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店体验沉浸式度假

携程发布的《2021国庆旅游预测数
据报告》显示，近两年“酒店沉浸式度假”
在一二线城市的亲子家庭中逐渐兴起，

“囤酒店”“宅酒店”也成为今年国庆亲子
家庭的主流选择。

在三亚，星级酒店、精品酒店、民
宿客栈各尽其美，加之愈发丰富的酒
店休闲服务项目供给，大大丰富了游
客的选择。“十一”假期，三亚许多酒店
都推出了各自特色的活动，让游客

“宅”在酒店也能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
生活。

在三亚·亚特兰蒂斯，10月1日至5
日，失落的空间水族馆将在每天进行4
场的大型美人鱼水下表演，缤纷舞动，献
礼国庆。具体时间为：上午1场（11时，
波塞冬湾），下午3场（13时15分、14时
15分、15时15分，水族馆内），每场表演
15分钟。

作为三亚·亚特兰蒂斯的标志性
项目之一，水世界夜场在9月 23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回归。10 月 1 日至 6
日，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开放时间延长
至21时，并将在每天晚上为宾客呈献
水上飞人秀和烟花秀，更有其他精彩
演艺和全天尽享的水上项目等待宾客

“解锁”。
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是三亚最受欢迎的亲子酒店之一。10
月1日至7日，该酒店将推出特别的儿童
活动，包括“我和我的祖国”黏贴画活动、

“节庆拼插小飞机”涂鸦活动、“闪红星小
挎包”缝制活动等。

此外，国庆假期每日18时15分至
20时15分，欢乐游行与夜市都会交互
展开，超级英雄将在游行中闪亮登场，
酷炫无比的钢铁侠，将引领小朋友们
进入酷炫空间。夜市节目更是丰富多
彩，欢乐投壶、套圈圈、骰子石头剪刀
布、弹弹乐、猜谜等趣味游戏，营造亲
子互动氛围，带来无穷乐趣。

传统景区推出新玩法

大众旅游时代，游客需求日益多样
化，对景区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
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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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假期，游客可以到三亚鹿回
头风景区体验雨林穿越项目。这是该
景区最新打造的综合性运动体验型项
目，项目总长209米，设置21个挑战关
卡，分为儿童版和成人版两条线路。由
专业设计团队按照人体机能合理设计，
穿越时间为20至30分钟，整条线路均
在热带雨林中穿梭，游客在体验雨林穿
越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沿途海景和鹿城
风光。

“景区建设为游客提供优质旅游功
能的同时，也要为本地居民提供一个良
好的休闲空间，让景区成为主客共享的
美好生活空间。”三亚旅文集团副总经

理、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勇说，该景区加快打造鹿见咖啡、爱
可觅餐吧、山顶酒吧、文创产品特色商
铺，以优质产品和贴心服务，激发游客旅
游消费活力。

10月1日至7日，三亚天涯海角游
览区将推出主题快闪活动，工作人员将
在景区各个站点不定时出现的快闪舞
蹈、爱国歌曲合唱及互动，用音乐将活动
活跃度推向最高点。此外，该景区还将
举行“寄情天涯，献礼国庆”盲盒产品促
销活动、“遇见国庆，打卡天涯”抖音、马
蜂窝打卡等活动。

“十一”假期，三亚蜈支洲岛景区筹
备了“告白祖国”“趣玩海岛计划”“让中
国红C位出圈”等国庆主题活动。穿红
色衣服入园的游客还可以免费获得“我
爱你中国”主题口罩，打卡蜈支洲岛。
而同步启动的“趣玩海岛计划”也将为
游客带来多重项目折扣惊喜，为游客带
来丰富的国庆旅游大餐。此外，蜈支洲
岛与湾区酒店、免税店等联合推出系列

福利活动，届时游客能以低于门市价的
优惠享受到蜈支洲岛各式游玩项目。

国庆假期，三亚南山景区针对海南
本岛居民推出“2+1家庭欢乐游”优惠
套餐，即海南本岛居民可凭本人的身份
证或户口本或海南居住证，购票 2 张
108元/人成人优惠门票，还可带1名12
周岁（含）以下儿童免费入园。景区还
筹备了“我在南山与国旗合影”“告白祖
国”“红动南山 带着国旗去旅行”等国
庆节主题活动，为游客赠送小国旗，欢
度佳节。

免税购物优惠享不停

从当地特产到文创产品，再到免税
商品，如今愈加丰富的旅游产品供给激
发了游客的购买兴趣，吸引具有强大消
费能力的消费者，以购物为主要旅游目
的，边旅游边购物边体验，呈现出一幅三
亚旅游新图鉴。

9月28日，第二届“钟表与奇迹”三

亚高级钟表展在三亚国际免税城启动，
10月1日起将向公众开放，游客将近距
离欣赏其中12家钟表品牌的时计作品
系列，参展品牌也将围绕全新作品系列
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

“相比第一届，本届活动不仅增加品
牌和产品数量，新增引进雅典、芝柏、亨
利慕时等品牌，更是额外引进三问系列
腕表，14个钟表界优秀品牌的179件最
新力作，将全力满足收藏家、制表爱好者
及钟表发烧友的个性需求。”中免集团三
亚市内免税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海南省
免税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远昭说。

目前，三亚海旅免税城正进行大力
促销活动，香水化妆品每满1000元返
500元无门槛现金券，其他免税品类低
至3折，且线上线下店优惠同步，持续至
10月15日。除了店内促销活动外，与三
亚海旅免税城合作的银行也有优惠活
动，具体可从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

“没想到，三件护肤品用中行信用卡
支付只花了900元。”来自湖南的游客钟
先生说，趁出差机会，自己为妻子选购了
一套雅诗兰黛特润修护精华眼霜两支装
和植村秀羽纱持妆粉底液，原价1000
元，银行优惠100元，还返了500元无门
槛现金券。“返的500元券正好买了植村
秀新琥珀臻萃洁颜油两件套，商场优惠
力度大，消费者得实惠。”钟先生说。

另外，三亚海旅免税城演歌赛正在
火热进行中，10月5日将举办决赛，最高
奖项为10万元大礼包。此次演歌赛活
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兴趣
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可报名上台演唱
歌曲；登台唱歌并拍摄带有“三亚海旅免
税城”舞台背景画面的演唱视频，上传至
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任意一个平
台，并定位“三亚海旅免税城”，即视为参
与活动成功，还可领取精美纪念品一份。

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推出全
场低至5折起及近百款秒杀价单品回馈
消费者，同时，除了折上满 2000 元返
100元优惠券活动及“新会员到店礼”
外，在国庆当天还将推出抽奖活动，全场
累计消费满 2000 元即可参与抽奖。

（撰文／严玫）

三亚丰富假日特色旅游产品供给 同时推出多重优惠活动

“十一”假期 来三亚“嗨”“购”
国庆长假是国民旅游休闲需求

集中释放的一个假期。日前，同程
发布的相关旅游报告称，2021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国内游人
数将达到6.5亿人次，恢复至2019
年同期的八成以上。

不少游客将三亚纳入出游计
划。数据显示，截至9月27日，通过
携程预订量最高热门的目的地，三
亚进入前十名。“十一”假期里，三亚
景区、酒店、乡村等旅游企业纷纷推
出特色旅游产品及旅游优惠活动，
为游客送上黄金周旅游大餐。

出行时游客需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目前，“三亚12345”微信公众
号已推出查询功能，并实时更新三
亚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发布的信息。游客可通过“三亚
12345”微信公众号，提前获悉三亚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

近期，作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三亚，旅游市场回暖，游客回流，各景区游人纷至。图为游客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
本组图片由 武昊 摄

游客在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
区感受“森”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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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抱由9月29日电（记者周月光）
传递重农崇农价值取向，营造强农富农浓
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强大力量。9月29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举办以“庆丰收 感党
恩”为主题的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
（乐东）庆祝活动，展示乐东“三农”发展成
果，展现广大农民丰收喜悦和实现小康生
活后的精神风貌。

“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多么豪迈，
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多么热爱……”上

午8点，乐东县城就响起《走进新
时代》的高亢歌声，从山里，从海
边，从田头，农民满怀喜悦的心
情，涌向乐东县城的民族文化体

育广场，争相展示自己的丰收果实。
“我们品牌是北纬18度沙地蜜瓜，有

西州蜜17号、西州蜜25号、口口酥脆、金
香玉、青花蜜、长香玉等六大品种，每斤售
价3元左右，一年种三季亩产量约1.8万
斤，一亩地年产值就有5万元。”海南乐东
龙水河农旅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雄说，
公司带动60多户农民种植沙地蜜瓜，与
村民一起走共同致富之路。

一提到红毛丹，人们就想到保亭。

因为红毛丹只有保亭能种植。但在乐东
庆祝丰收节现场，记者看到了乐东产的
红毛丹，品尝后记者发现，红毛丹比较
甜，水分足。

“经过多次试种，3年前，在乐东千家镇
抱伦农场山坡上，我们找到300亩地，特别
适合种植红毛丹。”在红毛丹展台前，乐东
荣光农场一位工作人员说，乐东红毛丹上
市虽然晚一点，但口感特别好，深受消费者
喜爱，现在每斤卖到15元。

在庆祝现场展示区，记者看到，热带特色
农产品，乐东应有尽有，有各种特色水果，有
各种畜禽产品，有各种海产品干货，还有乐东
新繁育的高级大米、畅销国际市场的花卉、农
民山里采集的野蜂蜜等。

丰收节活动也是乐东促进旅游消费、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庆祝活动现
场，举办农民趣味运动会，开展了独轮车
运粮、椰子保龄球、抗旱保苗、猪八戒背媳
妇等4个让人乐翻天的比赛项目；举办趣
味游园活动，套圈、打铜锣、尖峰岭套娃、
龟兔赛跑等趣味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参
与；当晚，还举办以“颂党恩·庆小康”为主
题的乐东乡村音乐节，邀请乐东以及省内

知名音乐人演出，把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为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奉上一场丰收文
化大餐。

乐东是海南热带特色农业大县，是
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屡获

“中国香蕉之乡”“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
县”“中国优质果品基地十强县”“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乐东历
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
重中之重，从我国设立农民丰收节以
来，已成功连续举办三届。近年来，乐
东县委县政府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
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抓手，扎实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今年上
半年，乐东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同比增
长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
增长15.8%。

乐东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国庆
节来临之际，举行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和全县农民朋友一起“庆丰收、感党恩、话
振兴、晒幸福、迎国庆”，主要目的是传递
重农崇农价值取向，营造强农富农氛围，
凝聚爱农支农强大力量。

庆丰收 感党恩 话振兴 晒幸福 迎国庆
乐东欢庆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

农民趣味运动会猪八戒背
媳妇项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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