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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各种利
好政策频频出台，海南开放的大门越
开越大。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已经成为
全球投资和消费的新热土，具有国际
战略眼光的旅游企业也持续加大力度
布局海南。这些企业在海南动作频频
的同时，又取得了哪些累累硕果？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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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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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三亚时间”的凯撒旅业，现
场启用了全新品牌形象——新品牌形
象以公司首字母“C”和“T”为基础，叠
加中英文组合而成；主色调选用深海
蓝与中国红，深海蓝展示凯撒旅业新
总部——三亚的蔚蓝浩瀚；中国红诠
释凯撒旅业以中国为发展基业布局全
球的战略规划。

从 2019 年起开始布局海南，到
2020年与三亚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形
成以此为“大本营”创新发展格局，再到
2021年正式迁址三亚落户中央商务区，
凯撒旅业在海南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海南拥有极大的潜力和市场空
间，旅游资源更是丰富而独特。近年
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各种利好政策频
频出台，海南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为
入驻海南的企业奠定了良好的市场环
境。”谈到公司“落户”海南的原因，凯
撒集团CEO、凯撒旅业董事长刘江涛
如是说。

其实，早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之初，
在业内颇有分量的旅游企业就已把目
光和脚步聚焦到了海南。

对复星旅文而言，海南具有别样
的意义。2018年4月28日，复星旅文
第一个自主打造的旅游项目——三
亚·亚特兰蒂斯正式开业。短短两三
年，三亚·亚特兰蒂斯便成为复星旅文
的“超级吸金王”。

作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在
琼注册集团一级总部的首家央企，中
国旅游集团全方位、深层次布局海南
旅游市场，致力于推进离岛免税、酒
店、旅游目的地建设、邮轮、旅游金融
等全旅游产业链落地。

企业抢抓机遇、深耕海南的雄心
也得到了最好的回馈。

4月28日，正值三亚·亚特兰蒂斯
开业三周年，110名专业美人鱼表演者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的大使环礁湖中
完成了“最大规模的水下人鱼秀”吉尼
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挑战。

正如“始终致力于鼓励、发现并分
享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一吉尼斯世界纪
录的目标，三亚·亚特兰蒂斯也在海南
创造了许多“不可思议”——开业后第
一个完整年亚特兰蒂斯的运营收入就
突破 13 亿元，到访人次超 520 万；
2020年虽然受疫情影响，当年营业额
依然突破12亿元，尤其在2020年下半
年，三亚·亚特兰蒂斯营业额取得逆势
增长，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36.5%，疫情后实现快速复苏。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中免集团
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海南省财政厅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免集团旗
下离岛免税店总销售额实现327亿元，
同比增长127%。当年，中国旅游集团
在琼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36亿元，在职
员工7625人，营业收入457亿元，税收
贡献13亿元，分别是2017年的约23
倍和3倍、7倍和4倍。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具有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以及自贸港建设的巨
大历史机遇，已经成为全球投资和消
费的新热土。而疫情后强劲反弹的中
国内需市场与消费升级趋势，令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备受人们瞩目
和期待。

“海南自贸港建设、助力消费升级
和双循环发展，既是本届消博会的关
键词，也是复星旅文的战略关键词。
通过本届消博会，我们希望让大众看
到复星旅文多年来为满足中国消费升
级需求、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所作
出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希望表达我
们对海南蓬勃发展的十足信心。未
来，我们将继续深耕海南，依托自贸港
优势，在持续打造更多世界级文旅项
目的同时，加速拓展旅游零售业务，助
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复星
旅文董事长兼CEO钱建农表示。

持续打造世界级文旅项目，在
海南创造越来越多“不可思议”

“回想亚特兰蒂斯开业前，很多人对亚
特兰蒂斯充满期待，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怀疑三亚市场是否足够支撑像亚特兰蒂斯
这样的一个高端项目。三年后的今天，亚特
兰蒂斯实现甚至超出了当初人们的期待。”
谈及三年来的历程，钱建农感慨颇深。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给予人们几点启
示：中国的消费市场尤其是旅游消费市场
前景广阔，而海南作为热带滨海旅游目的
地，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中国旅游业正经历
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消费者对高品质的
旅游产品需求强劲，旅游业正从高速发展
转向高质量发展；疫情影响使得原本倾向
于境外出游的游客消费回流，加之海南自
贸港的免税新政等系列政策带动，海南旅
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

面临重大机遇和政策红利的海南自贸
港，已然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
点，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旅游企业也在持
续加大力度布局海南。

去年4月，三亚市政府与复星旅文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复星旅文拟斥巨资打造“三
亚·复游城”，项目涵盖世界级主题乐园、主题
酒店、国际消费中心、康养中心、财富管理中
心等旅游业态。这不仅契合海南促进消费结
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将进一步
拓宽复星旅文在海南旅游零售业务的布局。

“海南旅游市场本身拥有非常丰富且优
质的旅游资源，携程与海南多年来的深度合
作也建立起较为成熟的供应链，我们将继续
深耕海南旅游市场。”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部
华南总监杨辉透露，目前，携程正根据集团发
展现状，积极筹备三亚区域总部落地事宜。

随着海南免税政策不断清晰和落地实
施，凯撒旅业将借助自身在旅游零售领域所
积累的经验以及各方合作资源探索在岛免
税业务。目前，凯撒旅业正推进与具备实
力的免税产品供应商、具备免税仓库的资
源方的合作洽谈，将在在岛免税政策出台
后积极争取并参与海南在岛免税业务，以品
质、惠民的购物体验对接全岛常驻居民。

事实上，为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力度，2020年6月1日以来，省旅文厅先后
举办三场专场招商推介会，向长三角、京津
冀和珠三角地区600多家涉旅文体企业宣
讲自贸港政策并进行产业招商推介，印发
《海南省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旅游产
业）使用实施细则》，并设立海南旅游文化
体育产业投资基金。

“我们将加大旅游招商力度，不断丰富
和完善海南旅游产品体系，积极推动海南旅
游产业提质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
企业服务工作，让更多投资者到海南，共享
海南自贸港机遇。”省旅文厅厅长孙颖表示。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深化布局见功夫B
投资频繁落地、打造全产业链、强化战略合作，在海南打造“中国
样板”

顺势而为看崛起C
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旅游企业
持续加大力度布局海南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在海南自贸港零
关税、低税率等“硬核”政策吸引下，海南
不断释放开放“磁场”效应，旅游企业布
局海南的步伐不断加快。

看投资——
2020年 6月 13日，携程集团与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交
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亚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共同在海南设
立“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并签署
了《合资设立三亚国际航空有限公司
合作框架协议》，以实现该项目的逐步
推进。几天后的6月 18日，位于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的“携程VIP 商务服务
中心”正式营业，为携程用户提供免费
VIP商务休息室，内设自助值机、行李
寄存、WIFI等便利服务。

如此频繁地落地相关业务，无疑显
现出携程对海南的重视。“我们希望发挥
最擅长的服务优势，在海南打造‘中国服
务样板’。”携程集团海南分公司总经理
张杨表示。

看转型——
2020年8月15日起，在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亚龙湾站等
交通中心和海口市区公交站台，中国旅
游集团的全新视觉形象正以一种现代、
时尚、国际化的视觉感受向外界传递
着这家中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央企的
最新讯息：经过历时数年的合并与
重组，中国旅游集团终于将旗下各
板块整合完毕，现已集结六大业
态(中旅旅游、中旅投资、中旅资
产、中旅金融、中旅酒店、中旅免
税)及创新孵化业务。

在海南，中国旅游集团
发挥集团全产业链优势，集
聚旗下旅行服务、旅游零
售、旅游目的地、旅游交
通、旅游金融、酒店、邮轮
等业务，涵盖“吃住行游
娱购”旅游全要素。免税
业务，是中国旅游集团
深耕海南的拳头产品，
中免集团已在海南全省
形成海口、三亚、博鳌等

地离岛免税的成片布局，推动离岛免税成
为开启消费转型升级的“金钥匙”。未来，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旅游业态在海南落地
生根，海南将成为中国旅游集团在全中国
全产业链布局的示范之地。

看合作——
携程与海南省旅文厅携手开展了

“百万份红包游海南，自贸港热浪购物
节”一系列相关活动，全面整合推广海南
特色旅游资源，刺激拉动游客目的地消
费；与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推出“岛
民不宅家，春节游三亚”主题系
列推广活动，开展三亚旅游奇
趣指南攻略和三亚主题相关
旅拍大赛，全面提升三亚旅
游热度；继2020年第四季
度“深耕国内、心怀全球”
战略后，今年3月，携程发
布了“旅游营销枢纽”战
略，携程集团与三亚市旅
游推广局将联手打造“旅
行本该三亚”目的地品牌，
成为目的地和企业推动旅
游全面升级的生动注解。

去年以来，凯撒集团及旗下
企业先后与海南省旅文厅、海口
市政府、三亚市政府、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达成战略合作。
凯撒集团旗下食品板块更是在海南地区
构建了覆盖航空配餐、铁路餐饮、邮轮食
品供应、饮品饮料等的链条式布局。

《和平精英》2周年展厅、五大青年
基地、《和平精英》水上实景作战区、特
种兵风洞飞行、《和平精英》电竞赛……
这个“五一”假期，作为凯撒旅业落地三
亚的首推大型项目，三亚《和平精英》2
周年庆起飞狂欢节为众多参与者带来
时尚炫酷体验，超燃出圈，构建起属于
年轻群体的旅游消费场景，为三亚塑造
新形象及新看点。

数据也能够印证旅游产业在海南
的市场热度和企业投资发展步伐不断
加快。

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2020年6月
1日以来，共有携程、凯撒等16家旅游
文化体育公司在海南注册成立。全省
集中签约的旅游文体产业项目68个，
集中开工文旅体项目72个，计划总投
资618.87亿元。

⬇⬇航拍三亚航拍三亚··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武威 摄摄

扫一扫看头部旅企海南“成绩单”

5月20日，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旅业）宣布完成三亚落户
工作，并启用全新品牌形象。当日，凯撒旅业与17家代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扎实推进海南布局。

在5月初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复星旅游文化集团（以
下简称复星旅文）携旗下三亚·亚特兰蒂斯、地中海俱乐部、复游城等全
球品牌亮相。而在本次盛会上，中免集团旗下海南六店首次同台，吸
引众多参会人士驻足关注，成为消博会上炙手可热的符号。

更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开展，诸多
头部旅游企业在海南动作频频、硕果累累。

“五一”期间，三亚·亚特兰蒂斯营业额较2019
年同比增长91%，五天平均入住率高达97%；中
国旅游集团携旗下中免集团在全球旅游零
售商的排名从2019年的全球第四位
跃升至2020年全球第一位。

开放中国，海南先行。乘着
自贸港建设东风，实力强劲
的旅游企业在深耕海南
同时，正开启放眼世
界的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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