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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大量人口涌入海南。流动人口突增，带给
海南旅游收入的同时，还带来了压力，物价上涨、交通拥堵
……这些压力将在“春节黄金周”期间达到顶峰。每年“春
节黄金周”都是海南的“赶考大关”，备战期长达两个多月。

破解“南热北冷”实现均衡发展

海口“春节黄金周”游客数量并不比三亚少，
但海口市的旅游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接待能力远
高于三亚。面对庞大的游客群体，海口比较从容

2月3日，吴伟良一家四口乘坐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但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并非海口。在机场拿到
行李之后，一家人步行十多分钟，转乘海南东环铁路动车
前往三亚。两小时后，他们将入住早已预定好的位于海
棠湾的酒店，开启长达20天的“春节游”。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飞抵海口之后转乘动车到达三
亚的出行路线。目前，海南东环铁路美兰（机场）站的候
车人数是平时的十余倍，大部分旅客由此南下，前往三
亚、琼海等地。

“我们从始发站海口东站出发时，车上的空座还很多，
但是经过美兰站后车上就满座了。”海口市民符美林说。

海南春节旅游“南热北冷”格局依然明显。数据显示，
2017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南接待游客 515.76 万人
次，其中，三亚市的 7 大景区接待游客就达 101 万人次，
大三亚旅游圈春节期间的游客接待量达到海南总量的三
分之一。三亚稳坐海南春节旅游市场的“头把交椅”。

“头把交椅”并不好坐。记者2月4日在三亚采访时发
现，这里的交通十分拥堵：在个别繁华路口，当红灯亮起时，
志愿者们在斑马线上拉起绳索，阻挡意图闯红灯的电动自
行车。每个路口有四五名交警，忙碌地维持交通秩序。

在三亚火车站，旅客想要打到出租车并不容易。在
出租车候车区，几名黑车司机正和游客商量着价格。没
有揽到客人的黑车司机们骑坐在候车区栏杆上闲聊，一
旁则是焦急等待正规出租车的旅客。“早晚高峰期，我们
基本不在市区跑，根本走不动，到了春节前几天，堵得更
严重。一个70多万人口的小城一下子来100万人，能不
堵吗？”三亚市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与交通情况相比，来三亚度假的“候鸟”们更关心物
价。“我和老伴连续7年来三亚过春节，这里气候、空气都
好，就是吃菜太贵，白菜 3元多一斤。按照我的经验，春
节的时候菜价还要翻倍。”今年 76 岁的陈凤朝来到三亚
后一直想念着家乡东北的大白菜。

属于大三亚旅游圈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也面临着压力。
2月4日，记者来到位于陵水境内的南湾猴岛景区，通往景
区的缆车前挤满了游客，游客王浩斌等待了一个小时仍没
有乘上缆车，他最终和许多游客一起选择乘坐小船。“太火
爆了，这还没到春节呢，怎么会这么多人啊！”王浩斌说。

三亚市政府一位干部用“别人过年，我们过关”来形
容他们的压力。面对“春节黄金周”，三亚市的压力之大
可想而知。与此相比，省会城市海口的压力则小很多。

海南旅游业内人士分析，海口“春节黄金周”游客数量
并不比三亚少，但海口市的旅游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接待能
力远高于三亚。面对庞大的游客群体，海口显得比较从容。

如何让三亚轻松“过年”？需要破解“南热北冷”的困
境。“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游客到海南旅游，多数集中在
海边。就三亚来讲，多数游客在三亚湾、亚龙湾、海棠
湾。”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说。

如何让游客均衡分布在海南不同地区？“我们希望通
过推进‘全域旅游’来改变这一困境。”沈晓明说，一是通
过推进“百镇千村”建设，挖掘遍布海南全省，尤其是中部
地区的村镇旅游景点。二是建设“环岛旅游公路”，将50
个左右的滨海景点串联起来，从世界各地邀请规划设计
师建设50个左右旅游驿站。

“未来，进入海南岛的游客有三分之一在海边，享受

碧海蓝天。三分之一的游客在中部山区，体验热带雨林
的魅力。三分之一的游客邂逅在环岛旅游景点。届时，
海南全域旅游态势基本形成，游客格局基本合理。”沈晓
明告诉记者，这是海南省政府2018年重点推进的工作。

“重典”初显成效 仍需加强管理

三亚市“重典治旅”已有多年，“零容忍”“一
次性死亡”“创纪录罚款”“加强部署”等词屡见不
鲜，但仍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事件发生

破解“南热北冷”，仍需长期的规划和市场培育。面对
将至的 2018年“春节黄金周”，三亚的压力并未缓解。目
前，三亚全市上下已从“备战”状态转换成“应战”状态。

1月4日，三亚市通过了《2018年春节黄金周和旅游
旺季综合服务保障工作方案》，提出“四位一体”依法治旅
总体方案。

“三亚市民游客中心”是“四位一体”依法治旅的作战指
挥中心。三亚市旅游信息咨询中心（春园站）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该中心承担着接受旅游投诉、免费资料索取、免费信
息咨询、免费上网查询的任务，“如果接到游客投诉，我们马
上能够联系到执法监督部门前去了解情况，进行查处”。

目前，三亚市已形成从受理咨询投诉、执法监督，到
案件审理调解的“一站式”旅游监管链式服务。在此基础
上，三亚市实施“重典”，依法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违法商家“一次性死亡”是三亚所实施的“重典”之一。
2017年11月，有游客反映三亚凤凰侨源海鲜饭店和三亚
凤凰鑫城渔家餐厅存在缺斤少两、欺客宰客的行为。经三亚
市旅游警察暗访发现，两家海鲜店在公平秤上动了手脚。

针对此种行为，三亚市“下了狠手”，三亚市工商局对
两家餐厅实行“一次性死亡”，直接吊销营业执照，商家相
关股东及负责人将被列入黑名单，3 年内不得担任同行
业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股东。

2018 年“春节黄金周”，三亚市欺客宰客商家“一次
性死亡”的“重典”仍然有效。而且，三亚市物价局加强了
对旅游购物场所经营企业的价格监管，对于经营者价格
违法行为最高将处 50万元罚款。三亚市还专门制定了

《三亚市诚信旅游服务巡访工作方案》。巡访工作组将主
要走访景区景点，摸查家庭旅馆、客栈住宿情况，走访旅
行社落实价格备案制度，了解“零负团费”和使用“黑车”

“黑导”以及非法一日游等情况，调查海鲜排档欺客宰客、
潜水公司高额回扣等情况。

近日，三亚市发改委召开了2018年春节期间旅游饭
店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会，要求旅游饭店依法经营、明码标
价，不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最高可处200万元罚款。

三亚市“重典治旅”已有多年，“零容忍”“一次性死
亡”“创纪录罚款”“加强部署”等词屡见不鲜，但仍有扰乱
旅游市场秩序的事件发生。根源在哪？

“旅游市场涉及的产业、行业太多，‘重典治旅’震慑了
违法分子，促使旅游市场秩序整体向好，但纵深不够，旅游
各环节、细节还需要加强管理。”三亚市导游冯佳宁说。

到三亚度假，吃海鲜必不可少，海鲜市场也成了欺客
宰客的多发地带。三亚市为此出台了多项规定以规范海鲜
市场秩序。以三亚市工商部门为例，该部门强化科技监管，

构建海鲜排档电子网络监管平台。在已设立价格电子公示
屏、电子点菜系统、POS机收银等系统和网上公布海鲜排
档经营信息的基础上，推进海鲜排档手机短信（微信）咨询
举报平台和“三亚海鲜直通车”网络评价推广平台建设，并
推动海鲜排档电子网络监管模式向其他专业市场延伸。

2月 4日晚，记者在三亚春园海鲜广场看到，每一个
称海鲜的塑料筐上都标注着“诚信筐 放心称 少一
两 赔一斤 再罚100元”的标语，在海鲜购买点放置着
公平秤。记者观察到，40 分钟内约有 30 余名游客购买
了海鲜，但未有一人在公平秤上称重。

“海鲜离不开水，有些商家不将水沥干即称重，侵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海南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陈恒表示，三亚整治旅游市场秩序还需在细节上下功夫。

产品日渐丰富 低端游仍盛行

不断完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游玩需求是三
亚旅游业共同努力的目标。2017年，海南省提出
以不合理低价游为重点深入开展市场整治

在三亚，游客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旅游体验：低空游、
婚庆游、潜水游、游艇邮轮游……三亚已打造出“海、陆、
空”立体综合游的旅游业态。

记者在三亚大小洞天风景区了解到，1月 18日上线
的房车营地受到游客青睐。据介绍，房车营地占地面积
约60亩，将以大小洞天自然文化、浪漫海岸环境为依托，
实现景观观光体验和休闲娱乐的完美融合，最终形成以
露营地为依托，以户外运动、观光体验以及相关业态为支
撑的综合性自驾游露营基地。

“这次来三亚，我印象最深的旅游项目是‘海陆空一
日游’，乘坐直升飞机从低空饱览国家海岸海棠湾的旖旎
沙滩，俯瞰北纬 18度的湛蓝海岸线，这感觉非常棒。”游
客吴莉莉说。

“不断完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游玩需求是三亚旅游
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目标，不仅旅游发展模式要创新，旅游
产品也要创新，‘海、陆、空’三栖海岛游玩模式及‘三点一
线’的高端定制产品将作为未来合作的重点内容，在此基
础上还将继续探索，寻求更全面的与全域旅游相结合的
定制路线，延展出更多样化的产品。”三亚市旅游协会执
行会长关铁山表示。

三亚也在努力探索与国际旅游接轨。2月1日，太阳
马戏《阿凡达前传——魅影骑士》在三亚上演。这是太阳
马戏这一全球顶级的演艺节目首次入驻三亚，为三亚春
节前的旅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与高端、大气、国际化的旅游产品相比，海南低端旅游
产品仍然盛行。2月2日，来自山西的“候鸟老人”段武安接
到了一则广告，“兴隆两日游，团费仅需20元/人”。“因为
很便宜，所以和老伴一起报了名。”段武安告诉记者，而当
游客交钱入团后，导游则提出了各种要求，“必须在购物店
里待够规定时间才能离开”“适当购买当地特产”等。

1月31日，海口市旅游委针对海口旅游市场中出现的
不合理低价游、非法经营旅游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约谈了
多家旅游企业负责人。海口市旅游委提供的相关数据显
示，2017年，海口市共接旅游投诉530起，其中投诉旅行社
205起，投诉酒店63起，投诉导游49起，投诉景区37起，其
他类投诉176起。行政处罚企业24家及旅行社从业人员
10名，处罚金额共计105.8万元，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31
万元。其中，投诉导游和其他类投诉大都由“低价团”引起。

在2017年海南省旅游工作会议上，海南省提出以不
合理低价游为重点深入开展市场整治。查处和关闭一批
违法违规和严重失信发布“不合理低价游”信息的旅游网
站和广告。同时，严查合同签订，切断“不合理低价游”链
条。严查旅游景区、旅游演艺、旅游购物场所以高额回扣
揽客欺客行为，堵住“不合理低价游”源头。定期汇总涉
旅违法违规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海南旅游业内人士认为，游客贪图便宜为“不合理低
价游”提供了生存空间，但如何从制度上彻底消除“不合
理低价游”，需要海南省旅游部门进一步探索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

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2018 年是海南“而立之年”。30

年来，海南收获了一份支柱产业——

旅游业。

旅游业对海南的重要性如何体

现？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海南省接

待 游 客 6745.01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实现旅游总收入 811.99亿元，同

比 增 长 20.8% ；全 年 接 待 入 境 游 客

111.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5%，旅游

外 汇 收 入 6.8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94.6%。据测算，2017年旅游业对海南

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和综合贡献度分别

达到12%和28%。

海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

“硬”实力。首先，海南拥有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全国

唯一省域国际旅游岛等优势，完全有

条件打造国际高端旅游度假胜地。

其次，经过 30 年的发展，海南旅

游景区、酒店等方面已逐步完善。截

至 2017 年底，海南全省有住宿饭店

4085 家，按五星级标准建设开业的

134 家，已有 25 家国际知名酒店管理

集团、61个酒店品牌进驻海南。海南

省还有 A 级旅游景区 54 家，旅行社

351家，执业导游5000多人。

海南景区有多热？记者 2 月 4 日

在南山文化旅游区采访时发现，排队

购买门票的游客排起长龙，在游客中

心，两百多名游客等候乘坐电瓶车，景

区异常火爆。据统计，2017 年，南山

文化旅游区最受游客喜爱，是海南省

年度游客接待量首次突破500万人次的景区，达到551万

人次，同比增长29.56%。

与“硬件”相比，海南旅游业的“软件”则比较薄弱。2

月 5日中午一点半，游客王素清在海口东站附近被出租

车司机拒载3次，司机给出的理由是“换班”。“换班”已经

成为出租车司机拒载的“正当”理由。据记者了解，海口

市出租车换班时间集中在中午十二点左右。

海南旅游业“软件”的薄弱体现在各个服务行业——

游客陈先生在三亚商品街附近入住了某快捷酒店，

离店结账开发票时被告知机器故障。在陈先生的再三要

求之下，陈先生40分钟后拿到发票。

三亚号称是像夏威夷的滨海旅游度假城市。然而，当

游客走出三亚火车站，会有一群人热情地“迎接”，其中大

部分是“黑车司机”。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形象窗口，三亚

火车站的表现与世界著名旅游胜地的形象背道而驰。

1月30日，三亚市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对春节旅游服

务市场、交通管理、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工作进

行部署。其中，将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加快推进旅游标

准化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三亚市提出，必须进一步提高

旅游服务品质、服务标准和从业人员素质。

只有当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

高，“硬”“软”实力两手抓，海南才能

成为国人喜爱的四季花园、中外游

客的度假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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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过年，我们过关”
——海南春节旅游消费环境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旅游

短缺型国家到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

“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全面融入国家战

略体系，走向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沿，成为

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2009年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岛，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

地。目前海南旅游业发展如何？为何当

地干部会感觉“别人过年，我们过关”？

以往发生的欺客宰客等现象是否已经消

除？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走访了三亚、陵

水、海口等地，对海南备战“春节黄金周”

的情况进行调查——

三亚海棠湾免税城，以往“春节黄金周”期间，这里每

天客流量在万人以上。 （资料图片）

三亚春园海鲜广场内设置了公平秤，但经常被游客

忽视。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三亚水上降落伞旅游项目。 （资料图片）

游客排队前往南湾猴岛景区。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