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线下结合、互动话题营销、互联网
短视频、LED大屏广告……全媒体矩阵全
程参与是此次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主题推
广活动的另一大亮点，能够更好地全景式、
多层次、多角度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
海南旅游的新成果。除了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外，携程、美团、飞猪、马蜂窝等OTA平
台结合自身特色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各大免税商家也通过自有渠道进行持续推
广。全媒体矩阵的全程参与，在增强宣传
有效性的同时，也极大调动了各地游客参
与本次活动的积极性和热情。

在上海站活动现场，中国旅行社总社

（上海）有限公司通过现场抖音直播和全国
网友实时互动，极大地吸引了年轻人群体，
更符合客源年轻化的趋势。直播过程中的
四轮抽奖环节更是点燃了网友们的热情，
有超过150万的点赞互动，让这场直播活
动线上线下一样“热力四射”。

“今年正逢建党一百周年，‘十四五’开
局之年，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之年。海南旅游消
费嘉年华主题推广活动擦亮了海南‘旅
游+免税购物’这块金字招牌，进一步拓宽
了海南与各地文旅的合作渠道，希望能够
引导更多国内游客来琼旅游消费。”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推出“旅游+免税购物”系列线路、
产品和套餐，更好地激活海南旅游消费市
场。

省旅文厅表示，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广告覆盖、OTA及新媒体营销、路演
推介、主题事件营销、举办旅游节庆活动等
方式，可以实现精准有效导流，以更好地抢
占国内旅游市场先机，释放免税购物政策
红利，进一步吸引游客到海南免税购物和
度假休闲，全面拉动海南旅游消费增长，推
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格局快速形成。

全媒体导流客源更精准

中央权威媒体、地方主流媒
体、网络媒体、新媒体、OTA平台
等各大平台推出了活动稿件超

过350 篇

新华社图文、抖音、快手平台

直播等曝光量超过60 万

历时两个月，全国九大城市线下路演，线上发放亿元优惠大礼包

2021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精彩收官

夏日到海南旅游怎么玩？可以一头扎
进免税店，穿行各个精品柜台开启“买买
买”模式；可以解锁各种“玩海”体验，冲浪、
潜水、漂流……感受海洋的魅力；可以到各
大酒店或特色民宿“窝居”，体验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产品，给身心放个假。还可以
乘上邮轮感受海上慢生活；可以泡雨林温
泉或登山看云海，开启野奢度假体验；还可
以在海南的各个椰级乡村旅游点中，感受
海岛田园的别样美景……来自岛内的各大
旅游企业如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三亚维
景国际度假酒店、博鳌乐城逸和康养度假
酒店等度假酒店以及三亚南山文化旅游
区、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等纷纷参与到

各大城市路演活动中，不但向当地市民推
出各种海南旅游新玩法、新套餐，也推出各
种优惠促销活动。

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
一直就是国内游客最喜爱的热带海岛度假
胜地，近年来海洋、康养、文化、会展、体育、
购物、森林、乡村、婚庆、美食、房车露营等
旅游新业态更是蓬勃发展。在科学分析研
判国内各大城市圈旅游消费特点的基础
上，海南省旅文厅针对不同市场在各个城
市路演活动中突出不同重点和产品，如在
广州站重点突出高尔夫游和免税购物游；
长沙站主要突出美食游、海洋旅游、免税购
物游；武汉站主推康养旅游、免税购物游；成

都站主推婚庆旅游、美食游、免税购物游；苏
州站主推免税购物游、婚庆旅游、乡村游；南
京站主推康养旅游、森林旅游、免税购物游；
上海站主推海洋旅游、特色城镇游、免税购
物游；北京站则主推海洋旅游、康养旅游、免
税购物游，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海南找到适
合自己的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

在5月30日举办的成都站路演现场，
正在计划蜜月旅行的成都市民沈先生现场
了解了海南的婚庆蜜月产品后心动不已，并
在海南旅游人的现场帮助下规划了数种到
海南的蜜月旅行计划。“我们将尽快安排好海
南蜜月行程，不但去感受阳光海南、浪漫天涯
的魅力，还要感受海南自贸港的新发展。

立体呈现别样的海南

免税购物是海南旅游的一张金字招
牌。此次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主题推广
活动以“健康游、欢乐购”为主题，免税购物
是各大城市路演活动的重点推介产品，以
吸引更多游客到海南康养购物。此次主题
推广活动首次联合了中免集团、海控免税、
海旅免税、深圳免税、中服免税等5家免税
品企业，这些免税品企业在路演活动中给
各地市民送上超值大礼包，丰富的免税店
礼品礼券让当地市民大呼过瘾，纷纷表示
要赶紧约“惠”海南，到海南买买买。

据了解，2020年 7月 1日，海南离岛
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3万元提高至
10万元，同时取消了单件商品8000元免
税限额，新增手机、平板电脑等7类消费
者青睐的商品，这是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自
2011年实施以来力度最大的调整。今年
是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落地十周年，海南不
少免税店还推出免税后再享受闪购6.5-7
折的优惠，同时配合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活
动优惠让游客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享受免
税购物。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

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揽金9.93亿元，平
均每天近2亿元，免税购物吸引力强劲。

“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免税购物，免税
店自身优惠活动叠加‘大礼包’里的消费
券，实在太划算了，感觉机票钱都省回来
了。”6月7日，在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主
题推广活动苏州站活动现场，苏州市民王
女士当场预定了海南旅拍产品。她以前
担心夏天到海南旅游太热，经过现场了解
后发现，海南夏天并非火炉，而且像潜水、
游艇等活动，其实夏天的体验会更精彩。

免税购物招牌更耀眼

亿元消费大礼包
20余万人次线上领取

“太幸运了，居然抽到了海南的旅游消
费大礼包，端午小长假就选海南了！”在广
州、在武汉、在长沙等国内8个城市举办的
2021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路演活动中，现
场抽到海南大礼包的当地市民，不但当场在
朋友圈晒出自己的幸运大奖，还立即开始着
手安排一场到海南的“说走就走的旅程”。

通过线上线下的良好互动，2021年海南
旅游消费嘉年华城市路演让不少路演城市
的市民直接成为海南的游客。省旅文厅表
示，在4月30日五一小长假前正式在海口启
动的此次全国路演活动，正是为了更好地挖
掘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潜力，推动海南自贸港
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据了解，此次主
题推广活动首次联合了中免集团、海控免
税、海旅免税、深圳免税、中服免税等5家免
税品企业，海航和南航2家航空公司及海南
礼物平台、酒店、景区等，这些企业结合自身
的业务特色和优势携手向全国游客推出海
南旅游消费大礼包，并通过抖音、快手、小红
书、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多渠道发放，发
放的大礼包总价值超过亿元。

在每一个路演城市，精心布置的海南市
集上有独具风情的海南黎苗歌舞表演，有味
美多汁的海南当季水果试吃，还有富有海南
地域特色的互动游戏，超全超详细的海南旅
游攻略以及巨划算的旅游消费大礼包……
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每个城市的路演现场
吸引广大市民驻足观看，在当地掀起了一股

“海南风”，不少观众现场向参展商咨询预订
海南旅游产品，推广活动收获满满。

2021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活动线下
线上一样火爆。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8个
城市的路演共计吸引了约4万现场观众的参
与，路演现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互动频
频。截至6月27日，海南大礼包的线上优惠
券领取与分发相关平台点击量累计超过了
20万余人次 ，浏览量累计超过50万次。中
央权威媒体、地方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新媒
体、OTA平台等各大平台推出了活动稿件
超过350篇。新华社图文、抖音、快手平台
直播等曝光量超过了60万。据悉，在线下路
演活动结束后，线上的相关免税优惠礼券的
发放将会持续至今年年底，预计将会有超过
50万人次领取到优惠礼券。

“我们根据海南的客源市场，有针对性
地选择路演城市，让活动的引导性更强，能
够更好地将观众转换为游客。”省旅文厅相
关负责人坦言，在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举办
的此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联动，让
各大城市的参与客群能够更好地转化为赴
琼的游客。据悉，此次活动的承办方中国旅
游集团则利用自己在全国的旅行社渠道优
势，让各渠道门店配合各大城市的路演活动
及时推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海南旅游线路
进行现场收客，现场咨询和报名者众多，极
大地带动了国内游客来琼旅游。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省旅文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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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晚上，北京悠唐购物
中心仿若一个海南岛的精彩展厅
——海南各大免税店、酒店和景区
在这里展示自己最新的产品和活
动，现场精彩演出、趣味活动、礼包
抽奖等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北京市
民，让他们在这里体验了一个难忘
的海南旅游之夜。

这是“健康游 欢乐购”2021年
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的北京站活
动，也是这次主题推广活动走进的
第九座城市，历时两个月的2021
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主题推广活
动也在这里精彩收官。

2021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
主题推广活动4月30日在海口正
式启动，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依次
在广州、长沙、武汉、成都、苏州、南
京、上海、北京等海南主要客源地城
市展开，横跨了“五一”小长假、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端午小长
假等重要旅游节点。九个城市的系
列路演活动，针对目标客源面对面
宣传推介海南旅游资源、文化特色，
并以优质旅游产品、各类优惠政策
和免税代金券等为吸引点，向国内
各大城市全面展现了美味海南、趣
味海南、文化海南、购物天堂的海南
旅游新形象。线上同样精彩，通过
抖音、快手、小红书、微博等新媒体
平台多渠道发放海南旅游消费大礼
包，礼品礼券总价值超过亿元。

2021年
4月30日
——

2021年
6月26日

海口、广州、长沙、武汉、成都、
苏州、南京、上海、北京

现场吸引观众超过4 万人次

九大城市路演
海南大礼包线上优惠券领取——

点击量累计超过20 万余人次

浏览量累计超过5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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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站 启动仪式

广州站 重点突出高尔夫游和免税购物游

长沙站 主要突出美食游、海洋旅游、免税购物游

武汉站 主推康养旅游、免税购物游

成都站 主推婚庆旅游、美食游、免税购物游

苏州站 主推免税购物游、婚庆旅游、乡村游

南京站 主推康养旅游、森林旅游、免税购物游

上海站 主推海洋旅游、特色城镇游、免税购物游

北京站 主推海洋旅游、康养旅游、免税购物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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