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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游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省
潜水行业亟待整治" 首先!明确职责"

建议充分发挥省旅游联合执法监管办
公室的作用! 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共
同监管潜水业的发展" 旅游部门负责
潜水旅游项目的准入#审查$海洋部门
负责潜水旅游项目用海审核及海洋环
境影响评价事项$ 文体部门负责潜水
服务人员的培训#考证$物价部门负责
潜水项目价格标准的确定和对潜水价
格市场进行监督#维护和管理"

其次! 建议由省旅游联合执法监
管办公室牵头!联合各职能部门!采取
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 对全省潜
水旅游企业进行资质审查" 符合以上

基本条件的!在网上给予公示"不具备
的!视为%黑潜点&!勒令停止营业" 由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牵头! 组织海底资
源保护与使用评估! 对海底生态环境
破坏严重的海域!要暂停使用"

同时!建议由省旅游联合执法监
管办公室牵头! 联合各职能部门!制
定'海南省潜水旅游行业规范管理办
法(!细化各部门职责!规划省内潜水
区域! 规范项目申报和经营管理程
序!规定价格调整原则!统筹码头#交
通船及潜水平台的使用!合理确定配
套陆地场所及设施!建立服务质量等
级评定标准!明确法律责任"

采取%网上查#岸上堵#海上打&

的形式!对%黑潜点&进行严厉打击"

对在网上非法宣传的!由公安部门利
用技术手段进行屏蔽$对岸上非法揽
客# 接客的由城管部门予以驱散!不
听劝阻的!予以行政处罚$旅游部门
公布%黑潜点名单&!并严禁旅游社和
导游带团到%黑潜点&进行潜水旅游"

此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
功能!鼓励潜水企业联合会积极参与
制定行业标准#监督企业经营#资质
审查#惩戒违法经营者等活动!提高
自我治理的能力"鼓励潜水企业在自
愿的基础上成立海南潜水旅游集团
管理股份公司! 整合全省潜水资源!

进行容量控制!科学#规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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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份! 海口任先生与朋
友到三亚旅游! 刚出三亚火车站!

一名自称是旅行社的孙姓司机介
绍说! 三亚海底世界潜水非常好
玩!价格便宜还非常安全" 在交了
"##元车费后! 任先生两人上了该
司机的车!乘车来到一码头!交了
"###元进行潜水"

%潜水玩了没多一会! 那个教练
就开始推销潜水拍照"#张$##元" &任
先生说!当时他连海底是什么样都没

有看清楚!氧气不够#嘴巴又进水!就
拒绝拍照!%那个教练就非常生气!说
潜水结束了!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他
就把我身上的设备全部去掉!让我们
自己游&"

根据三亚旅游委的调查!任先生
是被一个私家车的拉客仔拉去潜水
了!潜水的地点很可能不在海底世界
经营范围"与任先生有类似经历的还
有来自浙江的游客梁女士"据媒体报
道!去年%月份!梁女士在三亚蜈支洲

岛参加潜水时! 因拒绝水下拍照要
求!被潜水教练整得很惨"后来!经旅
游部门处理!该教练被劝退"

不仅如此!一些%黑导游&甚至不
顾安全!未经批准带领游客到%黑潜
点&潜水" 去年&月份!在%黑导游&谢
某的带领下!$名外省游客登上无任
何证照的玻璃钢快艇! 未办出海手
续!到未开发的新村港外白 岛外海
潜水!幸亏被陵水边防派出所及时制
止!没有发生意外事故"

据了解! 我省潜水业始于"''%

年!主要分布在三亚" 经过"#余年的
摸索!三亚潜水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
模!从原来单一的大东海!逐步向三
亚及周边其他地区扩散" 可以说!潜
水项目已经成为滨海旅游产品链中
最具吸引力的新产品之一"

据统计!仅三亚每年就接待潜水
游客约"%#万人次! 每年的旅游收入
达到%亿元以上"目前!我省经营潜水

旅游项目的企业共"%家!其中三亚市
"!家#陵水县"家!分大东海#西岛#蜈
支洲岛#亚龙湾#分界洲岛五大区域"

从发展历程看!我省潜水业经历
了从兴起)混乱)规范)再度混乱
的过程" 早在"''%年!潜水业在三亚
大东海逐步兴起! 到"''(年走向兴
旺! 一度成为三亚旅游热点" )##(

年! 三亚潜水业的一些矛盾开始凸
显*回扣成风#零负团费盛行!企业经

营困难"

)##'年! 为规范潜水行业的发
展! 省政府和三亚市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整治潜水行业! 通过健全
组织#制订办法#整顿企业等措施!

三亚潜水业日趋规范" 但从)#"#年
开始!由于自然灾害影响#行业自律
不严等原因! 潜水市场再度出现混
乱局面!高返佣抬头#负经营复苏#

%黑潜点&膨胀"

)##'年! 三亚成立了潜水企业
联合会! 各成员企业因种种原因产
生严重分歧" 三亚潜水联合会的"!

家成员企业!确有'家企业没有海域
使用权或者过期! 有海域使用权的
仅%家"

在对潜水行业的监管方面!涉及
文体#海洋#旅游#海监#交通#工商#

物价# 质监等十多个政府职能部门!

在实际工作中! 潜水行业谁都在管!

但谁也没有管好"

目前!一些潜水企业给导游#司机
返佣高达&#*到"##*!有的还给%人
头费&!出现%负经营&!而潜水企业只

能靠烧烤# 冲淡# 海底拍照等维持生
存" 一些岛屿企业采取提高过渡费和
门票返佣的办法!变相打价格战"

另外! 随着海南游客呈日趋散
客化的趋势!一些%黑潜点&通过各
种方式!以(#元至"&#元不等的超低
价吸引散客! 致使每天约有%##)

&##名游客流向%黑潜点&" 面对这种
情况!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让利营
销! 从而引发潜水市场价格的恶性
竞争"

另外!非法潜点日趋猖獗!一是
数量多!约占潜水业的%#*$二是揽
客渠道广!主要采用街头发卡和酒店

守候等方式! 同时伴有网络虚假宣
传$三是经营主体多!一些潜水教练
熟悉市场后!单飞设黑点$四是服务
质量低!%黑潜点&以极低价格吸引游
客!然后欺客宰客!屡屡引发投诉$五
是安全隐患大!有的%黑潜点&设备简
陋! 仅靠几条小船开展潜水活动$有
的为了避免打击! 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对海底情况不熟悉!安全难以得
到保障"

此外!有的潜水企业特别是%黑
潜点&只顾眼前利益!大肆开展破坏
性潜水活动!致使部分珊瑚礁受损严
重!海底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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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第二个中国旅游日是到来!从&

月"(日起! 我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一
系列优惠及互动活动! 在吸引游客游
览园区的同时! 还不忘向游客宣传我
省绿色#低碳的发展主题"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健康
生活!欢乐旅游&!以旅游#生态著称
的海南!在这个旅游日的时候!各景
区也不约而同的推行以绿色# 低碳#

健康为主题的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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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海口!火山口国家地质
公园以及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在
&月"'日接待游客数量较平日有了明
显增长" %今天是周末!而且又是旅游
日!很多市民都选择来爬爬山" &火山
口国家地质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止"'日下午"+点左右!该公园全天共
接待了&###多名游客!" %外省游客居
多&该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来海南旅
游的游客更加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

从"(日起!景区就安排了多个场次的
竹竿舞以及本土风情表演!并增加与
游客互动的节目"

为提倡低碳#环保的出行!%中国
旅游日&期间!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针对乘坐公交或骑车到景区游玩
的游客推出票价优惠活动!这些游客
可享受%#元优惠购票"同时还推出!&

月"'日,&月)$日!海口市民游海南热
带野生动植物园!凭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享&-"'折+%(元每人,优惠$贫困家
庭爱心游活动!预约贫困家庭+指有
低保证的家庭,可享受&&元一家三口

+即父母带一个孩子,优惠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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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转到三亚!为庆祝%中国旅
游日&!三亚在&月"'日也推出了系列
活动!其中三亚蓝丝带保护海洋,%海
洋卫士&宣传就是其中一个" 除此之
外!在宣传绿色#环保旅游方面!三亚
各景区也在做努力$"

在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所有
的游客在进入景区游览之前!景区都
会%强制&要求游客学习%环保宣言三
字经&!为了宣传绿色环保的理念!游
客不仅在刚进门的时候就被 %洗脑&

了!还在景区游览的过程中!导游也
会不断给游客%洗脑&!让绿色环保的
理念在每一位到景区的游客心中生
根发芽"

记者了解到!"'日呀诺达雨林文
化旅游区不仅向本省游客送上特惠
大礼!还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 海南
籍居民游呀诺达!凭本人身份证可享
受免"!#元门票! 只需购%#元游览车
票" 景区推出的雨林精灵欢乐巡#踏
瀑戏水拓展# 鹦鹉表演等特色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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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旅游日当天!定安的文笔
峰!素以养生而名扬!作为旅游景区!

为庆祝%自己的节日&!在中国旅游日
期间特意推出游客半价的优惠!同时
在景区内!还推出文化养生宣传等互
动活动" 根据统计!截止"'日下午"+

点!#分左右!该景区共接待了)&##多
位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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