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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强监督管理，做大“旅游＋”产业

乘风自贸港 破浪新旅程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迎来冬季，三
亚旅游更红火。

在天涯海角游
览区，来参观的全
国各地游客络绎不
绝；在海棠湾、亚龙
湾、三亚湾的星级
酒店和特色民宿，
满房的喜讯不断传
来；在游艇码头，一
批又一批游客搭乘
游艇出海，感受一
把乘风破浪的惊险
与刺激；在亚特兰
蒂斯 C 秀演出现
场，观众们沉浸在
光影电交汇的精彩
演出中。

三亚旅游资源
丰富，是很多游客
心驰神往的旅游目
的地。如何做大做
强旅游和文化产
业，三亚已经探索
多年。回眸“十三
五”，三亚文旅产业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补短板、
调结构、增后劲，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越走越稳，一
个多点突破、纵深
推进、蹄疾步稳的
良好局面正逐步呈
现出来。

“旅游＋”推动区域发展和百姓增收C
2018年，三亚国际音乐节首次

举办，就引发强烈的市场反响，吸引
了20余万名观众参与其中，主会场
设置地——海棠湾区域酒店客房入
住率接近100%，旅游需求十分旺
盛，“文化+旅游”产业加速发展。

“三亚积极补齐发展短板，打造
国际知名文化活动，唤醒这座城市
的娱乐激情，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游客前来感受三亚之美，同时带
动了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快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转型。”三亚
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白天看风景，晚上睡大觉。”以
前，不少人这样形容三亚旅游的单
调。现在，游客不仅可以领略三亚
的自然风光，还可以体验各种文化
大餐。“十三五”期间，三亚敢为人

先，创新思路，深度挖掘本土文化，
大胆引进国际文化，推动文化产业
快速发展，给传统旅游业注入文化
灵魂，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三亚千古情》、秀都魔幻秀、亚
特兰蒂斯C秀、红色娘子军大型沉
浸式实景演艺、海昌梦幻不夜城的
表演……如今的三亚，文化演出丰
富多样。如果游客在年头岁尾来三
亚，还能赶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
沙滩上看各种世界级大片，去三亚
国际电音节现场，感受最顶级DJ的
演出。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三
亚文化产业企业数量突破3000家。

已经成功举办4届的三亚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成为三亚文
化旅游大品牌之一。其中，2019第
四届三亚国际文博会共吸引近4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
化企业参展，展出近3万种展品，涵
盖9大主题展区、16大分会场、“夜
间文博会”等新潮活动，签约项目累
计金额16.5亿元，观展游客近15万
人次，现场成交近4000万元。

三亚发展“大旅游”产业逐渐惠
及周边市县，有力助推了我省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省。“去年，三亚、陵水、保
亭和乐东四市县首次‘抱团’营销，共
同推介琼南地区丰富旅游资源，‘大三
亚’的品牌越来越响亮了。”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说，“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三陵乐
保”四市县还建立起了常态化合作管
理制度，重点从旅游形象打造、旅游线
路和产品开发、旅游营销推广等方面
推进一体化发展，海洋、森林、民俗等

旅游资源实现共享、互补。
为了让旅游给人民带来更大福

利，三亚将乡村旅游写入“十三五”特
色产业精准扶贫规划，重点发展特色
村寨型、休闲度假型、生态村落型等
三类19个乡村旅游项目，让旅游成
为带领人民增收致富的火车头。

5年里，三亚大力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充分挖掘优质生态潜力，力争

“从城市到农村，每一个村庄、每一
栋建筑都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以乡
村为点铺开全域旅游建设。同时，
三亚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持生态立市、环境优先、绿
色发展，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卓有成
效地开展“创文巩卫”等工作，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始终保持全国领先。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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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打造安全放心旅游环境 迈向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出租车接客有序、明码标价不
宰客、景区整洁秩序好……今年“十
一”假期，广东游客陈曦来三亚度
假，这里给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陈曦的感受，也是越来越多游客的
切身体会。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三亚接
待游客72.92万人次，同口径比增长
12.69%；旅游总收入40.19亿元，同
口径增长39.33%。疫情之下，这样
的数据令人振奋。

“十三五”时期，是三亚加快旅
游强市建设的关键时期。5年来，三
亚着力培育旅游支柱性产业，不断
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从严治旅打
造安全、放心的旅游市场环境，推动

“大旅游”产业纵深发展，以自信姿

态阔步迈向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2017年，三亚进一步明确“建

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的行动目
标，制定《三亚市建设世界级滨海旅
游城市行动方案》，聚焦城市国际化
水平提升、旅游产业提升、“十镇百
村”建设等十大行动，通过扩大机场
航班容量和落实第五航权开放政
策，提升国际通达性和航空保障能
力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进一步提高
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国际化水平。

国际营销、国际航班、国际邮轮
接踵而来，三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多举措加快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逐
步形成“4小时、8小时、12小时”国际
航程旅游圈，入境旅游吸引力倍增。
2019年，入境过夜游客90.63万人

次，同比增长26.6%，旅游外汇收入
81075万美元，增长39.3%。

三亚市民在生活中发现，全域旅
游英语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市民
开口说英语；不少旅游从业人员、城市
服务人员、公务员也开始重视外语能
力培养，积极适应国际化语言环境；亚
特兰蒂斯酒店等精品项目相继亮相，
一批优质旅游项目的落地，提升了三
亚旅游业的供给质量和效益……

让游客玩得舒心，三亚也做了
许多努力。该市聚焦市民游客关心
的旅游热点、难点及痛点问题，借助
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
打造三亚放心游消费市场监管平
台，实现旅游消费数据的实时采集
和联网监管，为游客提供旅游出行

中的消费诚信保障，也为全国旅游
市场监管提供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针对旅游市场存在的热点、难
点问题，三亚以旅游商户的诚信体
系建设为基础，以物联网和大数据
等技术手段为依托，创新模式打造
三亚放心游消费市场监管平台，自
动采集消费经营行为和行政信息等
数据。”三亚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
说，该平台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连接起政府、商
户、消费者，实时收集旅游消费场所
涉及的电子秤、收银机、电子点单等
前端交易系统数据，让消费信息可
追溯、可留痕，便于对海量消费数据
进行分析、判断，实现旅游市场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全覆盖。

A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旅游产品体系进一步丰富

如今，游客发现在三亚能体验
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个性化。

走，到马岭社区，穿梭于蓝白相
间的民房间，感受“小圣托里尼”的
浪漫风情；来，到后海渔村，在层层
激起的海浪中，体验驰骋浪尖的刺
激；去，到博后村，入住在风格迥异
的民宿里，享受小清新的居住环境。

“十三五”时期，三亚旅游业以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标，努力从“高速”向“高质”转型发
展。过去的五年，“新业态”“新产
品”成为三亚旅游发展的高频词
汇，原本以观光为主的旅游产品结
构，正加快向观光休闲度假等多业
态融合的复合型产品结构转变，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也在持续
拓展。

选择一家心仪已久的酒店，游
泳、拍照、品尝美食、参加亲子活动

……待上两三天都不会觉得烦闷。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会为一家酒
店来到鹿城。“这次再来三亚，主要
是带孩子体验亚特兰蒂斯酒店，在
这里不仅住得舒心，还能吃得开心、
玩得开心。”北京游客王雪说。

走进一个尽显黎族、苗族风情
的乡村，骑行、徒步、露营、做手工、
品尝农家饭，让身体回归于自然，享
受心灵的宁静。在三亚中廖村、大
茅远洋生态村、博后村、梅联社区，
游客的身影越来越多，带来人气的
同时也帮助村民增收。

搭乘一艘酷炫的游艇，乘风破
浪出海去，垂钓、摩托艇、香蕉船、水
上飞龙……玩法多样的海上项目令
人应接不暇。如今，游艇出海、直升
机观光成为三亚热门的旅游产品，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来到海棠湾畔的三亚国际免税

城，人潮涌动，展柜、收银台、门店前
排起长长的队伍。得益于离岛免税
政策的“加码”，免税购物成为越来
越多人来海南旅游的理由。三亚不
断优化免税购物服务，通过增加人
手、售货点，加强监管等措施，让游
客买得开心、放心。

12月3日，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发布了“三亚新青年奇趣岛”推广
主题，以“线上＋线下”方式打造五
大主题玩法，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游
客赴三亚旅游。今年，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成立。半年多来，该局针对
三亚客群，整合旅游产品全渠道资
源，展开了一系列营销活动，全面
提升三亚旅游新形象，促进拉动旅
游消费。

围绕实现高质量发展，三亚全
域旅游、乡村旅游、度假休闲游加快
发展，邮轮游艇游、免税购物游、研

学旅游等业态不断丰富。“‘十三五’
期间，三亚旅游和文化行业以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理念创新、体
制机制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主体创新等多方面创新为引领，旅
游业呈现出增长强劲、质效提升的
良好态势。”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十三五”期间，三亚接待游客
数量和旅游收入逐年攀升，数据显
示：2016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1647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54亿元；
2017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1831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406.2亿元；2018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242.6 万人次
（含一日游人数），实现旅游总收入
514.7亿元；2019年，全市接待过夜
游客2396.3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33.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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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三亚旅游

旅游收入

2016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 1647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54亿元

2017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 1831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406.2亿元

2018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2242.6 万人次
（含一日游人数），实现旅游总收入514.7亿元

2019年，全市接待过夜游客2396.33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633.19亿元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三亚接待游客
72.92万人次，同口径比增长 12.69%；旅游总收
入40.19亿元，同口径增长39.33%

入境旅游

2019年，三亚入境过夜游客 90.6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6.6%，旅游外汇收入 81075万美
元，增长39.3%

市场主体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三亚文化产业企
业突破3000家

游客在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体验水上
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