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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门渔民守护祖宗海的爱国
情怀，是非常鲜活而生动的红色旅
游文化。”王健生认为，听渔民讲南
海，说《更路簿》，品爱国海鲜大餐，
对岛外和岛内市场都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红色之旅。

王健生介绍，到革命老区转一
转，或瞻仰纪念园、听革命故事成为

红色旅游留给人们的
印象。但2011—2015
年的第二期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纲要中加重
了对红色旅游内涵的
提升：一方面将新中国
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纪

念地、标志物及其所承载的红色历
史、红色精神划归进红色旅游范畴，
增强红色旅游的时代性；一方面将
始自1840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
以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精神为主题
的、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重要
人物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红色旅游
发展范围，以体现其历史传承性。

按照提升之后的红色旅游概
念，海南岛的红色经典旅游景区不
再仅仅局限于海南岛23年红旗不倒
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作为改
革开放新地标，博鳌亚洲论坛属于
红色旅游、文昌航天城属于红色旅
游、了解潭门渔民守护祖宗海展现
的爱国情怀，也是红色旅游。王健

生建议，我省红色旅游只有不断完
善旅游设施，添加更多旅游产品，改
变过去只有纪念馆、陈列馆之类的
红色旅游景点，将其打造成一个多
功能的景区，只有这样红色旅游才
能跟上时代的需求，才能让游客接
受，这样的景区才有活力，才能吸引
更多的回头客。

“红色旅游当然以红为主，但却
不能以红为唯一，而应因势利导，注
重新元素带动开发。”刘荆洪认为，
有些红色景区除了红色旅游资源
外，还有其他旅游资源，如绿色湿
地、儒家书院、佛道寺观、海洋文化，
这样以红、绿、蓝相互促进，兼及其
他文化旅游形式，拓展旅游资源，延
长旅游时间，提高旅游内涵，从而拉
长旅游产业链，提高当地旅游产业
收入。

为红色旅游注入新元素

“七一”来临，红色旅游迎来小高峰

注入新元素让海南红色游

“火”起来

■ 本报记者 蔡倩

当前国家反腐倡廉重视红色旅
游，海南红色旅游迎来了发展的新机
遇，也遇到了全国红色旅游竞争激烈
的新挑战。海南红色旅游，如何注入
新元素进行深度开发？为此，记者请
教了海口经济学院旅游研究所所长、
教授刘荆洪。

“海南红色旅游可以借鉴外地成功
的经验，根据自身红色旅游资源条件，
注入新元素，形成红色旅游经济的产业
链。”刘荆洪认为，当前国内红色旅游产
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纪念馆、故
居、烈士陵园、纪念园等红色场馆为核
心、红绿结合的红色旅游产品，另一类
则是依靠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产业
融合发展的新型红色旅游产品，如湖
南的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湖北的红安红色文化影视城集群。海
南发展红色旅游，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注入新元素：

“首先要将红色旅游运作成红色经

济。”刘荆洪介绍，红色旅游点硬件设施
建设不足、规模偏小，是束缚我省红色
旅游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海南应把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旅游产业结合起
来，需要多方面进行布局，关键是要实
行市场化的运作，在政府的扶持下，实

现企业化经营，以红色资源为载体，形
成吃住行娱购一条龙的产业链，从而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要扩大红色旅游的影响力，可
以多举办一些红色活动来吸引眼
球。”刘荆洪举例说明：举办母瑞山红

色登山活动、红色旅游环岛自行车
赛、母瑞山红色旅游征文大赛、歌咏
红色娘子军散文诗大赛、海岛红色徒
步旅游等。这样，为海南红色旅游注
入新元素，可以推动海南红色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

从经济发展角度，开发红色旅游纪
念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刘荆洪说，俄
罗斯的红色旅游景区，就注重销售一些
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的旅游纪念品。

“缺乏红色记忆的‘80后’‘90后’
乃至‘00后’等年轻群体，对红色文化
缺乏认同感，他们是红色旅游发展的难
题也是市场。”刘荆洪认为，可借助美丽
乡村建设策划红色旅游体验之旅，结合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游打造特有的红色
体验之旅。例如，或组织中小学生夏令
营，或组织亲子游，让老师或家长带着
孩子假期去母瑞山、六连岭去进行旅游
体验，穿着当年红军的服装，照相留
影。住在简朴的住房中，讲述红军的革
命故事，体验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对
孩子们是革命传统的体验。

让红色旅游成为红色经济

百余名旅行商将赴
汤加开展旅游交流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作为深化双方在旅游
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双边旅游往来的重要一
环，中国国家旅游局和汤加王国旅游部将于7月
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汤加王国
旅游部关于旅游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平等互惠的基
础上，遵循本国现行法律法规，在各自主管机构工
作职责范围内，在数据交换与信息交流、市场推
广、业界合作、人才培训、国际组织框架下合作等
五个领域开展合作。

此外，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为深化中国—
汤加旅游业界间交流合作，6月25日至7月30
日，国家旅游局分批组织百余名旅行商赴汤加开
展旅游交流活动。这是截至目前，我国旅游业界
第一次大规模赴汤加考察活动。

10个城市67条热点线路
参考价公布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6月25日，由中国旅
游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共同搭建的“全国重点城
市热点旅游线路参考价格平台”正式上线，并向社
会公布了首批全国10个热点城市共计67条国内
热点线路的参考价格。据悉，这是首个全国性的
旅游线路参考价格发布体系。

据介绍，“全国重点城市热点旅游线路参考价
格平台”旨在贯彻国家旅游局“515战略”，治理整
顿旅游市场秩序，引导游客理性消费，主要用于发
布每季度从全国重点城市出发，前往热点旅游目
的地的热点线路的团队旅游常规市场价格。首批
10个热点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沈阳、青岛、
成都、昆明、南京、厦门、西安。

北京将率先实施境外
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为全面落实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31号）精神，更好地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
市，提升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力与吸
引力，通过向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北京市将于2015年7月1日起将作为首批城
市，率先面向境外旅客实施购物离境退税政策。

香港迪斯尼全面禁用
自拍杆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可灵活伸缩的自
拍杆是很多游客钟爱的拍照装备，然而香港迪斯尼
乐园宣布，自7月1日起游客在园内将不准使用俗
称“自拍神器”的自拍杆，因为它可能对游客及演员
构成安全威胁。香港迪斯尼乐园方面表示，新规实
施后不会要求游客将自拍杆寄存在园外，但会要求
他们于入场前将其妥善收好，并且不得在园内任何
地方使用。若在园内使用，会被职员劝喻。

据了解，美国迪斯尼公司早前已决定，旗下主
题公园将陆续禁止游客使用“自拍神器”。此外，
香港海洋公园对自拍杆的使用也有一定程度的限
定。海洋公园发言人表示，游人在园内大部分机
动游戏上不得使用容易松脱的物件，包括“自拍神
器”，另外也不能将它伸延至动物展区内。

游客在欧洲
玩自拍或将违法

据《环球时报》报道，7月9日，欧洲议会有望
通过一项新的版权准则，对游客以名胜古迹等背
景自拍作出法律限制。

根据这项法案，“任何用作商业用途的照片、
视频材料或其他图像，都必须先获得作者或者授
权代表一方的事先同意。”据称，“商业用途”不仅
包括出售照片，也包括向“脸谱”等社交网络上传
照片，因为这会为网站带来广告收益。也就是说，
希望把照片传到社交网络的游客，在拍摄有名胜
古迹、标志性建筑物之前，必须先得到这些机构或
个人的授权。如果游客未经同意，将照片上传到
社交网站，可能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

如何把购物退税
落实好

■ 游方朔

购物退税是国际通行的促进入
境游客消费、增加旅游收入、推动跨
境服务贸易的有效举措。我国相关
部门近期宣布将实施购物退税政策，
这既是接轨国际的扩大开放之举，也
是促进入境旅游的利好政策。今年6
月笔者参加旅游企业和媒体团赴匈
牙利，对该国购物退税的体验和感
受，或对我国即将实施的购物退税有
所借鉴。

匈牙利购物退税大致包括三个
环节：一是商场开具退税票据；二是
机场海关查验盖章；三是机场税务给
予退税。

我在匈牙利购物退税的基本感
受是，这是一项耗时费力的琐碎事
务，环节多、要求细、很费时，搞不好
让人觉得为了几个小钱排起了长队；
外国工作人员效率不高，有的商店打
印退税单据很慢，要跑到别的楼层找
机器和纸张，海关验税没有醒目的提
示（环节与要件），不符合要求就打回
补充和重新排队，查验和盖章速度较
慢；退税服务的窗口、人员安排太少，
游客排成了长长队伍。

对我国即将实行的购物退税来
说，以下各点可资借鉴：

一是提高认识，搞好服务。国家
既然把购物退税作为惠人利己的一
项政策来实施，相关部门一定要深刻
领会和充分认识该政策实施的重要
现实意义，真正从与国际接轨和服务
国家开发大局的高度出发，认认真真
履行好各部门的职责。

二是提高技能，增设窗口。购物
退税政策落实得好不好，关键不在于
有了可以退税的政策，而在于让游客
更加愿意购物。检验该政策施行成效
的一个晴雨表就是游客退税的积极性
如何。从匈牙利购物退税的实践看，
要保护好游客退税积极性，应格外注
意：对相关业务岗位要开展专业培
训，提高专业服务技能，节约游客时
间；增加服务窗口和人员，提高办税
能力，减少排队耗时；加强对游客退
税意见的收集，不断改进退税工作。

三是主动告知，加强提醒。对境
外游客而言，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
要使购物退税落实好，很重要的一点
是加强告知，可以预先印制多语种的
购物退税册页，详细说明退税要求与
程序，载明咨询电话；导游要加强购
物退税主要环节的提示，如在商场索
要退税单据、足够提前量到机场办理
退税、在托运时勿把退税商品打包
等；为了减少在机场退税的排队等候
时间，应告知游客如何邮寄退税单和
回国等候退税到账。 （中国旅游报）

UNWTO：
新兴经济体国际游
客量将超发达国家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预计，2020年将有占13亿国际游客
中的一半以上，到新兴经济体目的地
旅行。

从2012年开始，中国游客成为消
费最多的国际游客。2014年，中国游
客海外消费达到创记录的1650亿美
元，比2013年增长27%，即360亿美
元。

2015年，国际游客增长最显著的
是亚太和美洲，同比有4%-5%的增
长，之后是欧洲（3%- 4%）、中东
（2%-5%）和非洲（3%-5%）。

2014年，欧洲国际游客收入同比
增长最大，增长 170 亿美元，达到
5090亿美元。亚太增长160亿美元，
达到3770亿美元，美洲增长100亿美
元，达到2740亿美元。

从现在起五年的时间，拉丁美洲、
非洲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接待国
际游客的数量将超过发达国家，占据
市场份额的55%。到2030年，该比
例将达到57%，即18亿国际游客。

“七一”来临，我省
诸多红色景点，如红色
娘子军纪念园、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著
名景点开始火热起来，
游客接待量达到小高
峰。

面对越来越火的
红色旅游，海南多位旅
游专家认为我省红色
旅游发展较为滞后，只
有注入新型元素、深度
开发才能形成红色旅
游常态化市场。 “大家请看，这些物件就是当年

红色娘子军们使用过的武器、绑腿、
背包和布鞋，已经破烂不堪，但曾是
娘子军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近
日，在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一
场红色娘子军革命斗争史的讲解正
在进行，前来参观的数十名琼海市
党员干部听得聚精会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
年，“七一”前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红色之旅成了热线。据该纪念园负

责人介绍，每天都有游客前来寻找
革命先烈足迹，但“七一”节由各单
位组织前来参观的游客数量更多，
且党员占多数。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海南省共
有11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国
家级9个，省级27个，其余为市县
级。在近年召开的全国发展红色旅
游工作会议上，海南省五指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海口市琼山区工农红军
云龙改编旧址、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

念园、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4个革命遗址还被列入了全国“百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另外，

“海口—文昌—琼海—五指山线”也
被列入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23年红旗不倒的光辉革命历
史，使海南红色旅游成为国际旅游
岛建设中的新动力和新亮点，但我
省红色旅游景区目前状况是四个
字：‘多、散、小、乱’。”海口经济学院
旅游研究所所长、教授刘荆洪坦言，
我省红色资源丰富、数量多但较分
散，普遍规模偏小且零乱，红色景点
文化内涵提炼与整理不够。

红色旅游景点遇困境

“每次到红色景点参观感觉没有
新鲜感，内容都一样，纪念品也单
一。”到过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
念园游玩的小刘这样说，本希望能亲
身体验当时革命战士如何在深山老
林中艰苦生活、如何与敌人作斗争的
情况，因旅游项目开发比较简单，只
有纪念园，每次前来只能看看展览、
听听课就结束了。

坐落于定安县中瑞农场的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目前景点内
有铜像、陈列馆、题词亭等11个项
目；在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
陈列着3000多幅珍贵的照片，还有
娘子军连当年战斗、生活用过的枪
炮、服装和用具等珍贵文物；而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起义纪念园里
有纪念馆、纪念碑、铜像等景点。采
访中，记者注意到，虽然许多红色旅
游景点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

览参观，然而到过的党员以及游客
觉得内容还是过于单一，难以吸引
回头客。

“市场产品单一，参观高潮期停
留在清明、“七一”、国庆节等特定时
间节点，游客主体为党员，未能像延
安、井冈山等地成为红色旅游常态
化景点；产品单一，题材挖掘处于初
级阶段，影响不大。”我省旅游协会
秘书长、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
健生坦言，我省红色旅游发展与外
地比较起来相对滞后，产品开发尚
不完善。

红色旅游市场应常态化

■ 本报记者 蔡倩

琼海是红色娘子的故乡，红色娘子军成为
这里红色旅游的核心。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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