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中国人来
说，邮轮旅游已不
再陌生。

这种悠闲的
旅游方式从西方
影视剧中走出，其
存在方式已不再
是“别人的生活”，
而是自己触手可
及的假期。当电
视购物广告中不
断打出“三人出行
一人免费”等宣传
词时，中国邮轮业
已进入价格竞争
的时代。

随着南海旅
游开发的步伐不
断加快，我省的邮
轮旅游迎来新气
象。邮轮母港建
设提速、豪华邮轮
正式开建、邮轮旅
游产品不断丰富
……系列利好消
息的出现，使得海
南旅游加速迈向
深蓝，掘金海洋经
济。

三亚邮轮码头

■■■■■ ■■■■■ ■■■■■

热点汇

听观点

旅游 WEEKLY
周刊

执行主编：杨春虹 主编：符王润 美编：杨薇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B06

看数据

“诚信指导价”
有望暑期前出台

据《都市快报》报道，近日，北京两家旅行社打
出了云南低价游广告，这些明显“不合理低价”产
品被北京市旅游委员会要求下架，并尽快提交整
改方案。

国家旅游局也约谈了两家旅行社的相关负责
人。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志凯表示，这
些广告属于低于成本价销售产品，扰乱了正常的
旅游市场秩序，必然难以保证服务质量，损害消费
者利益。

彭志凯表示，对于普通游客而言，跟团旅游到
底什么价格合理，仍然不清楚。他透露，中国旅游
协会正在制定“目的地城市和线路诚信指导价
格”，包括国内各热点目的地和线路，预计暑期游
旺季到来之前就会公布，供游客出行参考。

2014年我国乡村
旅游投资增速最快

在近日公布的《2014年全国旅游
业投资报告》中显示，去年，旅游投资
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在线旅
游、旅游综合体项目、自驾车和房车
旅游这4个领域。

其中，乡村旅游投资增速最快。
2014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达
12亿人次，约占国内旅游接待总量的
三分之一。为适应快速增长的乡村
旅游需求，我国旅游投资加速向覆盖
面更广的农村地区延伸。2014年全
国乡村旅游实际完成投资 1634 亿
元，同比增长69%，增速历年最高。

在线旅游投资持续升温。据不
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在线旅游领域
共发生160起投融资事件，在线旅游
融资规模达到300亿元，为2013年的
6倍。单笔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有13
笔，总投资额近100亿元。OTA依然
是全年在投资重点，同程、途牛、遨游
网、欣欣旅游、面包旅行共获得近33
亿元投资。

让“旅游外交”
成一大亮点

■ 王兴斌

近日，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众
议院议员、日本全国旅行业协会会长
二阶俊博组织3000人旅游团访华，在
中日两国引起强烈反响。舆论认为，
中日两国的民间交流对改善两国关
系将发挥重要作用。

“515”战略提出，“开拓旅游外
交，构建旅游对外开放新局”。从国
家“整体外交”的角度来审视出入境
旅游，并把它与“国家外交”直接联系
在一起，是“515”战略的一大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整体布局
全面展开，开局成果丰硕，全球伙伴
关系网络基本成型，从而为进一步发
展全方位的国际出入境旅游开创了
宽广而坚实的基础。此时提出“旅游
外交”的观念，是对国际旅游功能的
更高定位，是旅游业贯彻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理念、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构建的战略需要，也把
旅游的对外开放使命提到了新的高
度。

我国与14个国家相接壤，依托即
将建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平台，抓
紧与东盟国家的双向旅游互联互通，
率先实现与东盟国家的区域旅游一
体化；依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
中美签证互惠安排，更加积极地开展
中美双向旅游；依托中俄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更加深入发展中俄双向
旅游；依托中欧合作不断开创的新局
面，加快中欧旅游合作进程；依托中
非合作论坛，加强中非的旅游合作，
补足中非旅游交往的短板；依托中国
—阿拉伯国家共同体论坛，积极拓展
与阿拉伯国家的旅游交往，开拓世界
穆斯林旅游市场；依托中国—拉共体
论坛，积极开拓中拉旅游，改变中国
与美洲旅游交往中“北（美洲）重南
（中南美洲）轻”的局面；依托金砖国
家团结合作的不断深化，积极开展与
金砖国家的双向旅游，加速我国与新
兴市场经济体大国的旅游合作交流。

“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一年来，已
经有沿线5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
并愿同各自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丝绸之路旅游由来已久、开展多年，
要充分发挥旅游的独特优势，乘势而
上，通过丝路之旅促进“一带一路”的
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全面
通畅，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欧亚
大陆共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旅游外交”的内涵十分广泛，既
包括中外国家间的旅游官方机构的
交往，又包括中外游客、旅游企业、行
业组织与智力机构之间的交往；既包
括中外文化交流，又包括中外旅游经
营、服务和投资等的经济交流，是国
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
比“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更加广
泛。

（中国旅游报）

海南凭借地源优势与度假资源加快发展邮轮旅游

邮轮，不再是“别人的生活”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目前，中国旅游业正迎来一个大
调整、大变革和大跨越的阶段，正处于
转型升级分水岭的旅游业，一大批新
兴业态涌现，撬动市场大蛋糕。其中，
邮轮旅游就是一抹亮色。我省作为海
洋大省，发展邮轮游优势明显，进入发
展快车道的邮轮游市场，海南将迎来
哪些机遇？

“中国将统治全球邮轮市场”。英
国《每日电讯报》的最新报道这样评
价道。香港旅游发展局一项研究预测
显示，中国的邮轮乘客具有每年达
8300万人次的潜力，七成左右的中国
家庭正考虑坐邮轮出游，而在20-29
岁的年轻人中，这个比例为51%；今年
全世界（除中国人外）将有约2300万人
乘坐邮轮。

邮轮游市场开始井喷式发展，
2014年，中国邮轮运营466航次，增长
14.78%；出入境邮轮游客172.34万人

次，增长43.36%，旅游电商也全面掀起
邮轮市场争夺战，国内最大的在线旅
游公司携程更是一口气推出15艘独家
邮轮航次。邮轮游整体市场的火热，
无疑为我省发展邮轮产业注入一剂强
心针。

“随着‘一带一路’圈定重点加快
‘海口、三亚’等15个港口建设和海南
自贸区建设等利好，三亚邮轮产业有
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三亚市海防
口岸办主任左正和说，三亚位于中国
最南端，北上可以通达香港台湾、日
本，南达南中国海、东南亚及印度洋，
是远航南中国海及印度洋的必经之
路，拥有邮轮旅游航线十分优越的区
位优势。

不仅系列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力
促海南邮轮产业发展，资本市场也看
好海南这块投资洼地。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去年
用近50亿元收购三亚凤凰岛邮轮港资
产，推动整个邮轮港的升级改造。

我省邮轮旅游迎来黄金机遇期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掘金南海邮轮市场

“椰香公主号还有其他的订票方
式吗？刚问了好几家代理的旅行社都
说本月船期没票。”一周之内，《旅游周
刊》记者就接到两位朋友的电话，核心
问题只有一个，如何购买火爆的三沙
邮轮票。

三沙市土地面积仅有13平方公
里，但其管辖的海域面积却达200多
万平方公里。然而，目前正规的三沙
旅游只有一条线路，运行的邮轮只有

“椰香公主”号一艘，火热的三沙邮轮
游一票难求。

“‘椰香公主’号自2013年4月开
启三沙航线以来，起初1个月仅两班，
能容纳200多名游客的邮轮因为接待
能力有限，一般只搭载 120 至 130
人。而近两年后的今天，在正常气候
条件下，‘椰香公主’号每月有6班，邮
轮满员运载游客，旅行社预订火爆，一
般要提前4至6个月预约。”海南海峡
航运副总经理叶伟说，截至今年5月，

“椰香公主号”执行近60个航次，接待
游客超过8000人次。

为增强旅游的舒适性，从2014年
开始，“椰香公主”号探索尝试由海口
出发变更为从三亚出发，有效缩短邮
轮航行至西沙的时间，将游客在岛上
的停留时间从28小时增至36个小时。

三沙邮轮游市场的火热，也让许多
人士看到了商机。由于“椰香公主”号
为客轮滚船改装而来，舒适性有待提
升。因而，建造更为舒适的邮轮，成为
商家掘金南海邮轮游市场的重要方式。

“目前两艘1.5万吨级豪华邮轮
正在建造之中，有望年底建成，计划
2016年上半年开始，以三亚邮轮港为
母港投入运行。建成后，这将是海南
本土最大的两艘邮轮。”三亚市海防口
岸办主任左正和透露。

海南发展邮轮有优势

“据测算，到2020年，邮轮市场对
我国经济的贡献将达到510亿元。目
前邮轮界已达成共识，中国是全球邮
轮旅游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说。

我省凭借着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度
假资源，借助邮轮产业发展迈向深蓝优
势明显。三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三沙发展海洋旅游潜力巨大，有
着得天独厚的资源开发优势。”省旅游
委负责人认为，除了独特的地文景观，
作为千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这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十分丰富。

为保护三沙生态，三沙旅游主要
以邮轮游为主。发展邮轮游，不仅是
三沙，我省其他区域也同样有着竞争
优势。

“截至今年3月，凤凰岛邮轮港共
接待国际邮轮460艘次，进出港旅客
78.4万人次，邮轮到港艘次全国第一，
旅客进出港人数仅次于上海的吴淞
口。”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
公司高级顾问王万茂说，相似纬度的
迈阿密年接待旅客达到480万人次，
对比之下，三亚的发展潜力巨大。

交通运输部今年4月公布的《全
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划方案》（下称

“《规划》”），提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
邮轮港口发展将以始发港为主体，西
南沿海将以三亚港为始发港、相应发
展海口港和北海港。

“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下，我省
邮轮产业加快发展，不断完善软硬件
基础设施，目前三亚正加快凤凰岛邮
轮港的二期建设。

“整个工程完成后，凤凰岛国际邮
轮港将有 5个码头，年吞吐量达到
200万人次。”王万茂说，建设中的10
万吨泊位有望今年7月建成。

邮轮产品有待丰富

“第一天看着西沙的七色海特别
兴奋，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有些厌倦
了。”在游客李薇看来，目前海南的邮
轮线路产品还是太单一。

知名旅游专家王兴斌表示，线路
少，船体小、舒适性不足，都制约着三
沙旅游的发展。

“三沙游要力争‘一线而多品’，符
合人们现代旅游需求。”省旅游协会秘
书长王健生建议，三沙海洋旅游可与海
洋渔业相结合，实现三沙与三亚、琼海、
文昌等目的地的互动，策划设计海上丝
路之旅、美食之旅等度假旅游产品。

为推动三沙旅游向常态化、专业
化发展，今年5月，三沙市召开旅游推
进会，谋划三沙旅游的资源配置、旅游
路线、产品开发等问题。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城市，
三亚也在积极抢抓邮轮产业发展的机
遇。

根据规划，三亚未来的邮轮航线
被分为四类：母港航线、国际挂靠航
线、国内航线和特色主题航线等十几
条航线。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三
沙（南海）航线”。根据规划，近期三亚
可开辟“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永兴
岛—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环线。远
期，游客可以通过“凤凰岛国际邮轮母
港—永兴岛—东岛—中沙群岛—南沙
群岛—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大环
线。三亚还将适时开辟环北部湾航
线、东南亚航线、环大洋洲航线，乃至
环球航线等航线，拓展东北亚、欧美以
及香港地区一程多站式航线。

左正和透露，明年投入运行的“聚
航号”航线主要已近海海域旅游为主，
计划开辟三亚——三沙、海南环岛、三
亚近海海域和三亚－香港、三亚－越
南等邮轮旅游航线。

三亚凤凰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民航旅游两部门
联手治理不文明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民航局近日印发的《加强民航
法治建设若干意见》强调，健全纠纷预防机制，要
依法规范航空运输安全“旅客黑名单”制度，列入

“旅客黑名单”的事项原由、条件认证和办理程序
要加以明确。

为进一步规范旅客文明乘机、文明旅游，中国
民航局日前已与国家旅游局就共同加强文明旅游
工作、治理旅游不文明行为、维护航空运输和旅游
秩序等问题达成共识，两部门将联手整治不文明
乘机和不文明旅游行为。民航局积极研究对航班
上不文明“任性”乘客的惩处措施，考虑将这些乘
客纳入信用不良记录。

同程旅游
年内启动A股IPO

据《环球旅讯》报道，5月26日，同程旅游宣布
任命马和平为公司总裁，分管境外事业群和国内
事业群。同时，同程旅游还宣布，将在年内启动A
股IPO计划。

马和平是同程旅游五位创始人之一，曾担任
联席CTO、CMO等职。在马和平的带领下，同程
旅游在2014年仅用六个多月时间即进入在线旅
游无线三强之列。晋升公司总裁后，马和平将分
管境外事业群和国内事业群。

同程旅游CEO吴志祥表示，“作为公司五位
创始人之一，Hope为同程旅游的发展壮大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希望在他的带领下，同程旅游境外
事业群和国内事业群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战绩”。

在发布上述高层任命消息的同时，同程旅游
还宣布将在年内启动国内A股IPO计划。随着国
内资本市场回暖，各项政策利好陆续释放，以及

“互联网+”概念的大热，不少优质互联网创业公司
纷纷将国内A股作为IPO目标。业内人士认为，
若能成功实现A股IPO，同程旅游将成为A股体
量最大的OTA，国内投资者也将有望直接分享到
在线旅游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收益。

（符辑）

560个贫困村入选
旅游扶贫试点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日前，国务院扶贫办和国
家旅游局启动2015年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
在全国共选取56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试点工
作。

两部门要求，各级扶贫部门和旅游部门要坚
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贫困户受益”的原则，科
学规划、加大投入、广泛动员，切实把贫困村旅游
扶贫试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据中国经济
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了解，2015年贫困村旅游扶
贫试点工作的重点包括：加强规划引导，加大资金
投入，加大金融支持，组织开展培训，扩大社会参
与，加强监督管理等六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