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五

3

贸易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ILY

本版主编：张钰梅 责任编辑：刘叶琳 审校：闫卉娇 美编：李祯 制作：李子娜
中国商务新闻网——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http://www.comnews.cn

电话：010-58360207

电子邮件：
myb_2018gs@163.com

世界旅游联盟报告认为

中国入境旅游优势与短板共存
建议从政策、保障、产品、营销四方面发力
□ 本报记者 孟妮
近日，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2019 中国入
境旅游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入
境游客人次呈现规律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的
趋势，总入境游客保持在 1.26 亿~1.41 亿人次
之间。当前，中国入境旅游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期，但仍需在多个方面继续发力。
该报告整合了酷旅互动数据、TripAdvisor（猫途鹰）、高科数聚、联通智慧足迹、OAG
等多家数据资源。报告以 2018 年中国入境旅
游整体数据概况为出发点，以游客入境旅游
前、入境旅游中和入境旅游后三个阶段为主
线，对入境旅游游客行为、未来趋势、发展潜力
进行综合分析。
报告提到，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以及入境游相关
政策，包括签证限制的放宽、交通网络和基础

设施的完善等，中国入境游自 2015 年起呈现
回升迹象，随后逐年上升，中国入境游面临一
个新的战略机遇期。2018 年，中国入境游市场
规模总量创下历史新高，入境游达到 14120 万
人次，
比 2017 年增长了 1.2%。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入境游发展面临诸
多优势，包括政策助推、国际地位显著提高、逐
渐提升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认同、拥有丰富的旅
游资源、安全的旅游环境、可进入性增强等。
而签证便利化程度不高、旅游环境和配套服务
尚待改善、挤出效应、产品综合竞争力下降、天
气环境等五大要素则是中国旅游的短板。具
体而言，在签证便利化方面，我国免签政策与
入境旅游发展不匹配；普通护照免签国家数量
少，且基本没有涵盖主要客源市场；72 小时、
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航权、航线匹配度不
高，对拉动入境旅游市场作用有限；赴中国签
证办理门槛偏高，签证价格高、办理时间长、手

续繁琐是影响我国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之
一。此外，国际化程度、公共服务配套及便利
化水平仍显不足；旺季时节旅游景点人满为
患，入境游客观景用餐体验降低；产品同质化
和老化趋势明显、游客参与度不高；缺乏可供
游客重复消费的休闲度假产品以及雾霾天气
等，
是对入境游客增加极其不利的诱因。
那么，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
入手？报告给出了几点建议：一是政策支持，
从国家层面出台促进入境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确保省、市、区及时贯彻实施，包括税收减免、
航线开辟等政策，打造中国入境游示范地区，
建议在试点经验基础上，加强中国驻海外签证
中心的便利化及规范化，逐步扩大过境免签、
免签入境的范围。
二是保障升级，
提升国际化公共服务水平，
加
强外文标识系统、
解说系统的开发建设，
完善外文
导航地图的开发和普及，
加紧推进入境游客移动

支付功能、
国际银行卡消费功能的开通。继续大
力提升交通通达性，
开发国际航班线路，
提高邮轮
入境的交通能力，
打造高铁游中国的文化。
三是产品换代。加强体验类产品的开发力
度，将体验类产品融入到游览观光中。持续优
化旅游产品结构，
针对不同市场客户群特征，
满
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重视文化
与旅游产品的融合。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以
在地文化为魂的旅游产品创新，为入境游客沉
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故事提供新的可能。
四是营销创新。除运用传统媒体、赴客源
地开展推介活动外，需加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
的新媒体覆盖，充分利用旅行决策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搜索引擎、在线视频等线上阵地；在内
容设计上，除旅游景点或景观类的宣传之外，
还应加强以“吃住行游购娱”多要素融合的展
现及结合亲子、朋友、家庭等场景化生活体验
类的宣传等。

国庆长假出境游回眸
“真正的旅行，是对一个地方文化与生
活方式的感知。要走到市井中去，认识当地
朋友。”在“十一”国庆长假期间进行巴尔干
之旅的黄鹏向记者这样表达自己对旅行的
理解。
35 岁的黄鹏日前在飞抵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后，就直奔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
馆旧址凭吊，寄托哀思，并由此开启了他的

来自乌鲁木齐的张涛、王涛夫妇与 16
岁的女儿游览了萨拉热窝战争儿童博物
馆。虽然面积不到 100 平方米，但这座讲述
波黑战争中儿童苦难遭遇的博物馆让这一
家人细细参观了不少时间。
战争儿童博物馆位于萨拉热窝洛加维
纳街上的一条小巷中，要走过一段坡道才能
到达，远非“网红景点”，也不在一般游客“打

萨拉热窝：

中国游客旅游不再为
“打卡”
□ 张修智
巴尔干之旅。萨拉热窝是他此次旅行的第
二站。
旅游不为“打卡”，重在感知世界，了解
不同文化。
“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在波黑首
都萨拉热窝的街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
国游客，他们中不少人耐心细致地探寻当地
历史文化，积极体验异国社会生活。
黄鹏从萨拉热窝国际机场出来后，选择
乘坐大巴进入市区。
“ 我喜欢坐公交车。”他
说，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路边建筑上形形色色
的涂鸦，那是波黑战争留下的创伤，表达的
是战争带给青年人的愤怒与绝望。
黄鹏曾被派驻到巴基斯坦、
尼泊尔与乌兹
别克斯坦工作，
这些阅历让他切身体会到中国
崛起给国人带来的荣耀。
“今天的中国人，素
质、
外语能力与消费能力均已今非昔比。
”

卡”
的名单上，
中国游客却络绎不绝。
“上个月以来的参观者中，有三分之一
来自中国，其中有人最长待了三个小时。”馆
员布拉克维奇说。
供职于一家互联网公司的“80 后”北京
小伙赵元辰与赵海俊结伴乘飞机到贝尔格
莱德旅游，之后从贝尔格莱德租车自驾到波
黑。在萨拉热窝，他们行走于这座历史名城
的角角落落，将兴趣投注到城市细节中，寻
找融入式的体验机会。
“明天我们可能会参加‘战争游’。”赵元
辰说。据他介绍，
“战争游”是由一个英国人
在萨拉热窝发起的活动，通过带领参加者游
览从“一战”到波黑战争的历史轨迹来了解
萨拉热窝，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深刻
地认识所旅游的城市。

伊朗：

免签带动中国游客人数翻倍
□ 马骁
在今年中国国庆节期间，位于伊朗历史
名城设拉子的著名景点“粉红清真寺”挤满
了中国游客，游客在这个景点的狭窄空间内
几乎寸步难行。在伊朗多年经营旅游公司
的一名中国人以爆棚来形容国庆黄金周期
间大量中国游客涌入伊朗的状况。
自今年 7 月 16 日起，伊朗给予中国公民
免签入境待遇，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或澳门特别
行政区护照的人员，赴伊朗旅游观光和商务
访问可免签入境，
每次入境后可停留 21 天。
今年国庆黄金周是伊朗给予中国公民
免签入境待遇以来的第一个国庆小长假。
“免签入境对来伊朗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的
推动十分明显，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几
乎翻倍。”来自北京并在伊朗拥有旅游公司
的老费对记者说。
老费说，今年国庆 7 天假期，仅他的公司
就接待了来自国内的 6 个旅游团，10 月还将
接待 12 个中国旅游团。
伊朗是文明古国，境内有 20 多处世界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丰富。近几年，伊朗越
来越重视旅游业发展，这一方面可以刺激经
济发展、解决就业、拉动消费，另一方面也是

反制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
“客人们对伊朗旅游体验的总体反响还
不错。绝大多数伊朗人热情好客，
也有礼貌，
伊朗治安也比很多中国游客预想得要好很
多。”老费说。据他介绍，在伊朗还可以采购
藏红花、蜂蜜、开心果、无花果以及波斯手工
真丝地毯等有当地特色的礼物。
虽然这次国庆长假期间来自中国的大
量游客着实让老费的旅游生意红火了一下，
但对中国游客来说伊朗仍是相对冷门的旅
游目的地。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内游客对伊朗
依然陌生。其次，地区局势紧张也对伊朗旅
游业造成冲击。每当地区局势紧张、伊朗成
为新闻热点时，来这里的游客数量就会下
降，
旅游生意就会明显受到影响。
伊朗旅游接待能力有限，旅游行业不规
范，这也是制约伊朗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原
因。老费说，这次国庆小长假期间来伊朗的
中国游客数量大增，对伊朗有限的旅游接待
能力构成挑战。
与到其他国家旅游相比，到伊朗旅游的
费用相对较高，这也影响中国人到伊朗旅游
的热情。据国内某旅游网站提供的价格，时
长 10 天的伊朗游报价 1.3 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 6 天的旅游团报价普遍在 5000 元以上。

近日，全国首家花卉休闲区
授牌仪式暨无锡九龙湾花彩小镇
第一届枫树节开幕式在无锡九龙
湾花彩小镇举行，全国休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灵光将“花
卉休闲区”授予无锡九龙湾花彩
小镇。
无锡九龙湾花彩小镇地处无
锡市太湖之滨，占地 2123 亩，是
赛石集团重金打造的花卉旅游项
目，目前已成为一个以“花产业、
花文化、花生态、花生活”为核心
的花卉休闲小镇、花园集群小镇。

全国首家花卉休闲区
花落无锡
《花卉休闲区建设与服务规
范》是首部评定花卉主题旅游区、
休闲区的“国家标准”，是目前衡
量花卉休闲旅游项目水准与品质
的
“最高指标”
。无锡九龙湾花彩
小镇的各项建设及服务均达到或
超过标准的各项指标，因此成为
全国首家授牌的花卉休闲旅游景
区。
对此，九龙湾花彩小镇副董
事长、总经理李玉祥表示，
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无锡九龙湾花彩小
镇旅游项目不断完善，景区内依
山傍水、绿草如茵的花卉主题酒
店，
花香四溢、花漫四季的九龙湾
花都，
四季梦幻、春花秋色的花星
球乐园，
承载历史、百花齐放的赛
石花朝园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明
星景点和网红打卡地。
值得关注的是，历时三年打
造的
“花星球”
是九龙湾花彩小镇
的最新力作，呈现出一个精致主
义的花卉主题乐园。其占地 500
余亩，多个花卉团组景观相互映
衬，
花卉植物的和谐、自然之美尽
收眼底。
“ 花星球“还引入亲子休
闲、自然教育、萌宠乐园、户外拓
展等体验项目，
将四季赏花、亲子
游乐与度假休闲完美地结合在一
起。
同期开幕的还有九龙湾花彩
小镇第一届枫树节，从国庆节开
始，景区内 3000 余株红枫陆续进
入最佳观赏期，其中，多株景区
“私藏枫树”作为花彩小镇“春花
秋色”的主角将首次亮相。枫树
节期间还将举办枫树文化、彩虹
跑等一系列的游园体验活动。
（孟妮）

宋城演艺落子珠海
据新华社电 第五届美国中医药大会
10 月 6 日在洛杉矶闭幕，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余名中医药界代表和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探讨了中医药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次会议由全美中医药学会主办。
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中国湖北中医药大学、美国食

美国中医药大会
助推中医国际影响力
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就促
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新时代中医药
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将传统草药
研制成植物新药等课题发表了主旨演
讲。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有关风湿病疼痛
的中医治疗、妇科盆腔炎的中药治疗等课
题的专题讲座。
在专题讲座中，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
临床医学院针灸微创肿瘤科主任黄金昶
介绍了针灸治疗恶性积液、手足综合征、
上腔静脉综合征等肿瘤并发症的最新研
究进展。黄金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各国中医药界代表就中医领域最新
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分享经验，有助于进
一步扩大中医在海外的影响力，并通过中
医药文化的传播来弘扬中国文化。
（谭晶晶 高山）

粤港澳大湾区迎文旅大发展期
□ 本报记者 孟妮
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全国各大景区又经
历了一次客流大考。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
今年国庆假期，文旅融合发展趋势凸显，全
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82 亿人次，同比增长
7.81%。
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的粤港澳大湾区
也在国庆假期迎来了旅游高峰期。广州、深
圳、珠海、东莞、惠州等多座大湾区城市在国
庆假期举行了灯光秀、歌舞快闪以及园艺花
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为原本火爆的旅游热
潮再添一把柴。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中仅珠海就接待了游客 271.22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7.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发布的《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纲要》将珠海定位为珠江西岸核心
城市、大湾区创新高地，彰显了其在国家战
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坐拥大湾区巨大消费市场的珠海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正在酝
酿、生成。
近日，珠海市人民政府与宋城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在珠海斗门区建设珠
海宋城演艺度假区，总占地面积 1500 亩，预
计将于 2011 年开门迎客。
记者了解到，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由

24 个剧院、28 台演出、55000 个座位组成的
演艺谷，4 个主题文化街区，2 个亲子体验
区，拥有数千间主题客房的主题演艺酒店集
群，大型演艺人才培训基地等内容，还将举
办“一带一路”演艺节和一系列大型国际艺
术活动。按照投资计划，珠海宋城演艺度假
区的座位数将超过美国百老汇、拉斯维加斯
全部座位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演艺集
群。其中，演艺谷将打造世界级的演艺秀集
群，如室内剧院、实景剧场、悬浮剧院、森林
剧院、科技剧院、儿童剧院、走动式剧院、旋
转式剧院、餐饮剧院等，涵盖了世界上几乎
所有的剧院形式和演出形态。演出剧目也
将更加多样性、多元化，除了以千古情系列
演出为王牌，还将打造和引进包括情景剧、
惊悚剧、音乐剧、舞剧、沉浸式演出等在内的
表演，并增加街头表演艺术、舞蹈舞剧演出、
国际文化交流等时尚元素，定期组织专业及
跨界跨领域的大型活动，形成平台效应，让
全世界的优秀剧目都在此聚集。如果观众
想要在度假区看完所有的演出，至少需要
2-3 天。
对于这一全新的演艺项目，珠海当地寄
予厚望。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永航表示，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粤
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珠海迎来了千载难逢
的重大战略发展机遇期。希望宋城集团抓

住珠海发展的历史机遇，深入挖掘珠海深厚
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快战略布局和项目建
设，切实将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新地
标，助力珠海新一轮大发展。珠海市将着力
优化营商环境，不遗余力、全力以赴为宋城
集团在珠海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投资热土之一，粤港
澳大湾区文旅发展优势明显。相关数据显
示，粤港澳大湾区面积为 5.6 万平方公里，
2018 年总人口已达 7000 万人，人均 GDP
达到人民币 15.6 万元，居民旅游消费能力
强。目前已聚集了华侨城、长隆等知名品
牌，同时拥有迪士尼、环球影城和海洋世界
等众多主题公园运营商。
宋城演艺在珠海落子，无疑将使得该区
域文旅发展再获一个强助攻。作为
“中国演
艺第一股”，成立 20 多年来，宋城演艺深耕
文化和旅游市场，其旗下目前拥有 50 个各
类型剧院、12 万个座位，已建成和在建杭
州、三亚、丽江、九寨、桂林、张家界、西安、上
海、佛山、西塘、澳大利亚等数十大旅游区、
三十大主题公园、上百台千古情及演艺秀，
并拥有千古情演艺谷等数十个文化娱乐项
目。随着品牌项目的异地扩张和模式复制
输出，宋城每到一处，无一不成为当地文旅
版图中的最大亮点和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今年国庆假期，宋城演艺旗下全国七大
千古情景区人气爆棚，共计接待游客超 2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 千古情”演出 270
场，同比增长 34%。其中，三亚千古情景区
国庆 7 天接待游客量位居三亚各大景区之
首。作为三亚旅游首选的旅游演艺产品，
《三亚千古情》继续保持海南省旅游演艺市
场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第一的地位。
谈及此次落子珠海，宋城集团董事局主
席黄巧灵表示，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是宋城
集团布局粤港澳大湾区的旗舰项目，宋城集
团对珠海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已完成部分规划设计和艺术编创，用大
兵团作战的宋城速度全力推进，确保一期项
目保质保量建成开业。未来，宋城演艺将继
续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良好的业绩，树立
行业标杆，
领跑中国文旅经济发展。
业内专家表示，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是
中国文旅融合、演艺产业发展到新时代应运
而生的重大项目。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提出
“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建设一批国
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大背景下，珠
海宋城演艺度假区的建成将充分挖掘和带
动珠海市及周边地区巨大的文化潜力、城市
竞争力，用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用演艺
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