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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汽车租赁行业
发布行业自律“34条标准”
经营者不得将他人车辆、未办理汽车
租赁合法经营手续的车辆用于租赁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三亚汽车租赁行
业协会发布行业自律“34条标准”，130余家租车公
司共同承诺，依法合规经营，有序规范竞争，打造汽
车租赁行业新风尚，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据了解，“34条标准”对汽车租赁经营秩序进行
规范，提出经营者应按照诚信、守法的原则从事经
营活动，严格遵守汽车租赁行业的有关政策、法令、
法规和指示。租赁车辆的车主必须与经营者名称
相符，经营者不得将他人车辆、未办理汽车租赁合
法经营手续的车辆用于租赁。对于不符合租赁标
椎的车辆不得出租，违法出租造成的后果由出租方
承担，同行调车的由车主与商家共同承担。

为减少消费纠纷，“34条标准”明确，《汽车租赁
合同》应对租赁期间租赁车辆发生的费用予以确
认。承租方原则上只承担车辆的燃料费、通行费、
停车费及违章罚款。经营者承担租赁车辆的养路
费、车船使用税、年检费、保险费及车辆正常的保
养、维修费用（如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如因承租方人为原因造成车辆损坏的维修费，承租
方应承担全部或部分。

据悉，为打造汽车租赁行业良好营商环境，三
亚汽车租赁行业协会今年成立了投诉纠纷调解委
员会，受理12345热线、12301热线和行业主管部门
下达的各类纠纷办件，专人负责调解，截至目前已
调解 400 余起，调解满意率达 90%。下一步，三亚
汽车租赁行业协会将探索试行行业黑名单、游客黑
名单制度、免费客服培训，以及协会先行赔付机制，
树立良好行业形象，打造海南自贸港一流营商环
境。

三亚发布最新疫情防控
重要提醒
对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
实施14+7管理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10月 21日，三亚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最新疫情防控重要
提醒，针对近期疫情情况，将对中高风险地区旅居
史人员实施 14+7 管理，对涉疫地区旅居史人员实
施 48 小时两次核酸检测管理，入市人员管控政策
实施范围将随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地区变动做相
应调整。

提醒要求，对14天内有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云
祥小区、兰州市城关区雁北路天庆丽舍小区、内蒙
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锡林社区、二连浩特市西城社
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等中风险地
区旅居史来（返）三亚的人员实行14天集中隔离和
7天居家健康监测。

对 14天内有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嘉峪关市、
甘肃省兰州市、甘肃省张掖市、甘肃省敦煌市、甘肃
省酒泉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夏回族自治
区吴忠市、湖南省长沙市、贵州省遵义市、北京市丰
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蒙
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河
北省邢台市、湖北省天门市等涉疫区旅居史来（返）
三亚的人员需凭48小时内两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通行，并做好入琼后的 14 天健康监
测。

10月 2日（含）以来有甘肃省张掖市、酒泉市和
内蒙古阿拉善盟等旅居史，10月 14日（含）以来有
甘肃省嘉峪关市旅居史，10月 15日（含）以来有陕
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兰州市等旅居史，10 月 16 日
（含）以来有宁夏银川市、北京丰台区等旅居史，10
月 17 日（含）以来有贵州遵义市、湖南长沙市等旅
居史的入琼人员，尤其是与阳性检测病例有过接触
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请做好个人防
护，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联系
开展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工作。

此外，建议市民近期非必要不要前往有疫情发
生的地市，外地旅游、出差返琼人员建议返回三亚
后主动开展1次核酸检测，并进行自我健康监测14
天。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进入
10月以来，受台风和冷空气等多
个因素影响，三亚强降雨不断。
为做好防风防汛工作，各大景区
景点数次暂停营业。10 月 20
日，记者从市旅文局了解到，目
前，三亚各大景区景点已全面恢
复营业。雨过天晴，游人纷至沓
来，三亚旅游热度逐渐升温。

10 月 20 日，雨过天晴，游客
陆续前来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登高望远，赏花观景，在雨
林中“森”呼吸，感受热带雨林宜
人环境。景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10月 13日，受台风“圆规”
影响，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暂停营业，并安排相关部门员工
24小时值班，预防大风大雨造成
的自然灾害，直至 10 月 15 日景
区已正式恢复营业。连日来，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客流量
有所增加，景区人气逐渐上升。

“在经历连续多日的降雨天
气后，三亚迎来久违的阳光。连
日来市民游客积攒的出游意愿，
得以尽情释放。”南山景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南山景区在台
风过后逐渐恢复正常运营，日均
游客量保持在6000人次左右，其
中散客占比达到 80%以上，虽然
无法企及台风前和国庆假期的
接待热度，但日均接待量仍稳居
三亚各大景区榜首。

“雨过天晴，不热也不晒，这
天气出游感觉非常舒适。”正在
天涯海角游览区游玩的游客朱
曼玉带着老人和孩子漫步在景
区内，欣赏鹿城雨后“焕然一新”
的海岛风光。天涯海角游览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景区于10

月 13 日停业一天，10 月 14 日已
恢复营业，目前日均接待量保持
在3000人左右。

告别阴雨绵绵的天气，三亚
重新拥抱蓝天阳光，海上娱乐项
目也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在鸿洲游艇码头、蜈支洲岛、西
岛等景区景点，已有不少游客赶
来踏浪戏水，驾艇出海，打卡各

种水上项目，享受惬意的海上运
动时光。

“蜈支洲岛 10 月 17 日暂停
营业，18 日就恢复了营业，目前
水上项目已全面恢复运营，这两
天体验海上娱乐项目的游客就
达到了 4000 人次左右。”10 月
21 日，蜈支洲岛景区相关负责
人陈宏介绍，台风过后，为了给

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放心的旅游
环境，蜈支洲岛对园区进行了整
体的清洁、消毒和设施设备的维
护，景区内各项娱乐设施均已对
游客开放，珊瑚酒店也已正常接
待住店客人。仅在 10月 18日恢
复营业当天，蜈支洲岛就接待了
游客量近 3000 人次，10 月 20 日
已恢复至 5000多人次。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
来几天三亚无强降雨天气，全市
以多云间晴为主，局部会有阵
雨。此外，进入11月三亚也告别
汛期，进入干季期，降雨强度会
迅速衰减，将迎来出游好时节。
与此同时，三亚正逐步进入传统
的旅游旺季阶段，旅游市场将逐
步升温。

雨过天晴，游人纷至

三亚各大景区景点全面恢复营业

沉浸式游玩新项目
丰富三亚“夜间游”

“夜幕降临的时候，来一场奇
幻的‘深海尖叫’之旅，真的太刺
激了。”10月 21日，入住三亚·亚
特兰蒂斯酒店的吴萍感慨道，对
比以往，除了在酒店逛水族馆、
吃自助餐之外，如今夜间也有了
更适合年轻人打卡的好去处，感
觉三亚的夜间生活丰富了不少。

近日，三亚·亚特兰蒂斯失落
的空间水族馆在10月 15日至31
日 18 时至 22 时推出了“深海尖
叫夜”主题活动，限时开启“禁忌
之海”体验空间，为三亚的沉浸
式夜游再添一处好去处，也收获
了“宅酒店”一族的青睐。

今年国庆黄金周中，三亚·亚
特兰蒂斯延续了强劲表现。在
水世界夜场、烟花秀、大型美人
鱼表演、寰球美食盛宴等丰富活
动的助力下，7 天共接待超过
14.8 万宾客，平均入住率达到
93.9%。

三亚·亚特兰蒂斯董事总经
理海科介绍，2021年以来，三亚·
亚特兰蒂斯保持着活跃的增长
势头，也感受到后疫情时代宾客
们强烈的出行意愿和对于品质
化、多元化度假体验的需求。此
次打造“禁忌之海”沉浸式体验
空间，是对标志性的海洋主题项
目之一——失落的空间水族馆的
又一次升级尝试，希望来到三
亚·亚特兰蒂斯的宾客都能收获

超越期待的惊喜体验，为秋冬旅
游市场旺季的到来蓄势。

离岛免税优惠加码
增强市场活力

市场火热，“免税游”先行，
离岛免税购物已成为三亚旅游
市场的强力“推进器”。记者了
解到，为迎接秋冬旺季的到来，
三亚各免税店多措并举创新营
销方式，推出丰厚的促销优惠和
丰富的节庆活动，推动冬季旅游
市场升温，以提振海南文旅行业
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海南冬春旅
游旺季添柴加薪。

“没想到国庆节后海旅免税
城还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差不多等于专柜价的 4 折。”10
月 16日，在三亚海旅免税城购物

的游客孙女士感慨。三亚海旅
免税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即日起
三亚海旅免税城开启三重福利
购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双11”预
热。目前，三亚海旅免税城已经
引进了 720 余个国际品牌，其中
有160多个品牌是首次进入离岛
免税市场，包含了68种广受消费
者青睐的小众香水及化妆品，大
大提升了商品丰富度和顾客购
物的选择度。

10月 16日，第三届中免海南
离岛免税年终盛典揭幕，一场为
期近三个月汇聚全球精品的免
税购物盛宴开启，为年底的免税
购物热潮添上“一把火”。据悉，
中免海南离岛免税年终盛典已
成功举办两届，是中免集团在海
南传统旅游零售旺季促进离岛
免税销售的重要购物节庆。本

届离岛免税年终盛典将从 10 月
16 日持续到 12 月 31 日，中免集
团将携手旗下三亚国际免税城、
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等五家免
税店线下线上商城以及众多品
牌，为消费者呈现限量臻品，一
系列精彩活动将轮番上演。

“一段时间以来，三亚的免税
店和高端酒店复苏速度、力度高
于传统景区，它们为三亚带来了
不少高消费能力客群。”三亚市
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总干事邓
勇波认为，若新冠肺炎疫情没有
较大反复，接下来的冬春旺季，
三亚的旅游市场将持续受离岛
免税购物等因素的推动，旅游热
度将持续上升。

北上招揽避寒游客
二次元“岛民”推介新玩法

酒香也怕巷子深，旅游就是
要布局“造势”。三亚旅企们正
在借助自身优势，不断寻找新玩
法，为旺季的到来积攒更多“战
斗力”。与此同时，三亚市旅游
推广局也在奋勇发力，通过积极

“走出去”围绕三亚的热门旅游
客源地进行精准的营销推介，进
一步激发旅游市场活力，提前布
局旺季旅游市场。

10 月 13 日至 15 日，由市旅
游推广局主办的2021年“旅行本
该三亚”三亚旅业推介会在石家
庄、北京举行，全方位、多角度向
京冀市民展现三亚的旅游新业
态、新气象，邀请京冀市民“趣三
亚 过暖冬”。

此外，记者了解到，9月份以
来，作为土生土 长的三亚“ 岛
民”、市旅游推广局首位二次元
员工，憨态可掬的“鱼子匠”陆续
闪现上海、北京等地，与客源地
市民游客精彩互动，推介三亚新
玩法，招揽冬休避寒游客。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基于国内旅游消费升级，三
亚市旅游推广局根据不断迭代
的市场需求，主动联合‘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各涉旅企业深度挖
掘个性化体验、提质升级，多种
新奇玩法应运而生，免税购物、
乘游艇出海、户外露营等游玩方
式相继‘出圈’，受到新青年的追
捧。同时，三亚正在持续塑造全
新品牌形象，创新旅游市场营销
推广，拉动旅游消费增长，向目
标客源地传达三亚‘常趣常新’
的目的地认知。”市旅游推广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以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海）、2021 ITB China 国际旅游
交易会（上海）、2021 三亚文化
产业博览会、2021 第六届海南
世界休闲旅游博览会为契机，通
过利用美通社等知名境外媒体，
进一步面向国际市场推介三亚，
提升三亚国际化旅游目的地知
名度。

丰富产品供给、精准发力营销、推出重磅优惠……

三亚旅企布局“造势”迎接秋冬旅游旺季
本报记者 李少云

近日，记者了解到，
为 迎 接 传 统 冬 季 旅 游
旺季的到来，三亚多家
旅 游 企 业 正 紧 锣 密 鼓
布局“造势”，进一步激
发三亚旅游市场活力，
加 快 推 动 鹿 城 旅 游 市
场热度回升。

游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香化区购买化妆品。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
从三亚旅文局获悉，近日，海南
省旅文厅印发《关于第三批省级
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评定情
况的通报》，三亚亚龙湾子水青
庐民宿被评定为“金宿级”乡村
民宿；三亚栖岛海岛民宿、三亚
COCOBAY 民宿、三亚所在海景

精品民宿等 3 家民宿被评定为
“银宿级”乡村民宿；三亚中廖
村黎外美宿、三亚城外有星光客
栈被评为“铜宿级”乡村民宿。

记者了解到，《三亚市乡村
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自 2021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以来，从开
办程序、经营规范、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等方面为乡村民宿订
立规矩，促进乡村民宿健康发
展，明确了支持和促进乡村民宿
发展的政策措施，使乡村民宿产

业成为促进三亚旅游消费结构
升级的新动能。截至目前，三亚
全市共有“金宿级”乡村民宿 2
家；“银宿级”乡村民宿 11 家；

“铜宿级”乡村民宿 34 家；创建
数量居全省第一。民宿经济已
成为三亚市就业创业、乡村振兴
的“新高地”。

三亚乡村民宿再添1“金宿”3“银宿”

三亚旅游标准化建设工作
成全国研修班学习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人事司主办、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承办的“全国旅
游标准化工作高级研修班”在成都市大邑县举行。
研修班上，三亚旅游标准化建设工作成为学员学习
的示范典型案例。

近年来，三亚致力于推动旅游服务标准化工
作，把旅游服务标准化作为提升三亚旅游业国际竞
争力的有效途径来抓。在推进旅游服务标准化的
工作中，三亚重视国家、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实
施工作，同时把建立地方标准体系、加强技术培训
放在重要位置。先后制订或参与制订了《家庭旅馆
质量等级划分标准》《美容美发行业等级评定标准》
《三亚导游词规范》《三亚特色旅游点服务质量等级
与评定》《餐饮业计量管理规范》等地方标准，定期
或不定期开展全市旅游服务标准化知识讲座、培
训。目前，三亚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职能
部门配合、企业参与的三亚市旅游服务标准化工作
新格局。

2007 年 10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同
意三亚市开展国家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
为开展好国家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三亚采取抓典型示范推动创建工作，结合旅游服务
业的特点，提出了“突出抓好典型示范带头，推动试
点城市建设”的工作思路。在餐饮业、交通、旅游饭
店、出租车、旅游景区（点）、旅游购物、娱乐等不同
服务类型的企业中选择典型，加强与典型示范企业
的沟通，让企业理解并自觉参与到旅游服务标准化
工作中，真正成为实施旅游服务标准化工作的主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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