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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

预计2015年全年旅游
总收入3.9万亿元

据人民网消息，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
2014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状况与2015年发展预
测的报告，报告对2015年旅游经济总体形势持相
对乐观的预期，预计2015年全年旅游总收入3.9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该报告还预计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40亿
人次，同比增长9.9 %；国内旅游收入达3.6万亿
元，同比增长16.1 %。入境旅游人数1.3亿人次，
大致与上年持平；入境旅游外汇收入518亿美元，
同比增长1.3 %。出境旅游人数1.35亿人次，同
比增长16.8%。

邮轮旅游升温
春节档最受欢迎

据新华旅游消息，自去年11月份以来，各大
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的邮轮旅游产品预订升
温，春节前后出发的邮轮线路尤其受欢迎。

同程旅游邮轮事业部王先生告诉记者，最近
一周同程旅游邮轮旅游产品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
三成多，线路出发日期集中在2015年1月份和春
节前后，春节长假期间出发的邮轮最受欢迎，约占
总预订量的四成左右。

近年来，中国邮轮市场持续升温，成为国际邮
轮巨头争夺的焦点。据统计，2005年中国乘坐邮
轮出境旅游的人数仅有几千人的规模，到2013年
就达到了 57万人，2014 年有望突破 70万人，
2015年预计会突破100万人。目前，国内豪华邮
轮市场基本已被皇家加勒比、歌诗达、丽星等国际
邮轮巨头控制，国内邮轮公司则主要集中在中小
型邮轮市场。面对快速增长的中国邮轮市场，无
论是传统旅行社还是在线旅游企业都加大了投入
力度，携程在数月前先后购进了两艘邮轮，同程则
将其2014年的邮轮包船业务规模扩大了数倍。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竞争将会越来越
激烈。

日本将中国游客多次往返
签证有效期放宽至5年

据中新网消息，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近日在记
者会上宣布，对赴日中国个人游客等新发放的多
次往返签证有效期将放宽至5年，并取消首次访
问地点的规定条件。发放对象为高收入人群，新
措施将于1月19日起实施。

之前的多次往返签证有效期为3年，对象为
高收入人群及其家属，规定第一站必须前往东北
地区岩手、宫城、福岛三县或冲绳，目的在于促进
灾后重建及带动冲绳经济发展。

此前，日本观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
1月至11月到访日本的中国游客同比大幅增加
了82.2%，达到221.9万人。与此同时，全体访日
游客人数则增加了28.2%，增至近1217.8万人。

受近期日元贬值的影响，也有不少人认为“去
日本购物游的魅力增加。”日本政府从2003年启
动了吸引游客访日观光的“Visit Japan”项目，
该项目提出了每年吸引1000万人访问日本的目
标在2013年告成，2014年访日游客人数已大有
超过1300万之势。

仅1.8%青年
从不旅行
旅游已成年轻人生活成分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调查显示，旅游
已成为年轻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5.3%的受访者经常旅行，55.1%的受
访者有时会，只有17.9%的受访者很
少旅行，从不出门旅行的青年更是

“稀有”，比例仅为1.8%。
对于旅游攻略，他们普遍看重。

76.3%的受访者觉得旅游攻略对一次
旅行来说，相当重要。而且很多青年
还会做一份较为详细的攻略。61.1%
的受访青年旅游出行前会制作攻
略。具体说来，12.9%的人会做得非
常详细，46.0%的人会比较详细。

制作完攻略后，在旅行中是严格
执行，还是仅供参考？这也让小伙伴
们争论不休。调查中，39.9%的受访
者表示一定会严格执行攻略，25.1%
的受访者只把旅游攻略当做备用指
南，不打算严格执行。

“80后”张岩，每次出门旅行前，
一定会做一份详尽攻略并严格执行，
几乎是以小时为单位，将吃、住、行全
部囊括。对这样的做法，他的同学刘
薇薇不以为然。“我们一起去台湾旅
行，费了好长时间找到的冰淇淋店，
味道并没什么特别。她计划中跑到
垦丁的海边骑电动车，也因为下雨泡
汤了。还是不经意间发现的一个台
湾小镇，让我们印象深刻。这种不经
意的邂逅和惊喜，才是一次旅行中最
美的地方！”她感叹。

调查中，49.5%的受访者直言，严
格遵从旅游攻略会少了很多旅行中
的意外惊喜。62.7%的受访者倾向于
将攻略作为旅行的参考。

此项调查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
实施，2078名青年参与了调查。

别用“春节静悄悄”
应对“事故乱糟糟”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 10 日正式发布公告称，今年停止
已经举办了20 年的豫园新春民俗艺
术灯会。今年的松江方塔园元宵灯
会、嘉定古猗园元宵灯会也确定停
办。

就因为发生了不幸的踩踏事故，
就停掉了百姓的文化大餐，这样的做
法无疑是因噎废食的。我们岂能怕
噎着不吃饭，岂能怕摔倒不走路，岂
能怕出事故不开车？

实际上，有这样想法的地方还有
很多，在上海发生了踩踏事故之后，
北京等多地都取消了一些重要的市
民娱乐活动。那家“不让学生圣诞夜
出门”的学校更在窃喜：看看我们的
做法是正确的不？

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不正确的。
发生事故总是有原因的，人多固

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
原因。这牵涉到很多方面，我们的广
场设计得是不是合理？我们的疏导
能力是不是到位？我们的预判水平
是不是合乎要求？我们的救援组织
是不是时刻准备着？如果各种公共
设施的设计是科学的，如果疏导能力
是到位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
少。

春节在国人心中有着浓浓的眷
恋。辛苦了一年，忙碌了一年，过春
节大家欢心的就是热热闹闹。对于
政府而言，理应想尽一切办法，让春
节更加热闹，让市民玩得更加开心，
更加幸福。取消活动确实是安全了，
问题是这样的安全是以牺牲公众幸
福换来的，这代价也太大了点吧？
还怕上海的做法产生连锁反应，上海
取消各种民生活动，其他地方是不是
也会这样做呢？如果全国各地都效
仿上海的做法，我们的春节喜洋洋岂
不成了灰色调？保障公共安全不能
牺牲民众幸福、快乐的权利。别用

“春节静悄悄”应对“事故乱糟糟”。
这是无能的表现。 （扬子晚报）

超长寒假催热海外游学

据人民网消息，1月以后，各中小学校将陆续
结束课程进入到号称38年来最长的寒假，海外游
学产品开始升温。“出国见见世面，感受名校生活”
成了一部分中小学生寒假主要安排。

针对今年的假期安排，各大旅行社和旅游电
商平台均开辟了专门的游学频道，游学产品包括
学生、成人、亲子游学等百余种主题，涉及美国、欧
洲、澳大利亚、亚洲等24个国家和地区。从海外
游学线路来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是冬季排名
前三的游学国家，以哈佛、剑桥为代表的高等学
府，每年都会吸引一大批中国学子前去游览参
观。但就以往的游学项目来看，只“游”不“学”状
况比较突出，很多学生花了大价钱只是出国转了
一圈，未能体现游学价值。为了克服这种只“游”
不“学”的弊端，今年各大旅行社在“学”上有了更
多侧重，相继推出不少“特色主题”项目，包括微留
学微课堂、语言提升、兴趣技能培养、户外拓展、志
愿者项目等，将课程讲授和当地生活体验有机结
合，并采用寄宿家庭的方式，让学生迅速融入当地
社会，感受地道西方生活，寓教于乐，真正达到学
习的目的。

海外游学项目除了吸引到家长和孩子的目光
外，近年来也有不少职场人士选择用游学方式给
自己充电，通过参与短期技能类课程，提升技能水
平，收获各类证书。目前成人游学已涵盖IT编
程、瑜伽养生、高尔夫培训、品酒、潜水、飞行员培
训等领域。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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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小镇建设
要注重“四态融合”

对于省里此次出台的《规划》，很多业
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
海南如此重视风情小镇的建设，将会使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进入一个深水区，旅游
的开发也将从东部沿海向中部、西部纵深。

“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海南的风情
小镇旅游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有些

地方的风情小镇还存在缺乏产业支撑和
本土特色挖掘不够的现象。”海南师范大
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陈才如是说。

陈才建议，在下一步风情小镇的建
设过程中，要注重“四态融合”，即形态，
业态，文态，生态的融合，“以琼海为例。
先由政府投入进行风情化改造和基础设
施的建设，当小镇在形态上有所表现后，
就能够吸引一些业态进驻，比如出现了
餐饮、住宿等业态。而业态的注入，也丰
富了当地的文态。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这里的房子真漂亮，走
在这条街上感觉真不错。”1
月4日，漫步在琼海市中原
镇墟主干道两旁高大雨树搭
建起来的绿色走廊里，欣赏
着街道两边色彩明丽具有南
洋风情的小楼，来自湖北的
陈莉莉举起相机，拍个不停。

在一年多前，琼海市中
原镇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
镇，而如今，被打造成为独具
南洋风格的风情小镇后，中
原镇开始迎来众多来自五湖
四海的游客。

自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
之后，经过近几年的推动，海南
的风情小镇为正在转型中的海
南旅游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1月6日，海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海南
国际旅游岛特色风情小镇
（村）建设总体规划（2011—
2030）》（以下简称《规划》），
明确了海南至2030年打造
100个特色旅游风情小镇的
目标。这也意味着，海南的
风情小镇旅游，将迎来新一
轮的发展热潮。

到2030年
海南或将拥有百个风情小镇

早在5年前，风情小镇的建设就已经
列入了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规划当
中。今年编制完成的《规划》，则是有关部
门在充分吸取近年我省风情小镇建设经
验后，边实践边完善而最终完成的。

《规划》明确提出了海南特色风情小
镇（村）建设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将

建设55个特色旅游风情小镇，500个特色
风情村；到2030年打造100个特色旅游
风情小镇，1000个特色风情村。各市县
每年至少抓一个特色风情小镇建设，争取
通过若干年的滚动建设，把特色风情小镇
打造成国际旅游岛的特色名片。

针对海南东、西、中部组团不同的特
点，《规划》也为各个组团的发展重点进行
了规定：海南省东部组团旅游资源开发相
对比较成熟，要依托著名风景区，发展热
带农业和滨海度假观光旅游、海洋旅游等

东部特色旅游风情小镇（村）；西部组团依
据全省产业布局，充分利用西部产业优势
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型旅游风情小镇和文
化旅游风情小镇（村）；中部组团优先开发
绿色生态旅游和民俗风情旅游。

《规划》还对特色旅游风情小镇（村）
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设施、环境保
护与风貌建设控制、旅游产品开发等方
面提出指导意见，列出了100个特色旅
游风情小镇、1000个特色风情村名录，
并进行了详细分类说明。

风情小镇丰富了
乡村旅游内涵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
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基础设施配套、特色
产业支撑、人口聚集、文化魅力独特的风
情小镇，是适应国际旅游岛需要、丰富特
色旅游产品、承载巨大客流量的必然选
择，也是海南特色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海南的风情
旅游小镇建设也开始探索出了一些成功
的经验，出现了比较成功的典范。

在记者采访中，很多专家都不约而
同地提到了琼海，在专家们看来，琼海的
风情小镇建设模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典
范。2012年底，琼海市委、市政府启动

“打造田园城市 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
战略，在全市推进特色风情小镇的建设，

走独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如今，
经过两年多的打造，琼海现在已经完成
了12个小镇的风情化改造，实现“一镇
一特色，一镇一风情，一镇一产业”。这
些风情旅游小镇已经成为海南新兴的、
新型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琼海的博鳌、潭门等小镇在推进风
情化改造的过程中，还因地制宜注入了
产业，不但满足了游客的需求，同时也引
导了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海
南省外事侨务办调研员征庚圣对琼海的
风情小镇发展模式十分赞赏。

而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观澜
湖打造的电影公社。“其实，电影公社就
是一个在一张白纸上盖起来的风情小
镇。这里面的文化元素和特色业态都非
常丰满。”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
告诉记者，作为观澜湖旅游度假区的一
部分，电影公社的出现也开启了海南旅

游度假区开发的新常态，“以往的很多度
假区都是相对封闭的，游客一般都只是
待在酒店里，或者在酒店私属的海滩。”

去年前11个月，全省乡村旅游点累
计接待游客548.56万人次，乡村旅游已
经成为海南旅游的重要部分。作为乡村
休闲旅游的一环，风情旅游小镇为乡村
旅游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
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

众多的旅行社也纷纷推出了风情小
镇游的产品，一位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
者，如今风情小镇游十分受一日游客人
和家庭游客的欢迎。

“在以往海南的旅游发展中，往往忽
视了岛内游客市场。而现在，风情小镇
旅游则充分将岛内游客市场开发起来，
满足了岛内居民出游的需求。”在征庚圣
看来，风情小镇旅游的发展，也让岛内居
民分享到了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成果。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几年前我来过博鳌，但现在的博鳌
给我的感觉和之前非常不一样，变得更
加有特色，而且周边的乡村也成了旅游
点，可玩可吃的更多了。”时隔几年后，再
次来到博鳌时，来自广州的游客王罡感
受到了这个小镇所呈现出的更加浓郁的
本土风情。

在博鳌行走于乡村公园，躲进小镇
上风格各异的咖啡屋和酒吧，感受时
尚与乡野的完美融合；在潭门品尝海
鲜，购买精致的海洋工艺品，感悟南海
文化……

在琼海，一个个特色浓郁的风情小
镇就像一颗颗珍珠，成为海南旅游耀眼
的新星。琼海风情小镇的建设，源于“打
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

略，以及“三不一就”（不砍树、不拆房、不
占田，就地城镇化）的城镇化原则。因
此，琼海在充分利用原有自然资源和人
文资源的基础上，打造出既现代又突出
乡土色彩的的风情小镇。

通过风情小镇，周边的乡村、鱼塘、
河道、槟榔园、椰子林等乡村元素被串联
了起来，而琼海的特色文化则贯穿其中，
一批具有特色风情的旅游乡村也在这个
过程中诞生。村民们纷纷建起一批乡村
客栈、汽车营地、采摘篱园、生态渔村、家
庭农庄等，把潭门海鲜、粗粮小食、温泉
鹅、嘉积鸭等乡土特色餐饮变成招徕游
客的美食。

曾经一度只能当旅游过道的琼海，因
为风情小镇和美丽乡村的出现，如今已经
成为众多游客专门到访的旅游目的地，一
股乡村旅游的新风尚悄然流行兴起。

海南旅游的耀眼新星

福山风情小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中原镇上迷人的绿荫街道。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博鳌小镇上的咖啡屋。

琼海潭门风情小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2030年
海南或将有百个风情小镇

风情小镇为转型中的海南旅游注入强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