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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安全有序，创新产品营造欢乐祥和氛围，品质出游受热捧

三亚：产品新供给 旅游新体验
10月8日晚，随着旅客提着大袋小袋的免税商品踏上归途，此次国庆中秋“双节”8天长假也告结束。本次国庆中秋假期是疫情防控

常态下的首个黄金周，三亚旅游市场火热且安全有序，游客体验不断提升，旅游业实现质效双增。
此次黄金周，游客更加注重出行健康与出游品质，在三亚，游艇游、租车自驾游、潜水游、乡村游等十分火爆，众多特色民宿与高档度

假酒店入住率都在90%以上，精品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10月7日，国庆黄金周进入尾
声，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内一派欢
乐祥和的气氛，短时阵雨难挡人们
游兴。“长假期间，南山景区推出

‘情浓中秋 欢度国庆’主题游园活
动，让游客释放身心，尽享快乐假
期。”南山景区负责人介绍，黄金周
前六天该景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2
万人次。

今年国庆刚好遇上中秋佳节，
三亚各景区、酒店纷纷推出活动为
游客营造浓厚的“双节”氛围。

蜈支洲岛景区推出“海岛‘不打
烊’，夜场模式ON”活动，将下岛时
间延长至22时，游客可在岛上尽情
享受海岛夜生活。10月2日，西岛
景区借《完美的夏天》的录制为游客
带来了一场热情似火的海岛音乐
节，张韶涵等艺人倾情献唱。

天涯海角游览区策划了旅游创
意集市活动，打造一场文旅盛宴；大
小洞天游览区策划了“国强千秋盛，
家和万事兴”主题活动，组织快闪表
演、网红铜人表演、泡泡机互动、网
红爬梯等项目；海昌梦幻不夜城发
起“国庆约惠不眠夜”主题活动，以
摩天轮灯光应援、海豚宝宝告白祖
国、国庆节日限定演艺活动等全新

夜游玩法，为游客呈上夜间文旅体
验大餐。

同时，夜间游方面，三亚市消费
促进月暨青春市集、崖州湾萤火虫
音乐会、保利仲夏市集、亿恒购物中
心地摊街、三亚乐天城夜市、博后村
夜市等，都进一步提升游客的夜间
游体验。

乡村旅游方面，博后村、中廖
村、西岛渔村和大茅远洋生态村等
众多乡村成为不断吸引客流的“网
红村”。“新鲜椰子真好喝，山兰酒很
甜。”10月5日，在三亚育才生态区
后靠村“吖啦咪”苗寨露营游玩的游
客刘小姐被优美的自然风光、清新
的空气、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三亚还推出两条乡村旅游线
路，即“崖州古迹+保平村+抱古村”
和“扎南村+立新村”乡村旅游线
路，游客可体验睡莲采摘、椰子保龄
球、套鸭子等丰富活动并品尝地道
美食。

此外，10月4日，三亚最大的
跨境电商体验城亮相天涯海角游览
区，2000多款跨境商品引爆游客消
费需求，成为黄金周旅游消费又一
亮点，也是三亚跨境电商产业进一
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10月1日，大量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
斯酒店办理入住。 武昊 摄

10月3日晚，游客在三亚海昌梦幻海
洋不夜城游玩，感受欢乐氛围。 武昊 摄

10月1日，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排
队有序购物。 武昊 摄

10月7日，在博后村宿约107民宿，游
客拍照纪念。 丰顺 摄

“这次在西岛的民宿里住了两
晚，感觉很自在惬意。”10月5日，入
住三亚西岛曾汐民宿的李女士说，听
女民兵故事，逛百年珊瑚老屋，赏海
上日出日落，品渔村历史风情，这些
是她入住西岛渔村民宿的最好收获。

此次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博后
村、西岛渔村等乡村依托毗邻知名景
区的优势发展民宿，迎进游客让流量
充分“变现”，许多民宿入住率都在
90%以上，一大批精品民宿在“双节”
长假期间宾客盈门，一房难求。

想留住客人，需要民宿自身打
造良好环境和提升服务水平。渔村
中的西岛院子民宿，装修风格典雅
精致，还配套有泳池吧台，将生态环
境、渔村风情与时尚体验融为一
体。“既住进了渔村里，又有星级酒

店的环境，是一种悠然自得的体
验。”来自西安的旅客郭俊杰说。

在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新晋
的“网红”民宿更为火爆。“住店的
以外地客人居多。”博后村宿约107
民宿负责人曹培介绍，该民宿共有
客房36间，国庆黄金周期间入住率
为100%。

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博后村共
接待游客21768人，累计旅游收入
1721.1万元。近50家民宿的平均入住
率达到了94%，省外游客占到了91.6%。

攀升的入住率，折射出博后民
宿成为三亚文旅市场的现象级旅
游产品。吉阳区民宿协会秘书长
谭中仙说，个性化的环境、沉浸式
的体验、特色鲜明的服务内容，让
博后民宿成为游客在三亚休闲度

假的重要选择之一。
除了火爆的民宿市场，三亚高

端酒店市场同样热闹。为迎接“双
节”旅游市场，三亚众多高端休闲度
假酒店均结合市场需求，创新推出

“主题+体验”形式的特色度假产品，
“酒店游”也成为新宠。

“在酒店内，我实现了吃、玩、
游，不仅吃到了美食，酒店内还有购
物场所可供购物，拥有水上乐园可
供游玩。”入住三亚·亚特兰蒂斯的
游客黎文雨说。

三亚·亚特兰蒂斯相关负责人
表示，黄金周前5天，三亚·亚特兰蒂
斯共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水族馆和
水世界日均接待游客数均超6000
人次，酒店平均入住率近90%，10月
3日和4日入住率均达到99%。

精品民宿一房难求C

或是驰骋在碧波上体验“速度
与激情”，或是静享海上垂钓的悠
闲，今年国庆黄金周，乘游艇出海，
是许多年轻人必备的“打卡”项目。
由此，在三亚港的出海口航道上，

“堵游艇”在抖音上火了，大小游艇
“扎堆”。

“客流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市场价格也较去年同期有所上
浮。”三亚游艇帆船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左志勇介绍。三亚海事局提供
的数据也显示，仅在国庆中秋长假
首日，旅游船艇进出港2312艘次、
接待旅客4.9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
加20.7%、82.9%。

近年来，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
推动下，海南游艇旅游正从“小众高
端”走向“大众休闲”，步入寻常百姓
家。“价格也是不很贵，一个人也就
三四百块钱出一次海，能获得一次

不错的体验，感觉很好。”在三亚鸿
洲游艇码头乘船出海回来的游客伊
先生说。

“此次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旅
游市场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游客更为
注意出游的安全、健康与品质，自驾
游、私家团、低空飞行、潜水等旅游
产品受到欢迎。”三亚市旅文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游艇帆船游、后海村冲浪、体验
动力滑翔伞、海上摩托艇、潜水、海
底漫步等一批独具热带海岛特色
的项目受到热捧。“蜈支洲岛景区
的持证潜水、潜水考证产品在国庆
前早已被预订售磬。”蜈支洲岛景
区负责人介绍，景区依托得天独厚
的潜水条件，国庆期间吸引了大批
潜水达人和潜水爱好者来这里探
寻海底的梦幻神秘。

“黄金周期间，携程租车平台上

三亚的订单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
是最多的。”携程租车海南区域负
责人介绍，豪华车型、跑车也受到
热捧，其订单量接近所有车型整体
订单量的25%。

受益于免税政策的放宽，今年
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在免税
城的A区入口处，无论是早上还是
下午都能见到排起的长队，在香化
专区，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每
天增加了4名临时工，但顾客很多，
工作还是很忙。”雅诗兰黛专柜销售
人员说。

为扩大节日消费，三亚国际免
税城也推出了多种优惠福利活动，
例如香化品牌全场正价商品3件9
折，5件及以上8.5折，助力三亚黄金
周“免税购物游”热度再升级。

（本版策划/撰稿 君琼）

品质游订制游走俏D

游得舒心玩得放心B
黄金周期间，每天早上7点多，

当许多游客还在睡梦中，三亚各主
干道路面已可见到三亚市旅游警察
巡逻的“铁骑”，椰风海韵的三亚湾
畔每隔一段距离就可见该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的身影……

为了让广大游客国庆黄金周期
间在鹿城游玩得舒心放心，三亚各
涉旅部门加强管理与执法，着力提
升旅客接待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
了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我们每日前往涉旅企业检查监
管，主要是看有没有诱导消费，有没
有夸大宣传，是不是明码标价了，是
不是‘三无产品’，目的就是让游客在
三亚玩得放心。”三亚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市场管理科科长赵长胜
介绍。

游客能否玩得放心舒心，要看

城市的整体旅游服务水平和保障
能力。国庆黄金周期间，三亚加强
旅游购物、海鲜餐饮、婚纱摄影等
方面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扰乱旅游
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违法违规行为，对旅游购物点虚假
宣传、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一律
依法顶格查处，一次性“死亡”。

加班到深夜，第二天早上8点便
到岗上班，是三亚许多涉旅职能部
门值班人员的假期日常。“三亚严格
要求景区按‘预约、限量、错峰’的要
求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所以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黄金周我们局每天
都安排值班人员到景区现场值守。”
三亚市旅文局行业监督科科长梁其
才介绍。

为了保障节日期间游客的人身
安全，国庆节前，三亚已全面对旅游

企业安全应急预案及景区游客最大
承载量控制落实情况进行检查。黄
金周期间，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还对全市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及场
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安全开
展监督检查，进一步确保假期安全，
提升游客旅游舒适感。

此外，10月1日至8日，三亚还
在全市范围内不定时不定点开展陆
地查控和海上巡查行动，对使用“三
无”船舶非法营运、非法捕捞、黑旅游
等现象进行专项打击，维护海上交通
旅游秩序，为游客营造良好的海上旅
游环境。

针对国庆期间海棠区景区客流
量大、客流高峰相对集中的实际情
况，三亚海棠区从10月1日至10月
8日开通免费穿梭巴士，更好地保障
国庆期间市民游客出行需求。

旅游产品丰富新颖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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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
森林公园全海景玻璃栈道游览。 武昊 摄

10月4日，游客在三亚天涯海角游览区拍照留念。 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