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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动态

本报讯（记者胡拥军 通讯员郭思贝）随着三亚航
空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保障工
作成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重点关注问题之一。为了
给哺乳期的妈妈们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候机环境，
近期，凤凰机场 T2 航站楼母婴室正式投入使用。

该母婴室设在凤凰机场 T2 航站楼隔离区内东
侧，面积约 25㎡。室内环境注重舒适性与私密性，不
仅设有空调、沙发及儿童滑滑梯等游乐设施设备，还
配有带布帘遮挡的独立哺乳间，为妈妈们提供了更加
私密的哺乳空间。整个母婴室简洁干净、充满人性化
并富有安全感。

凤凰机场地面服务部总经理介绍，T2 航站楼母
婴室项目是凤凰机场 SKYTRAX 五星航站楼创建工
作的一部分，项目投入使用后，极大方便了哺乳期女
性的特殊需求。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 袁燕）近日，韩国最大旅行
社包机商 HOTEL N AIR 公司主要代表应邀来到三
亚，与三亚 30 余家旅游企业代表举行为期两天的新
产品开发洽谈，并积极探讨针对韩国市场的旅游新产
品。

据介绍，这是三亚市旅游委为拓展境内外客源市
场实施的“请进来”系列活动之一，以达成实效结果为
出发点，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企业积极参与，双管齐
下，促进韩国旅行商与三亚旅游企业间的紧密合作。
在两天的洽谈会议中，双方围绕高尔夫、亲子、会展、
酒店等特色旅游产品深入探讨。韩国旅行商同时也
传达了韩国游客对新颖产品的需求和方向。

据了解，近年来，三亚市积极拉动入境客源市场，
大力开拓直航目的地营销，加大目标市场的国际促销
力度，不断推进直航目的地营销开拓工作，同时加强
维护现有营销推广渠道以稳定市场开发结果。三亚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营销中心（筹）根据今年国际
市场推广计划，以创新的市场营销思路，打破以往营
销方式的局限性，并根据 2015 年重新开通的韩国直航
航线，与其包机商 HOTEL N AIR 公司进行一对一营
销工作，为本地旅游企业与境外旅行商搭建起重视实
效的合作平台，有效解决了以往三亚本地旅行行业与
外国旅行商之间因信息不对等而导致的产品缺乏针
对性等主要问题，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引导作用，在企
业积极参与下，双管齐下打通交流渠道，以保障入境
市场稳定增长。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
店获悉，截至 6 月 30 日，该免税店上半年销售额突破 7
亿元人民币，其中女性消费占比近六成，化妆品、手表
及箱包销售业绩喜人，雅诗兰黛、浪琴、蔻驰等品牌最
为热销。海南本地居民消费总额跃居全国第二，其中
20-29 岁消费者对本地离岛免税消费贡献率超过四
成，成为消费主力。

7 月为暑期学生出游高峰，美兰机场免税店特别
围绕“Fun 暑价”主题，为学生打造专属消费抽奖。记
者走访发现，不少学生都被“幸运大转盘”抽奖活动所
吸引，活动奖品包括海口希尔顿酒店房券、品牌护肤
套装等。同时，现场“满立送”活动也备受消费者追
捧。

为了让国内旅客亲自体验世界级品牌魅力，美兰
机场免税店“专属表情”第一届世界奢表品鉴会将于
本月底举行。届时，现场将以模特走秀、鸡尾酒会、名
表品鉴、摇券抵现等形式，提供数千款精品腕表展示，
结合相比国内有税市场节省高达 30%的免税价格，给
予消费者最大的价格惊喜及舒适的消费体验。

三亚联手韩国知名旅行商
开发度假新产品

凤凰机场T2航站楼
母婴室投入使用

美兰机场免税店
上半年销售额破7亿

本报讯（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潘达强）7
月 20 日，由地接社海南珠江国际旅行社接应
的俄罗斯游客团队，慕名来到海南槟榔谷黎
苗文化旅游区，体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之
旅。此次槟榔谷景区接待的俄罗斯游客超过
200 人，是来自俄罗斯某公司的奖励旅游团。

在非遗村，俄罗斯游客们兴致勃勃地走
进造型独特的船型屋里，原始古朴的黎家小
屋让外宾们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底蕴。通
过景区工作人员的精彩讲解，外宾们了解了
海南原住民的生活习俗和有趣的故事，有的
贵宾还蹲在三角灶台前，拿起吹筒，对着灶口
使劲吹气助燃，诙谐夸张的表情动作让周围
的游客捧腹大笑。

“波隆！波隆！”一路游览一路祝福。俄
罗斯游客团队一行沿途竖起大拇指，用刚刚
学会的黎族语言与相遇的黎族群众互致问
候，气氛热情融洽。在黎锦坊，贵宾们被色彩
斑斓、织工精美的黎锦深深吸引，特别是绣面
文身老阿婆织锦的专注神情，更让大家感到
神奇。“阿婆手工织绣的每幅黎锦都是有故事
和寓意的，因为她们都是有故事的老人。”讲
解员向俄罗斯游客介绍道。游客们仔细观看
黎锦的图纹，发出阵阵惊叹。

盛夏时节，三亚暑期旅游市场
的人气就如热情的天气一样火热，
亲子游、家庭游、学生团纷至沓来，
三亚各景区一片繁忙的景象。

在西岛旅游区，喷射飞艇吸引
不少市民游客感受它的速度与激
情。该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喷射飞
艇不像传统快艇一样，只是简单的
在水上滑行，它的动力性和娱乐性

更 强 ，能 够 在 航 行 中 完 成 蛇 行 前
进、360°旋转、船头探水等惊险刺
激的动作。喷射飞艇代替该景区
传统的快艇项目给人耳目一新、惊
险刺激的感觉。

左图：人们在西岛景区海边踏
浪嬉戏。

本报记者胡拥军 摄

暑假旅游火 景区人气旺

俄罗斯游客乐游槟榔谷
感受海南黎苗民族风情

俄罗斯游客团在景区合影。 袁永东 摄

日前，亚龙湾热带天堂旅游区党支部组织公司全
体党员干部、团员青年 80 多人，在园区开展植树造
林，修复生态，美化环境工作。当天，该景区在东园百
果园空闲地上种植树木 100 多株。

据了解，自开园以来，该景区坚持以热带森林资
源为依托，积极发展山地生态旅游。在近几年内，逐
步将园区打造成生态和谐、环境优美、特色鲜明、服务
优质的精品旅游景区。

本报记者 胡拥军 通讯员 黄庆优 摄

植树造林 美化景区

7 月 17 日，第 40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闭幕，会议共审议通过了 21 处新增
的世界遗产地，其中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艺
术文化景观和湖北神农架获准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地总数达 1052 处，
遍布世界 165 个国家。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拥有
的世界遗产项目已经达到 50 处，仅次于意大利
的 51 处。近年来，中国世界遗产项目数量每年
均有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2017 年中国获准列
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量很有可能超越意大利，
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项目最多的国家。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不仅拥有长
达数千年的文明史，更是地大物博，四季分明，
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如果加上尚在排
队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
里，笔者相信，中国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项目每年至少会增加一处。被世界遗产委员会
列入名录的地方，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名
胜，除了可接受“世界遗产基金”提供的援助之
外，由于被列入名录的地方能够得到世界的关
注与保护，地方的知名度也将会迅速提升，产生
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 A 级景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多如
牛毛的中国，很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因为申
遗成功而“一举成名”，而世界遗产的光环，比任
何头衔都值钱。“世界遗产”这四个字具有强大
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旅游开发资本涌入，各地游
客涌入，本应受到保护的遗产地却更容易遭受
破坏。今年，在审议通过 21 处新增世界遗产地
的同时，马里一处古城也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
名录。虽然很多时候进入濒危名录的遗产地是
因为战争等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但是更多时候，
遗产地“吃黄牌”多是因为保护不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显示，人为因素被
视为遗产地的更大威胁，如大规模公共或私人

工程的威胁、城市化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
消失危险、土地利用的变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坏、
缺乏管理与保护、武装冲突的威胁。2010 年，中
国曾有 6 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被世界遗产
大会要求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做出解释。纵观
这些年中国世界遗产地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
在两大方面，一是管理不力导致保护不足，二是
过度开发导致破坏严重。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发
展旅游业，使遗产区变成彻底的旅游区，或者为
了发展旅游将原住民全部迁走使得遗产地完全

“变味”。
普通游客对世界遗产的关注，往往是因为

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中国的自然遗产，美学价值
非常高，但是美学价值并不代表着世界遗产的
核心价值，很多自然遗产的核心价值更多在于
它的生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等。因为对核心
价值认识和鉴别的偏差，地方政府又急于满足
游客的需求，往往保护工作还没做足，破坏行为
已经开始。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是最早被列
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之一，据悉，为了
刺激旅游业的发展，耶路撒冷古城观光旅游缺
乏必要的控制、引导和维护，导致城市建筑物老
化、遗产地遭到破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首要任务
就是如何保护好遗产地不受到破坏，保护遗产
地的核心价值，而不是着急进行旅游开发。不
可否认，适度的、安全的、可控的旅游开发能让
遗产地保护得到良好的循环，能获得更多的经
济收益用于持续保护，但是无论如何，保护仍然
是且必须是第一位的，在保护中循序渐进地进
行旅游开发，才能更有效地提升遗产地的旅游
吸引力。头顶光环的世界遗产地，“世界遗产”
四个字不仅仅意味着各种效益，更意味着一种
责任，我们要为子孙后代保护并传承这份珍贵
的“馈赠”。 （据《南方日报》）

在保护中提升世界遗产的吸引力
□ 蔡华锋

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 7 月 22 日上
午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开幕。中
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和俄罗斯联邦旅游
署署长奥列格·彼得洛维奇·萨福诺夫、蒙古国
驻华大使策登扎布·苏特巴特尔出席了开幕
式，并共同见证了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
联盟（以下简称“万里茶道”）的成立。

据悉，此次三国旅游部长会议的召开是为
积极落实中俄蒙元首第三次会晤成果，加强与
俄蒙两国旅游务实合作。李金早在开幕式上
提出，要发挥旅游的先天优势，落实《中俄蒙发
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涉旅工作，研究建立
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

李金早建议深入挖掘“万里茶道”的内在价
值，发挥“万里茶道”的富民惠民作用，深化三
国地方在品牌设计、产品推广上的国际合作，
支持“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共同打造“万
里茶道”跨境旅游线路。让“万里茶道”成为连
接三国的纽带，在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和三国
人文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幕式后举办的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
闭门会上，三国旅游部长共同发布《首届中俄
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
言》）。《宣言》肯定了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
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一致同意建立中俄蒙三国
旅游部长会议机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由三
国轮流举办；支持成立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
旅游联盟；鼓励中俄蒙“万里茶道”沿线地区加
入联盟。

据 悉 ，第 二 届 中 俄 蒙 旅 游 部 长 会 议 将 于
2017 年在俄罗斯联邦举办。（叶欣）

新闻链接

“万里茶道”情谊连三国

中俄蒙三国的旅游交流有一个非常好的载
体，那就是历史悠久的“万里茶道”。目前，三

国跨境游的线路主要是以“万里茶道”为依托。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

连接亚欧大陆重要的国际商道。它开始于 17
世纪，南起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经河南、山
西、河北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集散，穿越蒙古
高原，于俄罗斯恰克图集中交易。在俄罗斯境
内不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
利亚、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各个城市，再
传入中亚和欧洲各国，这条茶叶之路长达 1.3
万多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里茶道”。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桥头
堡，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呼和浩特、二连

浩特均留有大量历史遗迹。早在 2013 年，中蒙
俄三国就达成“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
产”的共识，签署《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
等十余项协议，并共同发起将“万里茶道”申请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

据悉，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今年正着力打
造“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品牌，将在中俄蒙“万
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框架下，组织中俄蒙 12
个沿线地区旅游部门、企业、媒体开展双向重
走“万里茶道”活动。联盟成员参加国家旅游
局的国际推广活动，共同推出中俄蒙“万里茶
道”国际旅游产品。

中俄蒙旅游部长会议开幕
成立“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

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成立启动仪式。张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