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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一“鹿”向南 全程惊喜
8月19日，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发布通知称，从8月19日10时
起，海南省已全部为低风险地区，各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可恢复经营跨省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三亚，是海南旅游发展的“排头兵”，
也是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自去年3
月8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数量清零
以来，三亚实现无新增本土病例，这为旅
游复苏奠定了坚实基础，旅游市场在疫
情防控的新常态中逐步回暖，并呈现出
积极向好态势。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孕育着巨大旅游消费
需求。游客不再满足浅尝辄止的体验，
对新玩法、深度游有更高需求。去年以
来，三亚旅游部门、涉旅企业大力开发丰
富多彩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美好、舒
适、便捷的旅游服务，让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在鹿城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老景区”成“新网红”。三亚多家传
统景区在“新”字上下功夫：推出新玩法、
提供新服务、带来新体验，满足游客个性
化需求，打造出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
旅游产品。例如，天涯海角游览区引进
彩虹卡丁车、天涯飞跃、海上秋千等新项

目，满足客群日益变化的游玩需求，同时
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鹿回头风景区在
厚重的历史积淀中“嫁接”新鲜业态，打
造咖啡馆、文创店、餐吧、酒吧等“小而
美”的精品体验场所……

“为一家酒店，赴一座城”，酒店也
成为旅游目的地。在三亚，星级酒店、
精品酒店、民宿客栈各美其美，大大丰
富了游客的选择，加之愈发丰富的酒店
休闲服务项目供给，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前来度假。许多酒店都推出“一价全
包”产品，游客支付相应的费用，即可享
受到宿地提供的住宿、餐饮、游玩、康体

等一系列服务，足不出户就能度过一个
愉快的假期。

去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新
政开始实施，每年每人的免税购物额度
提升至10万元，让海南更具吸引力。同
年12月30日，三亚海旅免税城、中免凤
凰机场免税店、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
公园3家海南离岛免税店齐开，加上已
营业的三亚国际免税城，形成了“一市四
店”免税购物格局。消费者来三亚免税
购物，有了更多的购物选择，商品品类更
加丰富，购物体验也大大提升。

如今，常“趣”常新成为三亚旅游代

名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三亚
来寻找他们心目中奇趣“岛屿”。旅游新
业态也成为拉动旅游消费的新热点，豪
华露营、尾波冲浪、高空跳伞等新玩法让
游客体验着丰富多彩的三亚旅游生活。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稳中向好，国内
各省逐步开放周边及跨省旅游，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将携手旅游企业，抢抓发展
机遇，乘势而上，通过全方位通达、多触
点曝光来创造声量、积累势能，多措并举
助力三亚旅游宣传推广。

“我们不但推出了更加实惠丰富的
暑期旅游套餐，更积极谋划秋冬季旅游

市场宣传推广，进行提前‘预热’和‘造
势’，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做好
准备，让市民游客提前‘种草‘三亚旅游
新业态、新产品，拉动旅游消费增长。”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
巨繁重，三亚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将始
终紧绷安全这根弦，狠抓安全监管和运
营不松劲，同时强化创新、细化举措，在
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推动文旅产业全面升温，创新发展。

面朝大海，三亚等你。
（本版策划/撰稿 严玫）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景区 促销信息汇总

三亚1 Hotel海棠湾阳光壹酒店。（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供图） 在鹿回头风景区远眺三亚城市傍晚景色。 丰收 摄 游客在三亚大小洞天景区体验“彩虹滑道”项目。 武昊 摄

三亚鹿回头风景区9月优惠活动

1.岛民特惠套餐（含门票+观光车
票）：9月1日-9月30日，凡海南本岛居
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可花40元购买
该套餐，原价50元。仅限景区售票窗
口购买。

2.感恩教师特惠活动（含门票+观光
车票）：9月10日—9月12日，凭本人教
师资格证可花40元购买该特惠活动票，
原价50元。仅限景区售票窗口购买。

西部天涯·海洋运动俱乐部

8月1日至9月30日，亲子套票（一大
一小）海陆总动员套票：天涯海角门票+帆
船+亲子海骑+彩虹拖伞，649元；帆船（买
一送一）150元；陆地冲浪（买一送一）120
元；网红旅拍：天涯海角门票+俱乐部网红
打卡拍照（赠送3张精修）199元。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8月优惠活动有：毕业生特惠专享
38元门票、“策马腾飞暑期特惠”骑马+
直升机体验+门票+电瓶车288元、“最
野趣玩1大1小套餐”门票+电瓶车+花
田小火车+骑马+越野车（ATV）半程+
军事射击368元、“青春正飞翔学生专享
套票”门票+电瓶车+射击+直升机7公
里或滑翔伞任一项468元。

9月优惠活动有：“9月金秋特惠”门
票+花田蒸汽小火车+射击套票68元、
教师节（9月10日-12日）凭本人教师资
格证或学校开具证明，免景观门票一张、
中秋节风俗活动9月19日-21日，（1）猜
灯谜活动，赢好礼；（2）品中秋、树中秋、
绘中秋--品味月饼、彩绘灯笼、DIY古
风团扇，可免费品尝或带走。

三亚大小洞天旅游区

即日起至8月31日，本岛居民购票
可享半价，并赠送“彩虹滑道+时光魔
毯”两个游玩项目。

此外，三亚周边的呀诺达景区、南湾
猴岛景区等皆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其中
包括呀诺达景区8月31日前推出海南居
民特惠门票+往返游览车每人96元，门
票+往返游览车+高空滑索+哇哎噜玻璃
观景平台每人198人；南湾猴岛景区9月
30日前推出呆呆岛门票+往返轮渡+观
光车+骑乘体验 2 分钟每人 98 元，更多
消息可关注景区官方网站及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航拍三亚航拍三亚··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 武昊武昊 摄摄

除了上述酒店，三亚亚龙湾万豪
度假酒店推出988元/间/晚入住景观
房一晚；三亚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推出海岛夏日·岛民专属之旅，豪华海
景房1199元/晚；三亚山海天JW万豪
酒店夏日“豪”礼岛民特惠，尊享套餐
1988元/3天2晚逸景阁园景房；三亚
海棠湾万丽度假酒店推出868潮玩套
餐；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店推出“香”守
安心岛民特惠，988元2天1晚豪华景观
房；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推出“特
安心”套餐，1399元入住三亚湾和海棠湾
红树林酒店各一晚；三亚湾皇冠假日度
假酒店推出本地度假·纵享欢乐纯净之
旅（岛民专享福利）皇冠花园海景房499
元/晚；三亚湾海居铂尔曼度假酒店推出
岛民福利，高级花园房599元/晚；三亚希
尔顿花园酒店推出岛民安心游666元/3
天2晚；三亚崖州湾度假村希尔顿格芮精
选酒店推出海南特色风味-高级海景房
599/晚等，更多详情及优惠信息请关注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温馨提示：商品价格可能会随市
场变化浮动，具体价格以商家当日成
交价格为准。（活动套餐详情请查看相
关酒店微信公众号。）

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海旅免税城、
中免凤凰机场免税店、中服三亚国际免税
购物公园四家免税店都推出不同的优惠
促销活动，具体有部分单品打折、满额返
代金券、多件打折、直播送礼等，还推出了
手袋节等节庆活动，凭180天内离岛信息
还可以补购，具体内容可关注各大免税商
城官方微信公众号和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三亚·亚特兰蒂斯

岛民专享价
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失落的空间

水族馆：各98元/人
海景房：1688元/晚
1.价格适用于海景房。
2.入住时须出示以下任一证件：
海南本地居民身份证、户口本社

保卡、居住证或岛上工作证等。
3.价格包含2大2小（12岁以下）

自助早餐、水世界、水族馆门票。
亚特兰蒂斯＋机票代订服务
针对广州、合肥、南昌、贵阳、兰

州、南宁等多个城市推出“机票＋酒
店”2天1晚和3天2晚促销活动，官
方每日会随机抽取一名客人订单升
级至总统套房入住。

预约电话：0898-88986666

三亚1 Hotel海棠湾阳光壹酒店

壹心守护岛民特惠
园林泳池景观房：1399/2天1晚
套餐内容：
入住园林泳池景观房
双人自助早餐
天空吧双人鸡尾酒
视房态免费升级至海景泳池景

观大床房
畅游天际恒温泳池
畅玩小籽苗儿童乐园
享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9.5折优

惠及人民币150元无门槛代金券

连住2晚可享壹厨双人晚餐一次
（价值人民币1176元）

预订电话
0898-88691888

三亚海棠湾开维费尔蒙酒店

2晚心悦费尔蒙套餐(含双早+下
午茶+晚餐+迷你吧+欢迎小食+船
游+旅拍)3588元

入住1间2晚：费尔蒙园景房/费尔
蒙海景房/费尔蒙家庭复式海景套房

包含礼遇
1.享入住期间每日双人游廊餐厅

自助早餐
2.享入住期间双人游廊餐厅双人

精致晚餐一次；享入住期间韵河龙船
下 午 茶 一 次 （ 预 约 电 话
18089889627）

3.享每日房间内迷你吧
4.享入住当日房间内欢迎特色小

食
5.享入住期间海棠湾免税店正价

商品95折优惠及每日免税店穿梭巴
士（需提前1天预约）

6.享入住期间酒店内休闲旅拍一
次，送5张电子相片及摆台一个（不含
服 装 及 化 妆 ，预 约 电 话 ：
13233420000）

7. 享入住期间200元 SPA代金
券或预约任意60分钟水疗项目赠30
分钟身体护理（使用规则以酒店政策
为准）

8.享入住期间酒店内文化探索之
旅一次（每日16：00-17：00）

三亚康年酒店

岛民打卡专享价
园林泳池景观房：888/2天1晚
预定须知：
1.价格含豪华海景客房2天1晚

（含双早）
2.入住时须出示以下任一证件

（海南本地居民身份证/户口本/社保
卡/居住证/工作证等）

3.打卡畅游1200平方米无边际
泳池和70米高空悬挑透明泳池

预订电话：0898-88685888

三亚山海天大酒店傲途格精选

“格”外有料岛民特惠
尊享套餐：2188元/3天2晚
套餐内容：
尊享三天两晚时尚格景观房
尊享2位成人及2位6岁以下儿

童自助早餐
尊享一次网红泡泡浴
尊享一次轻奢之味网红晚餐套

餐一次（价值520元，在居中餐厅享
用）

万豪会员在店期间尊享正价餐
饮9折优惠，加入万豪旅享家即享

酒店至三亚海棠湾免税店免费
接送，乘车人需提前一天16：30前同
酒店礼宾部预约

享价值3888元免税购物券一份
（请于酒店前台扫码领取）

免费延迟退房至16：00

免税 促销信息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