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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现状!

旅游模式一直是!跟团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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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调研!

自助旅游将成海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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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

观光大巴将景区!串"起来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享受海南的美

景! 民盟海南省委员会建议海南设立

"观光大巴#!设立通过景区$点%的观

光大巴路线!将一些游客希望到达&却

一直被旅行社'省略(的景区$点%有机

的)串(起来*

同时! 针对海南省和每个区域制

作多种语言的视频$先中+英!陆续增

加韩&日&俄&法等%在大巴上播放!介

绍当地的自然景点&风土民俗&特产小

吃&历史传说&宗教文化&经济发展等!

应尽可能完备* 还应采用
!"

技术!搭建

网上旅游平台* 将视频放到网上!游客

通过网络实现在线浏览景点& 在线预

订&在线租车&在线支付等!同时还可

以发表游记&相册&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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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

加快发展我省邮轮经济
致公党海南省委员会建议!制

定我省邮轮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法规!把邮轮业列入我省鼓励

发展的产业目录*利用建设国际旅

游岛& 洋浦保税区建立之有利时

机!强化与境外邮轮界的业务合作

与交流!支持大型旅游企业与欧美

等主要邮轮客源市场的大型旅行

批发商进行合资合作!通过设立合

资公司或办事处的形式!在我省建

立长期的业务战略合作*旅行社可

与外轮代理公司共同努力!吸引更

多的外国邮轮游客!争取延长外国

游客在我国停留的时间*开通定期

邮轮航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开通阶段!政府可以给予相

应的政策扶持或政府补贴!吸引邮

轮公司进入我省市场,,

委员亲历!

海口坐公车还真有点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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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

南海大道应开设公交专线

为此!莫垂道建议!应开设五公祠-

海榆中线路口专线! 此路段是南海大道

居民&单位最集中的路段!出行人员众多!

也是目前需要迫切完善公交线路的路段*

另外!考虑到南海大道正在施工建设东环

铁路! 如果政府公交部门考虑暂不宜作

为正式长期的公交线路来建设! 可来考

虑设置临时性公交线! 并在居民居住集

中地路段设公交站点!以方便市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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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不文明现象引起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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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收取!交通拥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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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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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首先海口市交通局领导

在优先发展公交的同时!要加强对市公

交公司和其他公交公司的规范化管理*

应定期或不定期到公交车上&车站和路

面体验* 要加强对驾驶人员职业道德规

范化管理!要定期组织驾驶员学习有关

交通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制定公交车行

车规范!并一定要落到实处* 对违规司

机要进行处罚! 对造成车祸且负主要

责任的公交司机取消承包权等* 做好

相应配套措施工作! 保障公交车优先

通行* 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划分专门的

公交车道! 但是我们海口市区现在未

进行此项工作*所以!建议交警部门严

格执法!对占用公交车站停车$对公交

车进站造成阻碍%&进入机动车道的电

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按照相应的法

律法规进行处罚!保障车道的通畅* 推

行公交
!#

卡!提高上下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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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
我省邮轮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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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海南的老年游客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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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建议!

增加海南老年导游数量
政协委员& 三亚凤凰岛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曾宪云建议! 海南的

旅游服务市场! 应该针对当前旅游

结构的改变! 增加老年导游服务人

员! 有步骤地培养和吸收一些有经

验!普通话说得好!对当地名胜和风

景有相当了解和对历史清楚的当地

老年人当导游,,同时出台优惠政

策!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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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海南老年导游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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