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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主题营销吸引眼球

旅博会现场，90平方米的“海南
厨房”以热带海岛风情为主题，木瓜、
菠萝蜜香气四溢，盐焗鸡、桥头地瓜、
老盐柠檬水等特色美食令人垂涎，引
得食客排起长龙，品尝海南美食。海
南本土大厨现场制作海南美食，使参
观者在满足视觉与味蕾的同时，也体
验到海南精彩的饮食文化。来自香港
的展商罗伟棋现场购买了一份盐焗
鸡。“上次去海南已经是20年前了，这
里的海南美食再次勾起我对海南的向
往。”罗伟棋说。

在澳门万国旅游集团董事兼名誉
总监梁金成看来，以美食为IP的主题
营销更易凸显海南旅游的吸引力。“以
前人们只知道海南有碧海蓝天、椰风海
韵，‘海南厨房’集中火力打出海南美食
这一品牌，更容易引起澳门市民的关
注。”梁金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如今，
海南有阳光沙滩等优越的自然条件，高
端酒店众多等硬件设施，加上美食文
化，海南的旅游元素愈加丰富也更具吸
引力。“酒店+美食，已经成为海南旅游
在澳门最大的卖点。”梁金成说。

2018年，澳门万国旅游集团就与
海南热岛风情国际旅行社达成合作，
利用机票优势打包旅游产品，于去年
6月推出澳门“千人游海南”活动，反
响热烈。今年，澳门“千人游海南”活
动收客量有增无减，预计2019年澳门
赴琼旅客将持续大幅度增长。

优化产品提升体验

“随着海南旅游深耕澳门市场，我
们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旅游产品及线
路，推出纯玩团和美食团。”主营琼澳
航线的海南热岛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何世盈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该公司针对澳门客源市场推出了

“机票+酒店”自由行和“4天3晚美食
之旅”等旅游产品。美食之旅除了包
含火山口、海南省博物馆、骑楼老街等
海口景区景点外，还将带游客寻味正
宗的后安粉、黑猪肉粽、文昌鸡饭、老
爸茶等海南特色美食。“游客一下飞
机，就能到老店里吃上一碗正宗的后
安粉、一个粽子，他们很开心。”何世盈
说，希望通过深度美食游凸显海南的
本土特色，提升游客的体验度。

澳门万国旅游集团也在筹划进一

步加大海南旅游产品打造力度。此
前，澳门万国旅游集团和海南热岛风
情国际旅行社已经先后走进文昌、琼
海等地踩线，深入挖掘侨乡特色、航天
元素、田园乡村等旅游资源以及文昌
鸡、杂粮等特色美食，以推动澳门游客
的脚步延伸至更多地方。

“2015年，刚开通的澳门—海口
航线客座率只有25%，通过几年来的

旅游促销和市场培育，目前，海南和澳
门之间的航线已加密至每周四班，上
座率达到80%。我们希望继续以‘政
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模式，进一步培
育澳门客源市场。”何世盈表示。

据了解，2018年11月，澳门至海
口航线加密至每周四班，今年3月底，
澳门至三亚航线加密至每天一班，为
琼澳两地的交流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微风中摇曳的绿，沁人心脾的
蓝，纯洁无瑕的白……“五一”小长
假期间，记者在分界洲岛看到，不
管是以大海为背景，还是以教堂为
场景，前来婚拍的新人络绎不绝，
摄影师一阵阵快门声为他们记录
下浪漫美丽的时刻。“海南的风景
就是最好的背景板，除了婚拍，还
能在这玩几天。”正在拍摄婚纱照

的新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

展，婚庆旅游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并
越来越受到青睐，极大激发了旅游
市场活力。拥有独特资源并经过
多年市场培育，分界洲岛也迎来了
婚庆旅游的发展——2013 年以
前，分界洲岛每年接待婚纱拍摄新
人约几十对；2014年1月，分界洲
岛正式建立婚庆产业运营团队；
2018年，该景区接待婚纱拍摄新
人突破1万对；2019年1月-4月，
来分界洲岛拍摄婚纱照的新人已
达1.5万人以上。

这只是我省婚庆旅游产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早在2011年，我

省就提出了“海南蜜月岛”的宣传
口号，正式推出海南婚庆蜜月旅游
的概念。随着2013年三亚目的地
婚礼博览会、2014年三亚婚庆旅游
产品发布会、2015年三亚婚礼产业
大会、2016年海南婚庆旅游产业大
会等各类婚庆旅游主题活动举办，
使得婚庆旅游市场吸引力、品牌知
名度、产业贡献度得到大幅提升。

“去海南拍婚纱”“爱TA就带TA
去三亚”等口号愈发深入人心。我
省婚庆旅游产业也逐渐发展为婚
纱摄影、婚礼服务和蜜月度假三个
主要板块，涵盖交友、恋爱、求婚、
婚纱、婚礼、蜜月、亲子、纪念婚等
多个方面。

海南婚庆旅游品海南婚庆旅游品牌形象牌形象深入人心深入人心，，年产值已达年产值已达110110亿元亿元

婚庆旅游婚庆旅游：：海海岛蜜月比蜜甜岛蜜月比蜜甜

据人民网报道，2019年“五一”小长假已结束，
在已经公布“五一”旅游收入的20个省份中，四川
以382.83亿元暂列旅游总收入排行榜第一名。根
据排行榜中的数据显示，4个省份旅游总收入均超
过200亿元，分别为四川、江西、河南、重庆。

与2018年“五一”全国各省份旅游收入的
情况相比，河南和重庆有所上升，位列第三和第
四。天津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达到81.5%，成
为20个省区市中旅游收入增长最快的省份，四
川是接待游客总数最多的省份，达 4322.87 万
人次。

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2019年“五一”假
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
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
按可比口径增长16.1%。本次假期调整，回应了
人民群众对假期的期盼，拉动了文化、休闲、餐饮、
乡村等消费。文化和旅游消费额在501-1000元
之间的游客比例最高，为38.0%，较清明假期提高
1.2个百分点；游客平均外出停留时间为2.25天，
较清明假期增长9.5%。

据人民网报道，3月31日起，中国民航进入
2019年夏秋航季。记者从各大订票网站获悉，新
航季期间，随着高原游、海滨游等旅游需求快速升
温，各航空公司纷纷加密或新开前往相关热门目
的地方向的旅游航线。同时，换季后诸多航班时
刻发生变动，旅客应在出行前确认航班最新信息，
以免行程受到影响。

据了解，2019年夏秋航季从3月31日开始，
至10月26日结束。而目前由于天气渐暖，人们
对于西藏、青海等高原地区以及气候宜人地区的
旅游需求也快速上升。携程机票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航季期间，国内各航空公司增强了对这些地
区的运力投入，在飞往拉萨、西宁、林芝、贵阳等地
航线陆续恢复或新开的同时，也加密前往昆明、杭
州、成都等热门方向的航线。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五一”小长假期间，敦煌
莫高窟窟内灯影幢幢，穿越1600多年的“飞天”在
静谧夜色中轻盈灵动。没有白天的喧嚣和嘈杂，
游客有序排队参观，低声细语地穿梭在各个窟。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新开启的“夜游”参观
模式。

“夜晚参观莫高窟游客相对少，干扰会更少一
些，不像白天那么仓促。”来自山东的游客张百惠
2日晚参观后认为，夜游莫高窟更具诗意。

敦煌研究院今年推出的“夜游莫高窟”系列活
动，包括“夜游莫高窟”“夜游莫高窟，诗意边关行”

“游姊妹双窟，走玄奘之路”。期间，参与者还将前
往敦煌西线，领略“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意境。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关城5月1日也开
启夜游模式，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23时。嘉峪
关关城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主任汪春梅5日接受
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为提高市民幸福指
数、拓宽外地游客游玩空间，该市推出酒泉和嘉
峪关地区市民景区门票免费政策，夜游关城连日
来人气爆棚。

此外，嘉峪关关城对外地游客的门票从过去
的“2天有效、只限进1次”变为“3天有效、无限次
进出”。

“五一”旅游收入排行：

四川列第一
四省收入超两百亿

夏秋航季旅游航线
频次增多
游客出行需关注时刻变动

敦煌莫高窟和嘉峪关
关城“夜间不打烊”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
场第五航站楼的TWA航站中心于2016年开始
改建为精品酒店，除了客房、会议中心和餐厅外，
顶楼还有一个无边际游泳池，客人们能一边游
泳，一边俯瞰飞机跑道，酒店将在5月15日对外
开放。

根据TWA酒店说法，长19.5米的泳池设在
顶楼约3048平方米的观景台上，全年开放。因为
有温水设备，不必担心在纽约寒冷的冬天里无法
下水。游泳池壁选用透明玻璃，游客可以畅游到
泳池最边缘，以全景视角，饱览繁忙跑道上的飞机
起降。

TWA表示，酒店房客在住房期间可以免费
使用泳池，至于非酒店住客只要事先预约，也能免
费使用。观景台可容纳约300人，有餐饮服务。

TWA酒店位于两栋低层建筑内，拥有经典
的好莱坞风格内饰和完善的隔音窗，尽管距离跑
道很近，不用担心飞机引擎声吵人，旅客仍能安
然入睡。

据报道，TWA 航站中心建于 1962 年，于
2001年关闭。 (李辑）

纽约航站中心改建酒店
可在无边泳池看飞机起降

■ 本报记者 赵优

5月2日，海岛
礁石边，椰风海韵
下，“亲爱的·520”
分界洲岛集体婚礼
浪漫举行，来自国内
外的25对情人完成
生命中一次极其重
要的定格。作为海
南婚拍热门取景点，
分界洲岛旅游区正
在谋求婚庆旅游品
牌化发展。

拥有得天独厚
海岛资源，又有着天
涯海角、鹿回头等深
厚爱情文化底蕴，经
过多年市场培育，海
南婚庆旅游在为广
大爱侣收获幸福的
同时，也成为我省旅
游的一座“甜蜜金
矿”——2018年，我
省婚庆旅游年产值
已达110亿元。如
何使婚庆旅游这张
海南旅游名片更加
亮眼并产生更强掘
金力，成为业内人士
共同努力的方向。

今年一季度澳门来琼游客大幅增长

我省深耕澳门市场成效渐显
■ 本报记者 赵优

2019 年 4 月 26
日，第七届澳门国际旅
游（产业）博览会（以
下简称旅博会）在澳门
拉开帷幕，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率领促
销团赴澳门参展，海南
展馆重点打造的“海南
厨房”掀起琼岛美食旋
风，人气爆棚。在展会
现场，海南热岛风情国
际旅行社两天内卖出
近300张澳门至海口
的机票，澳门市民的热
情可见一斑。

近两年，我省不断
加密与澳门的航线，推
出“海南厨房”主题旅
游营销IP，以美食为载
体宣传海南旅游和文
化，深耕澳门客源市
场。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1月-3月，澳门赴琼
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85.1%，我省深耕澳门
客源市场成效渐显。

“我们希望通过整合景区的
婚庆资源，推动婚庆产品的优化
升级，从而拉动更多消费，比如餐
饮、住宿、游乐项目等。”分界洲岛
旅游区企划总监涂明艳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

同为海岛婚庆旅游目的地，
巴厘岛、马尔代夫、冲绳岛无疑受
到各国新人的青睐。“打造海岛婚
庆旅游目的地，浪漫温馨的海岛
婚礼作用巨大，比目前海南流行
的高端酒店婚礼更具优势，也更
具代表性。”许伟认为，只要在氛
围营造、产品更新以及品牌包装
上继续下功夫，我省像分界洲岛
这样的成熟海岛有理由也有条件
成为知名的海岛婚庆旅游目的
地。

在业内人士看来，经过多年发
展，海南婚庆旅游的硬件以及服务
在国内可谓首屈一指，如何提升国
际知名度，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在
大力培育旅游新业态和深入推进
旅游业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进
一步提升婚庆旅游目的地品牌形
象，拉长婚庆旅游产业链。如要围
绕婚庆产业展、婚礼秀、婚纱摄影、
主题婚礼、蜜月酒店、主题景区等
各个环节的服务，打造体系完善的
婚庆旅游产业链，同时加快推进婚
庆行业标准化建设，提高产业的组
织化水平，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服
务等。

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会
长许伟注意到，经过多年的发展，
海南婚庆旅游目的地形象知名度
越来越大，客群已经从几个重点
省市扩展到全国，甚至迎来了世
界游客。“去年三亚举办婚礼约
2600场，其中100多场是境外客
人。”许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三生石尚婚礼策划创始人柯
懿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三亚已
经不是客户的唯一选择，一些新
人去到了万宁、海口、文昌举办
婚礼。“在旅游目的地举办婚礼，
更加具有仪式感，也更易于亲朋
好友参与和体验这种幸福和喜
悦。”柯懿珈表示，这几年消费者
需求在递增，该公司甚至已经接
到了2020年的订单。

相较于婚拍，一场目的地婚
礼包含婚宴、住宿、游玩等内容
以及婚礼上的花艺、灯光、主持
等诸多环节，是更加专业和高端

的消费业态，而消费者对于品质
和体验的要求也更高。“我们曾
经做了一场消费65万元的婚礼，
还不包括包机的费用，只涵盖新
人婚礼以及 100 多人三天两晚
的吃住游玩，这必须要求公司从
客户落地海南的那一刻起就做
好服务。”柯懿珈说。

如今，在婚庆旅游产业这块大
蛋糕中，分界洲岛也不满足于婚拍
取景地的角色。近两年，该景区先
后打造了罗马教堂、月光古堡等场
地，希望在丰富婚拍产品的同时，
举办更多海岛婚礼。

2 打造婚庆旅游目的地

3 整合资源拉长产业链1 婚庆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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