等多条热门线路高铁车票已经基本售罄。

今年“五一”假期，民宿成为游客出行的热门
选择，国内多个目的地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

云南旅游整治两年

投诉下降五成
游客增加二成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4月16日从云南省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获悉，2017年4月云
南出台22条措施严厉整治旅游市场，两年以来
成效显著，去年全省通过12301全国旅游投诉平
台共受理旅游投诉780件，同比下降53%，接待
海内外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同比分别上涨
20%以上。

数据表明，2017年至今，云南省各级各部门
共查处涉旅案件3755件，罚没款1.3亿元，其中旅
游部门查处涉旅案件 756 件，行政处罚金额
1420.63万元。

自整治开始以来，云南采取多项措施规范旅
游市场。如收回全省166家旅游定点购物等级评
定牌匾和证书，原评定的旅游购物企业纳入社会
商品零售企业进行统一监管；2018年9月1日起
要求接待旅游团队必须填报《电子行程计划书》，
载明团队运行路线、停留时间和时间信息，旅游车
辆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和视频系统以便于动态监
管；加大对旅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截至目
前共办理14件“行转刑”涉旅案件，涉案人员91
人，批捕47人。

目前，云南省已建立起三支执法队伍重点开
展旅游市场整治，包括30支旅游警察队伍、28支
市场监管部门旅游执法队伍、146个旅游案件巡
回审判机构。 （李辑）

理由一：阳光沙滩令人沉醉

“这里的外国人好多！”在三亚街
头，特别是大东海附近，人们总会发
出这样的感叹。金发碧眼的外国游
客衣着清凉，或是在沙滩晒太阳，或
是在商场里选购商品，十分惬意。对
于许多外国游客来说，阳光沙滩、椰
风海韵依然是海南最大的吸引力。

在海南已经十余年的英国人伊
恩自制《伊恩在海南》网络微视频节
目，常常以“老外”的视角挖掘海南的
美丽风光。而当年吸引伊恩留在这
里的，是海南的热带风情。背靠椰

林，面朝大海，夕阳西下，海风徐徐
……这样的三亚，令伊恩如痴如醉。

似乎来到海南的游客，没有不被
这片蔚蓝打动的。1944公里的环岛
海岸线是海南的“最美资产”，漫长而
美好的海岸线上，每一粒沙都在讲述
着自己的旅行故事。

理由二：各类美食捕获人心

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美
食也是外国游客爱上海南的一大理
由。

此前，海南日报记者曾和多位外
国人一同参加本地美食试吃活动。微
信公众号《海南生活》的编辑、俄罗斯
人达利亚和海南多语言旅游官网的编
辑美国人谢敏，对海南特色美食都十
分喜欢。“烤乳猪鲜嫩松脆，红焖东山
羊非常美味，而鸡屎藤虽然看起来并
不好吃，但吃起来很可口。”达利亚对
海南美食有自己的见解。“旅游就是要
体验当地的地道美食，这样才有助于
我们了解当地文化。”在海南待了13
年的谢敏对海南美食的接受度很高。

近两年，在我省旅游部门的多场
推介会中，清补凉、鸡屎藤、椰子糕等
海南特色甜品和小吃成为茶歇中的

“明星产品”，引得众多嘉宾品尝点

赞。海南风味小吃，已经成为海南美
食名片之一，让更多人通过味觉了解
海南、爱上海南。

理由三：本土文化魅力十足

来自乌克兰的加里克原本是在
世界各地边走边拍的旅游达人，如
今，他选择停留在三亚，与团队一起
深入海南的山区、乡村、渔港，记录海
南的独特魅力，并把照片和视频上传
到社交平台。“我是体验者，是记录
者，也想成为传播者。”加里克说。

三亚欧亚非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昆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
司外籍员工占比达三分之一，除了运
营多个国外新媒体平台上的“Hello-
Sanya（你好三亚）”账户外，公司还在
抖音、今日头条、微信等媒体平台上线

“老外在海南”账户，以生活在海南的
外国人视角，传播海南的自然、人文、
美食、赛事以及旅游资讯等内容。打
开抖音上的“老外在海南”，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展示着他们在海南
的幸福生活：在南山打太极、在海边冲
浪，甚至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间小路，
或是走进中部山区穿上了树皮衣。

此前，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组织西班牙新媒体网红团走进海南，

精心安排的行程十分注重对海南本土
文化的展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
柴舞、黎族织锦和制陶工艺展示，让西
班牙网红们拍个不停；在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神秘古老的音乐、浓郁的
民族气息让他们兴奋不已，甚至和当
地黎族小伙比赛爬槟榔树。

理由四：高球胜地令人向往

而对于韩国游客柳明燮来说，海
南最美的地方是高尔夫球场。柳明
燮是高尔夫爱好者，一有假期就和朋
友飞来海南，来一场惬意的高尔夫之
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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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明燮说。

据了解，韩国高尔夫爱好者众
多，但在韩国打一场高尔夫球价格不
菲，甚至比乘坐飞机来海南打一场高
尔夫的费用还贵，海南自然成为韩国
及日本高尔夫爱好者的旅游目的地。

海南优越的自然环境，也激发了
设计者匠心独运的灵感。海南岛各
地的高尔夫球场有的濒海而建，有的
依山而建，有的建在热带田园之间，
球手们在环岛旅游的同时就能体验
到不同风格的感受。

外国游客爱上海南的N个理由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对境外游艇开展
临时开放水域审批试
点、实施境外游艇入
境关税保证保险制
度、探索开通游艇“琼
港澳”自由行……海
南发展游艇产业多项
政策利好令业界振
奋。“在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带动
下，发挥先行先试优
势，未来游艇产业将
潜力无限。”三亚鸿洲
国际游艇会副总经理
胡笑铭说。

游艇业能有效带
动旅游、会展、游艇维
修等周边产业发展，
被喻为“漂浮在水上
的黄金”。近年来，得
益于海南区位、气候、
生态、人文风情、市场
等多重优势，邮轮游
艇、帆船运动等高品
质旅游产品相继登
台，旅游产品从地面
延伸至更宽广的海
面，为游客立体式感
受海南魅力提供更多
样化的选择。如今，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
推动下，游艇旅游正
快速成为海南旅游消
费的新增长点。

■ 本报记者 赵优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于别
处的独特魅力，而海南是一
走进来就会爱上的地方。在
我省不断织密国际航线、提
高世界能见度的努力下，近
两年，海南入境游实现稳步
增长。2018年，我省接待入
境过夜游客126.36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9%。不管是
在三亚大东海，还是海口骑
楼老街，时常可见金发碧眼
的外国游客在海南享受悠闲
的度假时光。

在外国游客眼中，海南
有多少个理由让他们流连忘
返呢？

随着海南游艇产业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硬件设施、软件条件等
方面的短板也逐步凸显。有分析
认为，海南游艇业发展呈现“南北
强、东西弱”的区域不均衡局面，游
艇资源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且
面临着产业链发展不足、同质化严
重等问题。

“海南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
足、配套不足，也制约了游艇旅游体
验感提升。”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
授谢祥项认为，推动游艇旅游升级
转型亟待在国际化、便利化、品牌专

业化等三个方面发力。
“人才是保障游艇旅游持续发

展的动力，目前海南在游艇设计、管
理、维护及保养等环节的专业技术
人才较为匮乏，需要通过人才引进、
建设游艇人才培养院校等多举措，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国交通
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CCYIA）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炜航说。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游艇产业
发展不平衡、产业链联动不足等问
题，海南涉旅部门及企业已开始进
行有益探索。去年6月，海南发布

了《推进游艇特色小镇建设建议》，
明确提出至2025年，海南拟在全省
沿海市县谋划建设大约8个游艇特
色小镇，将配套的旅游项目、旅游场
所联动发展，推动游艇产业消费可
持续性。

“去年，三亚市政府牵头成立混
合所有制的三亚市游艇服务有限公
司，为境外来三亚的游艇提供综合
服务，不断完善游艇服务保障，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亚市副市长谢
庆林说。

对于不少旅游从业者来说，海
南在推进游艇旅游的政策层面不
断开放，令他们看到更宽广的前
景。去年以来，中央12号文件释
放游艇产业管制放宽信号后，对海
南游艇产业的政策引导逐层细化，
其中包括简化游艇入境手续、允许
海南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放水
域审批试点、实施琼港澳游艇自由
行等。

尤其是今年以来，海南游艇领
域新政策、新制度相继出台，助力游
艇旅游驶上“快车道”——1月，海
口海关在全国率先实施境外游艇入
境关税保证保险制度；2月，海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年将实施琼
港澳游艇自由行，探索境外游艇航
行水域负面清单制度；4月，海南成
为全国首个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
放水域审批试点省份……

“实施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
保险制度，将大幅降低境外游艇入
境成本，助力游艇旅游国际化发
展。”胡笑铭坦言，近年来海南吸引
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艇企业前
来问询，但原先高额的担保金令不
少游艇主望而却步。

如今，游艇产业利好政策的相
继出台，为海南发展高层次旅游提
供更大平台。截至目前，共有12艘

来自境外的自驾游游艇享受到境外
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制度的红
利，保函金额达1.4亿元。

与此同时，不少海南游艇领域
企业借力政策“东风”，不断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助力游艇产业集群式
发展。截至去年底，海南游艇拥有
量和境外游艇入境艘次均位居全国
前列，游艇产业逐渐成为海南的“特
色名片”。

新前景：游艇旅游发展迅速

新契机：政策优势日益凸显

新动向：突破瓶颈先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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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体验游艇休闲方式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体验游艇休闲方式。。 翁振继翁振继 摄摄

外国游客在三亚大东海海滩上休闲度假。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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