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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人们不再满足
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开始思考走
出去的价值。让他们做出“这个
旅游目的地值得去”的价值评判，
就是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通过持续有效的营销推广，增加
海南旅游的曝光度，让其不断出
现在目标客群和潜在客群的视野
里，仅仅只是海南旅游出圈的第
一步。”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坦
言，海南旅游只有“被动看见”还
远远不够，要让海南真正吸引到
目标客群，并被他们选择、体验、
认可，才能实现“主动推荐”。

据了解，在此次“阳光岛 欢
乐季——和风丽日享海南”联合
推广活动中，省旅文厅联合马蜂窝
等社交媒体分别推出了“最美蜂景
线”打造、海南官方攻略新升级、

“最强旅游主播团”打卡海南欢乐
节、旅游爱好者精彩共创等系列活
动，以激发目的地内生动力为出发
点，探索多种方式的营销推广以应
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
海南旅游的长效发展。

“我们从国庆正式启动活动
宣传以来，带动了海南旅游热度
的持续攀升，也促进了目标客群

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和消费决
策。”据马蜂窝相关负责人介绍，
各地游客不仅纷纷在线打卡海南
美景，不少游客还将“航空随心
飞”的第一站定在了海南，有人甚
至想成为海南的“长居客”。这位
负责人认为，此次营销活动很好
地利用了马蜂窝平台在旅游圈层
的平台影响力、达人号召力、客群
聚集力、内容高价值以及精准大
数据这五大突出优势，同时整合
马蜂窝“官方专业背书、普通旅行
者真实口碑、社区丰富内容、花式
专题、促销商城”等资源，让海南
旅游在马蜂窝建立起吸引力更
强、持续时间更长、智慧化程度更
高的官方宣推阵地，同时助推了
今年欢乐节的高人气和高热度。

“景色太美啦，现在就想去”
“真的是来个五星好评”“之前去
过，还想去”……在“阳光岛 欢乐
季——和风丽日享海南”活动主
页，被“种草”的游客表达着对海
南旅游目的地的向往和期待。据
了解，为了做好此次推广活动，马
蜂窝专门组织了官方攻略团队到
海南进行实地考察，重点挖掘了
海南“康养、红色、乡村、会展、研

学、购物”等六大主题的新景点、
新玩法、新体验，打造了升级版的
海南官方攻略。攻略包括“上天入
海必体验”“打卡最美乡村”“会展
节庆新玩法”“追寻红色记忆”“购
物全攻略”、“美食这么吃才地道”
及“行前了解与路线规划”等十个
板块，并以“新、准、全”的严格要求
持续对攻略进行更新完善。

据悉，在通过“最美蜂景线”
进行内容沉淀、专题打造的同时，
马蜂窝还为即将开幕的海南国际
旅游岛欢乐节定制了专属活动阵
地，集结“官方攻略、旅游线路、达
人直播（“最强旅游主播团”打卡
海南欢乐节）、达人笔记游记、视
频vlog、用户互动、商品导流购买
等强互动性的内容于一体，更为
直接地呈现海南好玩、好吃、好逛
等特点，以实现目标客群从种草、
到做攻略、到购买的一站式有效
转化，更好地助推更多潜在用户
的挖掘和转化。

“阳光岛 欢乐季——和风丽日享海南”联合推广活动开启

这个冬天，邀您解锁海南新玩法
作为全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冬季是海南旅游最火热的季节。为率先抢占冬季旅游出行市场，积极消除疫情对我省旅游旺季消费带来的不利影响，围绕即将开启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省旅文厅创新营销方式，联合OTA（在线旅游）及航司平台共同启动“阳光岛 欢乐季——和风丽日享海南”联合推广活动，开展线上线下全媒体整合传播，为冬季的海南旅游再添一把火。
在各大OTA平台，“阳光岛 欢乐季”已成为热词。刚刚在携程APP上线的“阳光岛、欢乐季旗舰店”，循环播放的旅游宣传片《大海之南 欢乐之岛》，向游客展现了海南旅游魅力；在去哪儿网，来自

“阳光岛 欢乐季”的海南旅行盲盒，吸引许多游客参与；马蜂窝上，“阳光岛 欢乐季”的“最美蜂景线”展现海南精品旅游和旅行攻略，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海南之旅……

除了阳光、沙滩和大海，海南岛
上还有啥好玩、好看、好吃的？“在这
次联合推广活动中，我们尝试推出更
为多元个性的海南旅游产品，让游客
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和体验海南旅游
的新业态、新产品。比如，我们此次
重点推出的海南乡村旅游，对很多岛
外游客就是一种新体验。”携程相关
负责人介绍，针对乡村旅游成为旅游
新趋势这一特点，携程特别推出了海
南乡村游地图，让游客可以通过地图
清晰了解海南多元丰富的乡村旅游
产品。“我们深入海南各地深挖特色
乡村旅游资源，针对各市县特色，全
新整合出多条创新的乡村精品线路
产品，对现有的海南乡村旅游线路是
一个很好的补充、完善和提升。”携程
相关负责人认为。

在各大OTA平台上，海南推出
和升级了旅游旗舰店。在此次活动
中，海南与携程共同推出“阳光岛 欢
乐季——和风丽日享海南”旗舰店。
旗舰店推出了包括乡村游、欢乐行、
欢乐住、欢乐食、欢乐游等五大类海
南主题产品，内容涵盖乡村旅游产
品、景点、酒店、美食、攻略等多个旅
游板块，并在携程多个关键广告位入
口进行广泛宣传推广，既给游客提供
了一个多方位了解海南旅游的全新
渠道，也同步实现了用户互动和交易
转化的消费闭环。同时，旗舰店还通
过“欢乐游”板块为游客输出旅游达
人们的旅拍和游记攻略等优质内容，
用独特视角为每一位准备前往海南
的游客提供行程参考信息和别具一
格的游玩思路。

作为主打度假产品的途牛，海南
一直是其重点推广目的地，已经先
后推出近3万款海南目的地旅游产
品，以不断满足游客的细分出游需
求。针对海南冬季旅游市场特点，
途牛在此次活动中创新采用跨界线
上+线下活动融合，推出了一批高品
质、高满意度的明星产品，并叠加多
重优惠补贴，以更好地释放旅游消
费潜力，丰富游客出游选择。如配
合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11月-12
月，途牛将陆续推出银行活动、用户
补贴等众多海岸特色主题产品及立
减优惠活动，以“欢乐”为聚焦点，推
出“欢乐购物游”“欢乐康养游”“欢
乐海洋游”等主题旅游产品。同时，
途牛还持续发挥海南旅游目的地专
属推广平台“跟着途牛去海南”抖音
号的粉丝资源和社群优势，在活动
期间每周开展长达42小时的专场直
播，内容涵盖目的地种草、攻略分
享、线路推荐、产品销售……全方位
介绍海南度假的吃喝玩乐攻略及相
关旅游定制产品推荐。

“围绕此次活动主题，我们全面
升级了海南旅游文化官方旗舰店，围
绕海南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康养、红
色、研学、乡村等海南旅游产品矩阵。”
途牛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途牛
成熟的线上平台，精准触达不同消费
人群，全方位推介涵盖跟团游、自由
行、当地游、自驾游等海南特色人气旅
游产品。同时，途牛还将同步优化经
典常规产品，带给游客多角度、全方位
的出游体验，展现海南多元文化魅
力，激发海南旅游市场新活力。

新业态新产品助力旺季市场

除了加大线上推广力度，各大
OTA平台也纷纷推出丰富的线下推
广活动。如围绕即将开幕的海南国
际旅游岛欢乐节，携程联合省旅文厅
在海口美兰机场专门打造了一个欢
乐驿站。驿站可以为刚刚上岛的游
客提供欢乐节专属定制的微笑口罩
和欢乐雪糕，不仅保证来琼游客的健
康安全，还可以对海南旅游进行更多
样的宣传推广，让海南旅游的最新旅
游资讯和全新形象触达更多到达海
南的游客。

去哪儿网线下欢乐驿站同时设
置了网红拍照打卡布景、欢乐口罩领
取、欢乐节相关视频播放等装置，并
同时进行定期快闪秀，以欢乐节情景
化互动体验来营造一个欢乐空间，吸

引更多市民游客主动参与互动、获取
欢乐节信息，营造更多欢乐氛围。

欢乐节开幕仪式期间，美团将在
海口云洞图书馆搭建直播间，直播
间会推出多款海南旅游1元爆款产
品，以及超低折扣的海南旅游商品，
以更好地助力疫后海南旅游市场的
恢复。“我们希望用年轻人喜闻乐见
的社交方式融合旅游产品，以‘直
播+旅游’吸引客流。”美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

而途牛将通过进一步加强海南
目的地导游、门店团队形象推介，来
提高海南旅游资源及产品的场景化
营销推广力度，提高销售转化率。同
时，还将在车身广告、户外大屏、地铁
灯箱、酒店等多渠道投放海南旅游主
题宣传，以持续输出具有高识别度和
高记忆度的海南旅游形象，多维度、
全方位进行海南旅游品牌推广，与海
南共同打造“阳光岛 欢乐季”活动的
品牌影响力。

线下推广让游客“触摸”更真实海南

“种草”海南从“被动看见”到“主动推荐”

90后、00后已经成为旅游市
场新的主力军，如何吸引到这批
年轻消费者，是每一个旅游目的
地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围绕年
轻群众喜爱的盲盒、剧本杀等，在
此次‘阳光岛 欢乐季——和风丽
日享海南’联合营销推广活动中
推出了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新玩
法，让他们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认
识海南、发现海南之美。”省旅文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更好地
应对疫情影响，在今年的营销推
广活动中，海南更多围绕市场需
求，围绕年轻一代喜好，不断创新
旅游营销，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11月18日，此次联合推广活
动中的“旅行盲盒欢乐GO”主题
活动已经正式在去哪儿网上线。

“在此次活动中，我们创新OTA
营销，联合海南省旅文厅升级‘盲
盒’旅行玩法，以撬动年轻消费
力，不断激发旅行者对海南玩法
的更多探索。”据去哪儿网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此次盲盒玩法升级
中，推出了“好友助力抽奖资格”
等活动机制，用户可以通过邀请
好友助力的方式解锁更多抽奖资
格，对于旅行路线的选择有了更
多自由性与可玩性，同时也让活
动更具裂变式传播的网红营销特

点，给旅行爱好者更多自主权。
据后台数据统计显示，活动上

线首日就有超过5万人线上参与
助力，转发抽奖活动，拉动了线上
流量的增长。“海南”“三亚”等关键
词搜索量急剧上升，引发了一轮现
象级传播，也为即将开幕的海南国
际旅游岛欢乐节提前造了一波
势。据了解，同时上线的“找回海
岛”和“夏天·旅行指南”活动，则是
针对除海口、三亚以外的海南中西
部地区儋州、乐东、保亭、五指山等
市县推出了独家旅行攻略，希望通
过本次海南旅行盲盒抽奖活动的
引流力度打开海南中西部特色旅
游的知名度。“欢乐节期间，我们还
将邀请直播团队在现场直播带货，
助力疫后海南旅游市场恢复，现场
观众可以通过扫码参与，前期还会
通过微博、公众号平台发布预热内
容等进行实时社交扩散，用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社交方式融合旅游产
品，以‘直播+旅游’吸引客流，促
进疫情后的市场恢复。”去哪儿网
相关负责人说。

在此次联合推广活动中，美
团则以新兴的剧本杀形式，整合
海南旅游景区、美食商家、酒店、
大交通等资源，通过联动全省特
色景区，最大化发挥各景区特色，

展现景区亮点，吸引游客走出三
亚、海口，到全岛感受海南各个城
市的魅力。

“我们通过系列主题活动串
联起多景区、多点位的小型剧本
杀玩法，降低剧本杀门槛。”据美
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此次活
动主题，美团共推出了4条旅游
线路剧本杀产品来打造海南文
旅+剧本杀的IP旅游产品，让用
户分别享受到超沉浸旅游体验、
邂逅浪漫、烧脑推理和惊险寻宝
等四大神秘剧，亲身体验海南剧
本杀不一样的魅力。

据悉，美团将同时联合西部航
空公司打造海南欢乐节主题航班，
通过航司精准触达海南客群。并
推出玩剧本抽取千元大奖、线上点
评话题大赛等活动，结合海南当地
旅游资源进行多地域多渠道推广，
吸引广大用户在打卡的同时进行
线上话题参与。活动中将会设置
一定奖金奖品，鼓励用户自发传播
实现宣传裂变，以更好地吸引省内
外游客广泛参与。通过外卖/单车
等高频的消费场景，美团还将发挥
自身优势打造一个“走遍大街小巷
的传播”立体宣传模式，推动全民
一起参与互动，让用户拥有超沉浸
的游玩体验。

盲盒“剧本杀”等新玩法新体验上线A

B

C

D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供图

游客在蜈支洲岛景区体验水上项目。阮琛 摄

游客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游玩。方山 摄
沉浸式数字光影装扮海口骑楼，吸引游客“打卡”。高林 摄

游客在三亚海旅免税城选购免税商品。武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