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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催热
中部山区“避暑游”

8月17日上午，五指山水满河热
带雨林风景区里人潮涌动，一艘橙红
色的皮划艇沿着崎岖河道蜿蜒而下，
坐在上面的海口游客王升发出阵阵尖
叫声。

往年暑期，他几乎把海南东线及
海口、三亚周边的几个市县玩了个
遍，将中部山区作为旅游目的地，则
是实实在在的头一遭。“这几天在山
里，感觉像是从一个天然空调房跑到
了另一个天然空调房。”为期三天的
旅程里，王升体验过阿陀岭的九曲回
旋、牙胡梯田的田园风光和水满乡的
茶香萦绕，给自己规划的下一站则是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百花岭
热带雨林风景区。

“我们暑假期间推出了毕业季优
惠政策，吸引了不少学生组团研学参

观、避暑游玩。”百花岭热带雨林风景
区总经理吴丽介绍，景区里植被保护
十分完好，形态万千的热带雨林景观
尤其受到好评。而位于琼中和平镇
合口村的峡谷漂流景区，停车场里同
样停满了来自海口、屯昌等各地的车
辆，大量游客的涌入更导致县城周边
的农家乐“人满为患”。

凭借雨林、飞瀑、温泉、溪流、沟
谷等原生态自然景观，近年来海南中
部地区开发出踏瀑戏水、雨林探幽、
野外拓展等众多独具特色的旅游体
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休
闲。来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五指
山、琼中、白沙三市县累计接待过夜
游客达93.27万人次，中部风光正搅
热海南旅游市场。

加快区域产业
深度融合步伐

相较于开发趋于成熟的滨海旅
游产品，雨林生态游方兴未艾。如何
打好这张“绿色”牌，成为海南中部各
市县的当务之急。

“我们借助‘奔格内’乡村旅游
品牌影响力，开展了一系列宣传促

销活动，同时还根据不同的旅游客
源市场特点，包装策划出一批民族
特色鲜明、生态养生体验的乡村旅
游休闲产品。”琼中旅文局相关负责
人认为，琼中在生态、文化、旅游方
面有很多内容值得挖掘，譬如他们
推出的乡村音乐节、黎族苗族婚俗
体验、乘坡河冲锋艇观光等旅游产
品便颇受游客青睐。

将生态、文化与旅游相融合之
余，以体育带动旅游产业也正成为中
部市县的另一招好棋。7月底，白沙
举办了一场为期5天的省级羽毛球
赛事，运动员、教练及亲友约有600

人到场，显著带动当地餐饮、住宿等
旅游服务业。

“旅游+”向企业抛出橄榄枝

“我们尽可能地开发出更多的旅
游产品与活动去吸引游客，但单靠政
府力量远远不够。”白沙旅游局局长
赖伟直言，目前海南中部还缺乏具有
核心吸引力的景区和旅游目的地，包
括吃、住、行等满足游客多元需求的
配套设施，这些都需要企业参与进来
联手共建。

而在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
长王健生看来，游客不断追求高质
量、个性化旅游的当下，再好的景区
或项目，单打独斗都显得力不从心，
必须将整个中部山区市县纳入一盘
棋，把资源优势通过“排兵布阵”真正
转化为发展优势。

不久前，琼中、屯昌两地旅游部门
邀请50家旅行社对当地旅游资源进
行踩线采风，联合发布暑期5条精品
旅游线路，无疑正是区域旅游资源优
化组合、协同合作迈出的坚实一步。

■ 本报记者 赵优

客房里适合小朋友的儿童床、充
满童趣的装饰、儿童专属拖鞋浴袍、公
共区域的游乐设施、适合全家参与的
亲子活动、精致可爱的儿童餐食……
这个暑期，在我省各大酒店，各种亲子
产品层出不穷。

在线旅游平台飞猪提供的数据
显示，1/4的旅行预订用户都是“有孩
一族”，83%的父母带孩子出行会预
订价格更高的酒店，其中五星级亲子
酒店的预订增长最快。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海
南亲子游这一超级市场正在加速发
展，高端酒店也不断推陈出新，热战
暑假。

亲子游：高端酒店忙参“战”

在三亚亚龙湾天域度假酒店市
场营销总监高晔看来，做亲子酒店最
基础的是硬件改造。她回忆说，酒店
1998 年创立时，并没有定位在“亲
子”，只是因为环境优美，天然适合

“遛娃”，才慢慢积攒了口碑。直到
2015年，他们发现家庭客人的比例
越来越高，才真正明确了“要做最好
的亲子酒店”的目标。

为此，所有传统模块的服务，餐
饮、客房、康乐等升级换代，相关的配
套服务也要重新开发。这些系统且
细致的改造，都围绕酒店一直以来给
人的温暖印象来进行。高晔举例说，
每个餐厅都配有儿童娱乐角。“妈妈
可以一边安心吃饭，一边看着孩子在
一个安全的娱乐区域玩，这是很重要
的需求。”在餐厅轻松就餐的游客对
此十分满意。

为打造三亚亲子游的一站式度
假目的地，位于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
界的“棕榈王国”亲子主题酒店充分

贴合儿童需求：从步入酒店大堂开
始，长颈鹿、南瓜马车、小兔子、彩色
蘑菇就营造出宛如童话王国的梦幻
氛围；客房设计同样延续亲子主题，
风格划分为熊猫侠、赛车手、小公主、
棕榈仙子、魔法小画家五大卡通主题
……“设计非常贴心，带娃度假也很
开心！”来自湖北的游客李薇说。

开业一年多的三亚·亚特兰蒂
斯，也凭借全球顶尖的水上游乐园和
海洋水族馆，成了这个暑假里的网
红。“三亚·亚特兰蒂斯的飞猪旗舰店
2018年首次参与‘双十一’，就斩获
全国单体酒店第一名，目前仍是备受
亲子游客欢迎的酒店。”飞猪相关负
责人表示。

赢战关键：抓住孩子的心

怎么抓住孩子的心，是亲子酒店
最核心的问题。业内人士有个共识：
第一次选择是家长做的，但如果再来，
那么这个决定八成是孩子来做的。

不同的游乐设施，往往也对应着
不同的客户需求。在三亚天域，4周
岁以上的孩子，是可以免费托管的，
有专门的游乐园及户外活动可玩；4
周岁以下的孩子，则有持证保育师提
供有偿专业托管服务。从高晔碰到
的情况来看，希望陪着孩子的家长，
和想把孩子“扔开”的家长，数量几乎
是一比一。

这就意味着，除了托管，酒店还
要设计大量亲子场景和活动，来满足
互动需求。“比如我们从美国引进的
bubble party（泡泡趴），就很适合大
人小孩一起玩，有时候你会发现，玩
得最嗨的不是孩子，反而是家长。”高
晔说。

对于家长们来说，酒店的夏令营
活动也是他们的福利。在三亚天域，
酒店甚至针对暑期之外以6岁以下
小童为主的亲子客群，推出了蒙氏教
育理念的小课程。三亚·亚特兰蒂斯
则在夏令营产品中推出了“夜宿水族
馆”项目及海洋动物互动等，为小朋

友们在游玩之外，增加研学体验。在
石梅湾艾美度假酒店，一周的自然玩
乐夏令营给孩子们提供了贝壳彩绘、
椰林探险、游泳课程、饼干制作、乐高
体验、桨板体验、化妆派对等一系列
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习知
识、获取知识。

新发展：战略部署＋跨界合作

近两年，亲子度假又有了新变
化：由于酒店的娱乐性增强，家庭客
人的平均入住天数也在明显增加，往
往是三天起步。

这当然是酒店从业者乐于看到
的，不过也意味着他们必须继续推陈
出新，不断来点“新意思”。

“早在2015年，我们就成立了亲
子中心，这是酒店的一级战略部门，专
门研究客群的需求和变化。”高晔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三亚天域做了很多跨
界合作，比如联手进口母婴用品电商
品牌蜜芽，在酒店里开了它的第一家
线下实体店。“我们发现很多亲子客
人，尤其是带着6岁以下小朋友的客
人，不得不带上大包小包的婴儿用品，
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个一
站式购物的概念，为客人打造一个更
为轻松的度假体验。”高晔说，2018
年，酒店又和飞猪、天猫合作，开了新
零售商店，客人通过客房里的天猫精
灵语音下单，智能机器人就会送货上
门。这样的新尝试，也带来了意想不
到的成功，这项服务受到亲子客人的
欢迎。

有人用一句话给方兴未艾的
亲子旅行市场做了注解：在这个时
代，大家不会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
里的“茶”埋单，但会为琴棋书画诗
酒茶里的“茶”埋单。随着旅游需
求的改变，亲子酒店升级也在不断
更新。

游乐园、夏令营、新零售……拼完硬件拼想法

海南亲子酒店暑假热战
本报讯（记者赵优）进入8月，

我国东南沿海各地陆续迎来了休
渔季的结束，不少地区都举行了
盛大的开渔节活动。许多游客也
奔赴盛产海鲜的海滨城市打卡，
抢先品尝第一波海鲜，同时体验
独具特色的传统渔文化，舟山、茂
名以及琼海潭门镇等海滨城市在
暑假尾声之际，再次迎来出游高
峰。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8月
中旬以来，预订海滨城市出游的
人次是去年同期的1.3倍。家庭
游客依然是出游队伍中的主力
军，占比超过7成。其中，二孩同
游、三代同堂出游的全家游也是
出游人群中最常见的组合。和暑
期常规海滨游以长线游为主的情
况不同，预订8月中下旬出游的海
滨游以2天1晚、3天2晚的周边
自驾游为主，占比高达八成以上，

“海滨酒店+景点+海鲜”套餐最
受游客青睐。从游客预订的旅游
目的地来看，茂名、阳江、北海、舟
山、宁波、台州以及泉州等地都是
热门的海鲜游目的地。8 月 17
日，以“闯出一片海·潭门一千载”
为主题的2019年第五届琼海潭
门赶海节开幕，千余渔民在此祭
海、展传统技艺，吸引全国各地的
游客慕名“赶海”。沙滩音乐节、
潭门鲜吃节、渔民运动会等多种
特色活动大大提升了当地的旅游
人气。

近年来，随着文旅融合的进
一步加深，具有民俗文化特色的
开渔节成为吸引更多游客的一项
旅游体验内容。游客在预订海滨
旅游产品时，除了重视海景观赏、
海滨戏水、吃海鲜大餐等内容之
外，“开渔节”渔文化体验和出海
捕鱼活动都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的
重要因素。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林薇薇）8月18日
下午，保亭常青茶溪谷景区开业新闻发布会暨旅
游资源推介会在海口举行，对景区的内部环境、
旅游资源、开业优惠活动等进行介绍。海南日报
记者从会上获悉，保亭常青茶溪谷景区将于
2020年1月1日正式对外开业。

茶溪谷景区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金江
毛岸农场，常年云雾缭绕，阳光充足，雨水丰沛，
是大自然馈赠的洗肺养心天然氧吧。该项目是
保亭农垦改革招商的项目，为常青国际养老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该景区将建设
成为海南茶文化产业聚集区，填补海南茶文化旅
游产业空白，成为独特的茶文化热带森林旅游项
目。

据介绍，景区内有五大游玩区域，分别是热带
雨林恐龙谷、热带原始雨林、军事文化区、茶文化
园、呆萌动物园，其中还设置大小数十个景点，可
供游客休闲体验。游客除了观光游玩外，还可以
体验刺激的真人CS水弹枪枪战、雨林戏水闯关
等活动。根据保亭政府物价部门批复，茶溪谷景
区门票为每人48元，景区往返观光车每人68元，
于2019年10月1日开始对外出售门票。为让更
多的游客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体验茶溪谷的美景，
景区还发布了开业前的门票优惠活动。

保亭常青茶溪谷
明年元旦开业
将填补海南茶文化旅游产业空白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杨辉）暑期进入尾
声，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2019暑期游学账
单》显示，从订单数据看，2019暑期单次游学人均
消费价格为8641元，同比2018年下降4.3%。家
庭平均游学花费 2.2 万元，同比 2018 年增长
2.1%。

携程游学平台发布了“2019暑期游学消费排
行榜”，统计了全国15个游学主要出发城市2019
暑期消费价格：广州游学人均花费11963元全国
最高，其次是北京10380元和上海9830元。各年
龄段消费最高的分别是珠海小学生、上海初中生、
广州高中生，分别为5963元、12263元和20852
元。

“2019暑期游学目的地排行榜”统计了国内
海外15大热门游学目的地消费价格数据。数据
显示，国内游学普遍在三四千元级别，海外游学中
瑞士最贵，客单价达到51476元，其次为新西兰、
加拿大，客单价均超过3万元，泰国、印尼等东南
亚游学价格只需要六七千元。

怎么选靠谱的游学产品？专家建议，家长选
择游学不应该单一求贵。而是优先考虑含金量、
性价比、孩子感不感兴趣、行程合不合适。从网上
预订看，一条“趣玩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导览课行
程，邀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士、上海市遗传
学会成员担当导师进行讲解，单价180元，暑期上
单量同比增长540%。有家长表示：这种小而美
的游学路线对工薪阶层家庭来说非常友好，游学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价格多高，而是和谁一起
去，行程安排得有没有意义。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杨辉）近来，全球
汇率波动，有出境游计划的游客也按捺不住了。
由于阿根廷汇率暴跌，最近几天，中国游客对这
个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兴趣大涨，在旅游网站搜
索阿根廷旅游产品的旅游者暴增。由于英镑、俄
罗斯卢布的疲软，今年暑期选择去这两个国家的
中国旅游者也大幅增加。由于新兴的互联网外
币兑换可以提前锁定汇率，预约下单换汇人数明
显增加。

比索暴跌，阿根廷最近以“旅游最划算国
家”而闻名。8月12日，人民币兑阿根廷比索一
夜之间升值15%。截至当日，2019年以来人民
币兑阿根廷比索累计升值35%。汇率的变化，
对旅游者的影响立竿见影，阿根廷进入了更多
中国旅游者的视野。携程数据显示，8月12日
以来几天内，在携程平台旅游度假频道搜索“阿
根廷”的数量，相比之前增加了200%。包括阿
根廷与巴西、智利等南美连游产品，以及阿根廷
加南极的超长行程，关注度都大幅增加，巴西+
阿根廷+智利+秘鲁21日跟团游等产品销量领
先。

由于英镑疲软，今年夏天从中国赴英国旅游
的人数激增。携程旅游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通
过平台和线下门店，报名跟团游、自由行、定制
游等度假产品，前往英国的游客增长34%。与
此同时，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欧
洲目的地国家之一。据分析，赴俄旅游的中国游
客数量增长迅速，除了距离相对近、性价比高、免
签，也得益于卢布持续低迷以及俄罗斯实行的购
物退税新政。

全球汇率波动出境游走俏

阿根廷旅游搜索
暴增200%

休渔季结束，
“海鲜游”升温

潭门赶海聚人气

《暑期游学账单》发布

人均花费8641元

海南中部山区“掘金”避暑游，多产业跨区域融合发展

“凉资源”做成“热产业”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烈日炎炎的夏日，除了一头扎进蔚蓝
的大海，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尝试朝海岛
腹地走去。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漂流，氤氲
在热带雨林的湿润水汽中，或是扑通一声
扎进乡野溪涧……曾经藏在深闺的海南中
部美景渐渐掀开面纱，将登山、漂流、雨林
探秘等“凉资源”做成“热产业”，正巧用绿
水青山激活“避暑经济”。

琼中峡漂流景点的空中玻璃漂流受
到游客的追捧。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三亚·亚特兰蒂斯的夜宿水族馆项目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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