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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专题 关注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海南人游海南 岛 民 专 享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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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旅游研
究院、携程旅游大
数据联合实验室联
合启动的“2020疫
情后旅游大数据调
研项目”发布的《15
项发现和待启动的
旅行：国人疫情后
旅游意愿调查报
告》显示，尽管新冠
肺炎疫情强行给旅
游行业按下“暂停
键”，但其带来的冲
击是阶段性的，人
们对旅游的需求并
不会因此而消失。
来自消费者的调查
显示，旅游消费特
别是国内游意愿强
烈，国内休闲度假
旅游将迎来机遇。

作为国内最具
知名度的度假休闲
旅游目的地，海南
全省各大A级景区
已经基本恢复营
业。在我省刚刚发
布的《海南省旅游
业疫后重振计划
——振兴旅游业三
十 条 行 动 措 施
（2020-2021年）》
中，明确提出要“激
发大众旅游热情，
有序释放消费潜
力”。开展“海南人
游海南”活动被作
为重振市场的第一
步。为此，不少景
区酒店纷纷面向本
岛居民推出种类繁
多的优惠促销活
动。趁着即将到来
的清明小长假，岛
主们一起去“巡岛”
吧，一起享受住在
海南大景区的便利
和优惠。

4月2日下午，在省博物馆新闻发布厅
里举办的我省今年第一场“摘掉口罩的旅
游产品发布会”——海南（琼海）康养旅游
产品发布会，在本岛旅游市场掀起一轮旅
游“冲击波”。岛民只需365元就可享受两
天一晚的超值“1+X”康养大礼包，大礼包

涵盖了“乐城康养+琼海度假”，让岛民们能
够便捷地一键开启自己的健康新旅行。

“听过很多关于博鳌乐城的报道和介
绍，知道那是国际一流的医疗旅游先行
区。虽然距离也就2小时车程，但感觉自己
不可能享受得起那里的一流医疗康养设

施。”海口市民程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
言，看到365元的价格一开始的确不敢相
信，没想到这些康养旅游度假设施，居然是
自己可以轻松享受到的。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不少高星级度假
酒店、景区都针对岛内居民推出了各种优
惠措施，的确吸引了很多岛内消费者。“三
亚康年酒店、鸟巢酒店都是‘网红’酒店，现

在的价格太超值了，一定要团起来！”在自
家的家庭微信群里，海口市民黄女士直接
把团购链接发了上来。

在政府倡导下，近期越来越多的景
区、酒店和旅行社加入“海南人游海南”
促销活动中，推出种类繁多的岛民专享
活动及优惠套餐，岛内旅游市场正在渐
渐复苏。

岛民专享
康养大礼包：

“1+X”：“1”是来自乐城的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而“X”则是组合了琼海6家高星级度假酒店，包括琼海官塘假日度假
酒店、博鳌亚洲论坛金海岸大酒店、博鳌亚洲湾度假酒店、海南康斯宾悦度假酒店、博鳌乐城逸和康养度假酒店、博鳌国
宾馆豪华客房，以及白石岭景区等。在岛民专享计划中，只需365元即可电话预约到一龄体验一项康养项目，并从6家高
星级酒店中任选一家入住一晚，同时还可享受白石岭景区免费游览等一系列康养度假新体验。

岛民专享景区优惠信息
铜鼓岭景区

为表达对“逆行者”的崇高敬意和关心
关爱，现决定实施免景区门票政策。

免票期限：景区恢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

免票对象：全国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
免票内容：海南铜鼓岭景区大门票。
特殊回馈政策：全国赴湖北支援疫情

救助工作的医护人员（具体以官方提供名
单为准），在享受免票政策的同时，赠送往
返观光车车票。

取票方式：持有效证件到景区游客中
心售票窗口取票。

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
猴岛公园活动预售票海南居民77元/

人，门市价154元/人。
套餐内容：猴岛公园+往返缆车或轮

渡+园区表演。
购买日期：即日起至猴岛公园开园前

一天止。
预售票使用日期：猴岛公园开园日起

至9月30日期间。
活动对象：海南本地居民凭购票二维

码以及本人身份证至景区1号至5号窗口
换票入园。

活动预售票购买渠道：美团、携程、景
区官方网站。

天涯海角游览区
2020年4月30日前，海南居民凭本人

有效证件（身份证/社保卡/居住证），即可
购买海南岛民专享门票60元/人，以5折
优惠体验动感飞艇、沙滩摩托车项目，以
9.9元优惠价格体验乐拍旅行摄影“心心相
映”快拍、“天空之境”快拍项目。

2020年12月31日前，全国医护人员
（含港澳台地区）凭医师执业证书或护士执
业证书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入园，还能以
5折优惠体验景区内观光快艇、动感飞艇
和沙滩摩托车项目。

三亚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可终身免门
票游览天涯海角。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2020年全年，全国医护人员持有效证

件，营业时间内可免景观门票入园。对三
亚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隔离病区一线医
务人员终身免费入园。

即日起至4月30日，购买含景区稻田
花海、恐龙奇幻景观的单人门票，门市价
88元/人，网络抢购价58元/人，景区随时
购68元/人。购买含景区稻田花海、恐龙
奇幻景观双人套票，门市价176元/套，网

络抢购价78元/套，景区随时购98元/套。
购票方式：在景区购票窗口即可购买

优惠票；网络优惠票可在携程、美团等各大
旅游网站订购；优惠票不适用于团队游客。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即日起至4月30日，海南居民凭本人

有效证件（身份证/社保卡/居住证）在景区
官网、微商城、飞猪旗舰店、美团、携程、去
哪儿、马蜂窝、同程等OTA平台抢购，即
可享受99元/人，含景区门票、往返游览车
票、雨林拓展的绿色旅游年卡。

呀诺达绿色旅游年卡采用实名制，激
活生效后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期
限内可无限次免费入园。

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面向岛内居民推出年卡早春限量特

惠：成人年卡288元/张（原价788元）、双
人年卡560元/张（原价1388元）、儿童/长
者卡218元/张（原价388元）、家庭年卡
588元/张（原价1588元）。持卡用户在开
卡日起一年之内，可免费不限次数入园。

大小洞天旅游区景区
针对全省各大医院员工团建拓展活动

实行免门票政策，并赠送拓展师服务及讲
解员服务；针对全国大专以上医科院校攻
读医学专业的学生实行免费政策；针对疫
情期间奋战在防疫一线的人员，包括警察、
环卫工人等实行免费政策；针对在疫情期
间奋战在一线的志愿者人员实行免费政
策；针对三亚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隔离

病区一线医务人员实行终身免费入园；海
南岛民畅游三亚大小洞天只需半价45元，
活动持续到2020年4月30日。

白石岭景区
身高1.2米至1.4米儿童享受景区门

票、缆车票半价优惠；1.2米以下儿童免景
区门票、缆车票。60岁至70岁老人享受
景区门票半价优惠；70岁以上老人享受免
景区门票（需出示本人有效证件）。

医护人员免景区门票（备注：凭医师执
业证、护士执业证、医院工作证等有效证
件，活动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海南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
全国医护人员、现役军人、人民警察、

新闻媒体工作者和教师凭有效证件均可享
受本人景区大门票免票政策；同行医护人
员的直系家属可享受大门票免票政策，有
效期自2020年 3月 26日至12月 31日。
海南籍游客凭有效证件可享受景区门票5
折，或买景区门票赠送游览车二选一优惠
政策。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
4月4日至6日清明小长假期间，推出

“享自在·趣南山”优惠套餐：374元（原价
469元）。套餐包含2张成人门票（仅限父母
二人购买）、18周岁（含）以下少年儿童免票，
以及3份缘起楼素斋或南山私房菜套餐。

需提前一天通过“海南南山文化旅游”
官方微信服务号或OTA平台线上进行预
订。现场购买套餐价为402元/套。

希尔顿集团海南区
各大酒店优惠信息

针对医务工作者优惠的酒店包括海
口希尔顿酒店、鲁能希尔顿酒店、澄迈富
力希尔顿逸林酒店、文昌鲁能希尔顿酒
店、七仙岭希尔顿逸林温泉度假酒店、兴
隆希尔顿逸林滨湖度假酒店、三亚崖州
湾度假村、希尔顿格芮精选酒店、三亚希
尔顿花园酒店、三亚海棠湾万达希尔顿
逸林度假酒店、亚龙湾希尔顿酒店,医务
工作者享受当日门市价 5折优惠，每天
10间限量预定，提供相应证件入住（除
亚龙湾希尔顿酒店外）。

亚龙湾希尔顿酒店基于官网最优弹
性价格上，非套房房型享受75折折扣，
套房房型享受6折折扣。

优惠有效期至 2020 年 12月 31号，
法定节假日不适用；由于以上价格仅提
供给医务工作人员，故在办理入住时需
要出示工作证；团队预定（8间或8间以
上）不适用。

希尔顿海南北区酒店
婚礼优惠信息

参加酒店包括海口希尔顿酒店、鲁
能希尔顿酒店、澄迈富力希尔顿逸林酒
店、文昌鲁能希尔顿酒店。预定2020年
9月 30日之前婚宴，可享受预定满十二
桌送一桌（10人/桌），赠送一间新人房
含双早、赠送一次浪漫双人西式晚餐、一
周年结婚纪念日双人浪漫晚餐一次、赠
送新人游泳健身季卡一套（实名制）等。
医务工作者可享受预定满十桌送一桌，
其他福利同上。

洲际酒店集团海南区11家酒店
推出1元限时房型升级

2020年3月30日至5月31日期间，
预订洲际酒店集团海南区任意一家酒
店，在2020年6月30日前入住多付1元
即可升级第二级房型。入住洲际酒店集
团海南区任意一家酒店，皆可尊享以上
礼遇。

包括：三亚半山半岛洲际度假酒店，
三亚湾皇冠假日度假酒店，三亚湾假日度
假酒店，三亚中心皇冠假日酒店，三亚海
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店，三亚海棠湾仁恒
皇冠假日度假酒店，海南富力英迪格酒
店，海南清水湾假日度假酒店，琼海官塘
假日度假酒店，海口华彩华邑酒店，海口
西海岸假日酒店。

3月27日，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艳阳高
照，游客在海边“花样”自拍。 丰硕 摄

游客在陵水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二期
项目呆呆岛拍摄写真。 武昊 摄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的玻璃观景平台上，游客在观赏热带雨林美景。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