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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春虹 通讯员 吴婷婷

“过去一直说转型升级，但其实因
为缺少引导和标准，过去是摸着石头过
河。《旅游法》实施后就不同，各种规范
和标准非常清晰，让行业的转型升级有
了方向。”海南康泰国旅董事长李繁华
坦言，过去违法成本低，现在提高了竞
争的层面和门槛，市场有了标准的赛车
道，这有利于旅游企业的做大做强。

对于旅行社而言，《旅游法》实施后
为旅行社选择供应商提供了一个标准，
如不是代表性的景区不上行程，没有通
过消防验收的酒店不住，有的旅行社甚
至将行程中的酒店名称都全部确定下
来，游客满意度大大提升；不少旅行社加
大对导游的管理，将员工集中起来进行
《旅游法》的相关培训；同时，也利用各种
平台对游客进行旅游法的普及，防止游
客的过度维权。

“游客上岛之前我们都会用短信和
微信问候，让游客了解《旅游法》，这其
实也是让游客参与到整个接待过程
中，让他们对照具体的标准为我们打
分。”李繁华坦言，在做好标准服务的
同时，今年公司更提出了“超越期待”，

即“超预期的服务和体验”，比如游客
从景区出来后，一上车导游就会从冰
柜拿出准备好的冰毛巾，这些冰柜都
是公司自己购置，希望提供超越标准
的个性服务。

“短短一年，海南的旅游购物格局
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未来我们希望协
会能够制定更加详细的行业标准，做
好行业自律。”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文
化旅游区董事长张为民说。9月初，万
宁首创奥特莱斯和海棠湾免税城相关
负责人等三家旅游购物企业与省旅游
委签订了规范旅游购物的承诺书，而
这些品牌企业也表示，会发挥自身力
量积极引导市场，推动海南旅游购物
继续规范发展。

“政府未来在继续加大市场和监管
的同时，是否可以考虑对品牌企业、龙
头企业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扶持，帮助企
业更好地做强做大。”海南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陈国东说，景区是
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但景区
建设往往投资过大，要建设标志性景
区，政府是否也可以给予相应的扶持，
比如获得国家4A或5A景区，分别给予
相应奖励等。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通讯员 吴婷婷

市场新变化

《旅游法》刚刚实施的去年国庆黄
金周，游客就感受到了新变化：不需要
再把游玩时间浪费在费财劳力的购物
上，也不再被强制要求参加各种付费项
目。去年国庆黄金周，全国旅游市场散
客首次超过团队，海南的团散比更是接
近2：8，创下历史新高，达到旅游发达地
区水平。

“产品变了、客源变了、格局发生明
显变化。”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
生说，多年来，省旅游委一直在推动行
业的转型升级，尤其是近两年步伐明显
加快，如去年结合海南旅游特色推出的
婚庆旅游合作，使海南旅游产品更具主
题和个性，而旅游产品的升级又直接拉
动了客源的升级，使得整个旅游产业发
生转型升级；同时，省旅游委又针对国
民休闲计划出台了家庭旅游惠民计划，
这也顺应了《旅游法》实施后以家庭为
基本消费单位的井喷式时代的到来，早
早就引导一批企业针对家庭休闲出台
产品和服务方式。

一批新业态、新产品、新旅游目的
地相继涌现，海南旅游格局正在发生变
化。今年年初，省旅游协会联合《海南
日报·旅游周刊》对应产品转型、市场升
级推出了达人俱乐部和深玩俱乐部。
其中，达人俱乐部主要是引领一批希望
转型的旅行社走向产品精细化、服务精

致化、企业精品化改造；而深玩俱乐部
则是将驴友、车友会、俱乐部等自由设
计私人订制式体验，通过深玩俱乐部让
大家分享，变成规模定制的私人产品。

经历阵痛期

《旅游法》刚刚实施时，海南旅游企
业其实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阵痛期”，不
少业界人士形容，这相当于给旅行社、
景区、管理部门戴了一个“紧箍咒”。

最大的热点和难点集中在了被游
客最为诟病的旅游购物上。去年国庆
《旅游法》正式实施，多家旅游购物点一
夜之间门可罗雀，是继续“一刀切”还是
寻找“变通办法”，全国从上到下各种争
议不断。

“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胆
魄！”面对业界的各种声音和岛外市场
出现的个别变通，省长助理、省旅游委
主任陆志远一遍遍重申，《旅游法》不仅
是一部旅游市场的监管法，其实更是旅
游产业的促进法，经营者和游客权益的
保护法，必须不折不扣严格执行。

“以前各种购物点多如麻，现在不
像以前了，有了《旅游法》35条规定，我
们的效果和收益很明显。”万宁首创奥
特莱斯文化旅游区董事长张为民坦
言，过去让游客一谈购物就色变，但现
在随着海棠湾免税城和万宁奥特莱斯
的相继开业，海南旅游购物不但走出
了新市场，更成为了海南旅游一大亮
点和特色。

万宁奥特莱斯开业当天，进店客人

一万多，团队客人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
分。今年春节期间，到这里购物的90%
以上是本岛和自驾游客人。“这种环境
就让你没法宰客，而且首创和国旅均是
上市公司，项目投资超过十亿元，企业
违法成本非常高！”张为民坦言，如果没
有《旅游法》保驾护航，或许就会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这样的大企业甚至竞争不
过一家路边的购物点。

“旅游转型升级其实已经说了很多
年，但其实过去很多年的转型升级加起
来都不如这一年来得明显来得快！”海
南康泰国旅董事长李繁华坦言，面对市
场的倒逼，旅行社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
要转型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往哪转的
问题。

据业界不完全统计，多达70%的旅
行社在这次转型中被淘汰，20%左右的
仍在摸索探路中，仅有10%左右的旅行
社算是完成了这次转型。“以前小旅行
社、小景点和小购物点鱼目混珠，《旅游
法》规范了产业链各个环节，保护品牌
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会把那些浑水摸
鱼的企业淘汰出去，这对旅游市场的长
远发展无疑是极大的推动。”作为海南
龙头旅行社的领头人，李繁华从一开始
就明白身上的担子不轻。

市场变规范

“整个旅游市场秩序规范了，可以
使旅游产业链上的各方利益都得到保
障，其实对谁都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我
们正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海南槟

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副总经理陈国东
说，《旅游法》推动旅游经营者转型，带
来的积极效应就是企业知名度、品牌
度、诚信度的提高，现在游客满意度增
加了，也给景区带来好的品牌效应。
而这家从黎村苗寨景点发展起来的景
区，现在成了游客了解海南民俗文化
最好的选择，正朝着国家5A级景区的
目标迈进。

其实对旅游监管部门而言，《旅游
法》更改变了多年来无法可依的尴尬
局面。面对《旅游法》中争议最大的
关于购物的第35条，省旅游委经过几
个月的调研，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旅行
社操作规范，一条小小的条例，被详
细解读为一本数十页的操作手册，将
《旅游法》贯穿到旅游接待的每一个
环节中。

“《旅游法》的实施，对促进市场良
性循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海南大
学旅游系主任张琳说，政府、协会、企业
现在其实更加清晰各自的定位，比如海
南正在推动的旅游行业协会的改革，就
是政府认识到要将市场的自律放权交
给协会来做，政府出台大的政策法规，
详细操作则由行业协会来负责，他们站
在一线前沿会更加了解企业的经营特
点和市场需求。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好地推进整
个旅行社企业的诚信体系建立，如旅行
社的星级评定等，同时景区、购物以及
酒店、餐厅的准入门槛要有明确标准，
这都需要行业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繁华说。

《旅游法》实施一周年

海南旅游迎来新市场新气象

将“文明攻略”
收入出游行囊

“钱袋子”、“暴发户”、“土豪”，一
些国人之所以给人留下如此印象，确
实事出有因，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着或鞭策着我们做出改变。
展示新风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游客
的文明、秩序和规范，让中国游客成
为一道受欢迎的靓丽风景，就从“不
丢矿泉水瓶”、“不乱写乱画”这样的
细节做起。

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此时，
不少人已在规划“去哪儿玩”和“干点
儿啥”，一些人或已安排好行程，只待
长假开始。

临行前，人们会做哪些准备呢？
不少人会带上一份攻略，了解一下当
地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
细心点儿的，还会查查当地人有哪些
避讳，什么话是绝对不该问不能说
的，什么事是绝对不能做的。

近年来，文明旅游屡被提及，在
出游过程中尤其是境外游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国人能够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尊重当地风俗，但同时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比如不遵礼仪、不讲卫生、
大声喧哗、乱涂乱画、过度维权等—

“到此一游”被刻进了“埃及神庙”，
“洗脚冲凉”的习惯被带到了卢浮宫
前的水池……

在中国人足迹遍布世界的当下，
被带出国门的都有什么？除了让外
国人惊讶的“购买力”，我们是否还展
现出了“文明礼仪之邦”的风采？庞
大的人群走出国门，对中国形象的影
响显而易见。这部分人的对外形象
好，就会成为一个个文明的使者、一
张张传递中国优秀文化的名片。

文 明 旅 游 需 要“ 内 外 兼 修 ”。
“内”，是指公民个人的文明自觉和素
养提升。良好的出行习惯和文明素
养显然是后天养成的。家长、学校和
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传授、灌输文明礼
仪和常识。成年人在出国境之前，应
该自觉了解、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
以免触碰别人的禁忌，造成不必要的
误解和麻烦。

“外”则指来自外部环境和他人
的提醒、约束。比如，无论在旅行前
还是旅游中，导游和旅行社都应该承
担起更多的提醒注意义务，及时提醒
游客遵章有礼，及时劝阻游客不文明
的动议和行为。

展示新风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
游客的文明、秩序和规范，让中国游
客成为一道受欢迎的靓丽风景，就从

“不丢矿泉水瓶”、“不乱写乱画”这样
的细节做起。 (第一旅游网)

6年后故宫将开放80%
不会通过涨价来控制游客数量

据《广州日报》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前日做客深圳，以“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
一个600年”为题，对故宫博物院藏品、近年维修
现状以及未来规划等做了系统阐述。讲座在深圳
博物馆历史民俗馆大会议室举行。

单霁翔透露，深圳对故宫博物院的支持很大，
比如万科捐了300万元用于两处古建筑的维修；
腾讯免费为故宫做实景扫描录入，为故宫将来登
录网络打下基础；另外，还有雅昌集团更是每年为
故宫资助100万元，帮助故宫博物院的办学。这
些都让他感受到深圳对于文化遗产的重视。
到2020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600岁生日。这个
拥有9000间房屋、1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故宫
古建筑群，馆藏文物到底有多少？

“如果在10年前，即使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也
难以说清故宫博物院所拥有的文物藏品数量，但
是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出一个数了。”单霁翔说，自
2004年开始，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
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经过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
得出了文物藏品的准确数量，院藏文物数量为
1807558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占
文物藏品总数的93.2%；一般文物115491件，占
文物藏品总数的6.4%；标本7577件，占文物藏品
总数不足0.4%。

故宫收藏无可比拟，难免引得公众好奇，想一
睹为快。“不断扩大开放面积就是为了让公众能看
到更多藏品。”单霁翔表示，目前故宫的开放区域
已由2002年的30%增加到了52%，后年将达到
76%。在2020年故宫博物院600年院庆之际，开
放区域将达到80%。

厦门旅游民宿调查：

仅有13%合法经营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近年
来，家庭旅馆业作为旅游业的新兴产
业在各地方兴未艾。

由于行业进入门槛较低，跟风投
资者众，家庭旅馆业在几年内快速扩
容。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却显滞
后。虽然陆续出台一些规定，但在市
场监管方面还是存在缺位现象。

9月16日，两岸旅游民宿（家庭
旅馆）高峰论坛在厦门鼓浪屿举行，
200多名来自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民宿
业者、专家齐聚探讨两岸民宿发展，
商议合作商机。

据鼓浪屿商业协会会长许一心
介绍，2008年6月，鼓浪屿家庭旅馆
数量仅12家，2011年，证照齐全的家
庭旅馆数量增至126家，此后有关部
门在申遗背景下暂停鼓浪屿旅馆审
批，但产业规模仍然持续扩容，目前
鼓浪屿家庭旅馆的总床位数量已经
超过8000个。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旅游系主任
助理黄邦恩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厦门
家庭旅馆除了鼓浪屿130家（13%）
属于合法经营之外，其余家庭旅馆都
属于证件不齐或无证经营状态。业
内人士认为，这需要相关管理规范和
疏导。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意外医疗保险项目启动

据第一旅游网消息：从19日“第三届海峡两
岸绿色通道紧急救援暨两岸旅游安全高峰论坛”
上获悉，针对目前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各类安全
事故较快增长的情况，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意外、突
发疾病医疗保险项目已启动。

大陆居民个人赴台游自2011年6月启动后
一直发展迅速。今年1至7月，大陆居民赴台旅
游达187.9万人次，同比增长45％，占台湾入境旅
游总数的36％，其中个人游61.5万人次，同比增
长147％。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意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险
项目由大陆首家保险经纪公司——江泰公司设计
研发，采用与旅行社责任保险统保示范项目配套
衔接的方式，主要承保因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导
致的医疗费用，以及随之产生的紧急救援服务和
意外伤害金、伤残保险金等。

该保险项目依托“海峡两岸紧急医疗救援服
务平台”，在台湾设立旅游保险服务中心，为游客
及旅行社提供24小时援助热线、紧急救援、案件
处理、理财准备金管理、定责定损、健康档案等一
系列保障配套服务。

丹东专列游渐成潜力股

据《中国旅游报》消息：近日，300多名来自江
西、福建的外地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丹东。旅
游专列的开通，逐渐成为外地游客来丹东旅游的
主要方式。

据统计数字显示，往年驶入丹东的旅游专列
最多是10车次左右，但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有
20多趟旅游列车到达丹东，输送游客数千名。
预计，2014年到达丹东的旅游专列数量有望突
破30趟，专列游渐渐成为了丹东旅游市场的新
兴“潜力股”。

随着丹东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丹东旅游市场。组织这次旅游专列
的南方一家旅游集团常务副总刘群表示，他们
几年前就开始开拓赴丹东的旅游专列，比较看
好丹东的边境游市场，这几年已经陆续输送了
几万名游客到丹东边境游，“游客的认可度非
常高，对丹东的旅游接待、景色和气候等印象
也都非常深刻。”

2014全国优选
旅游项目发布

据第一旅游网消息：据《第一旅游网》消息：为
更好地引导旅游投资，进一步推动旅银合作，9月
19日，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天津联合举
办2014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发布会，向社会发布第
一批135个市场前景好、投资回报高、符合旅游发
展新趋势、能带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全国优选旅
游项目。

长期以来，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旅游投资工
作，为给旅游投资商和项目需求方提供信息、搭建
平台，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开发银行于今年7月初
开始组织优选项目遴选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共
同努力，全国各省区市旅游局（委）推荐上报了
412个旅游项目，双方按照优中优选的原则，组织
专家遴选确定了135个旅游项目。在发布会上，
河北、云南、新疆等省份介绍了各自的优选项目。

2013年10月1日，我国首部《旅游法》实施，正式对零负团费、乱推自费、强制购物等行业痼疾“亮剑”。今
年国庆恰逢《旅游法》正式实施一周年，海南旅游一年来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

《海南日报·旅游周刊》联合省旅游发展研究会，就《旅游法》实施一年来海南旅游业发展新变化举办座谈
会。座谈会上，来自业界的代表及专家表示，《旅游法》的正式实施，过去低价揽团“填坑”的方式逐渐被阳光下
明明白白消费取代，游客出游有了保障利器，市场倒逼旅游企业必须转型升级，而政府管理也有法可依。

《旅游法》：加快旅游行业转型步伐

自驾游客在棋子湾海岸礁石下甩开鱼竿垂钓。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黄宾虹 摄

在海南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游客乘渔家小船在郁郁葱葱的红树林中自由穿梭。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