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旅游局实施
“万名旅游英才计划”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7月2日，国家旅游局
印发“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实施方案。国家旅游局
将以项目资助为主要手段，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
分批遴选、培训万余名旅游相关专业的教师、学
生，以及旅游企业拔尖骨干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
技能人才。

“万名旅游英才计划”主要包括六大项目，研
究型英才培养项目、创新创业型英才培养项目、实
践服务型英才培养项目、“双师型”教师培养项目、
旅游企业拔尖骨干管理人才培养项目和技术技能
大师工作室项目。

中国赴澳游客增多
深度游或成未来趋势

据澳大利亚新闻集团报道，澳大利亚2014至
2015财年共接待90.14万中国游客，照此趋势发
展，预计下一财年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会达到
100万人次。而在五年前，中国游客赴澳的年客
流量仅为47.96万人次。

随着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澳大利亚对中国
公民开放10年多次往返签证。首批澳大利亚打
工与度假签证（WHA）也将于9月正式接受申
请。政策利好和澳元贬值的大环境下，赴澳旅游
的热潮难以退去。人们赴澳旅游的方式也呈现多
样化趋势，除跟随旅行团外，规划自助游、找当地
人做导游也成为选择。在澳大利亚，体验式深度
游日趋普遍，即自己深入到当地，体验当地人的生
活方式、风土人情以及户外旅行的乐趣。

六大酒店集团
组成联盟体打天下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7月6日，城市名人、华
天、开元、纽宾凯、曙光、粤海六大酒店集团在北京
开元名都大酒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六方宣布成
立酒店联盟体，在会员共享与联合订房两个方面
展开深度合作，并创新提出投资组建第三方互联
网公司，打造包括PC网站和移动社交应用的运
营平台，为各方会员提供全方位的线上线下服务，
共同打造酒店联盟全新时代。

据介绍，这次由六大酒店集团共同发起的联
盟体将投资组建第三方互联网公司，该公司保持
独立运营，打造包括PC网站和移动社交应用的
运营平台，该平台以会员价值为核心，贯穿线上服
务和线下门店运作流程，使会员真正感受到始终
一致的服务体验。

同程获得在线旅游
单笔最大投资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近日，万达文化集团出
资35.8亿元人民币领投同程旅游，共同投资方还
有腾讯产业共赢基金、中信资本等多家机构，投资
总额超过60亿元人民币，这也是国内在线旅游企
业迄今获得的单笔最大投资。

今年以来，同程旅游是带着鲜明的导向性，踩
着“鼓点”谋篇布局冲刺IPO。业内人士分析，同
程旅游此轮大融资为冲刺IPO进行了换挡提速，
对于在线旅游市场也是一剂兴奋剂，带有“爆点”
性质。

新马泰成为亚洲
医疗旅游市场主要目的地

据品橙旅游消息，受全球化以及发达国家医
护成本的提升等原因的推动，医疗旅游成为高增
长行业。很多人选择到发展中国家旅游，接受治
疗，以便节约成本。

每年，亚洲、美洲、非洲以及东欧的40多个国
家，共计接纳数百万的医疗游客。国际医疗服务
供应商都希望可以获得国际联合委员（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的认证。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是亚洲医疗旅
游市场的主要目的地。在整容外科方面，泰国更受
西欧医疗游客的欢迎。新加坡和印度在复杂的医
学流程方面各有特点，印度占据成本优势，新加坡
占据技术优势。医疗游客普遍关注的分类为整容
外科、牙科、心脏内科（心脏外科）以及矫形外科。

■ 戴学锋

随着旅游成为国民惯常的休闲
方式，人们出去的多了，自然就有了
比较，因此发现很多景区的门票价格
不断上涨，有些已经高达几百元。于
是，有专家开始对每年门票价格进行
比较，得出普遍涨价的结论；也有专
家对比国外景区的价格，证明中国的
景区价格超高。然而，景区门票价格
并未因各方的质疑而停止上涨，在刚
刚过去的端午节中，景区价格问题又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景区门票
价格上涨的内在根源在哪？

笔者认为，供求关系是造成门票
价格一涨再涨的关键因素。2014 年
我国国内旅游总人数已经达到36 亿
人次，而我国的 A 级景区总量不过
6604家，50万人次才拥有1家A级景
区。这个供求关系是门票涨价的关
键因素。在这种供求关系下，很多难
题应运而生，而特殊的管理方式等又
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面对如潮的游客和相对严
重不足的景区供给，显然必须采取限
制措施，而任何措施都必然是不完备
的，一项措施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
时，也会伤害另一方利益。其次，景
区类型多种多样，很难用一种价值观
去衡量。再次，景区收入与地方经济
发展关系复杂。最后，中国景区管理
体制的复杂性，也是造成价格复杂性
的重要原因。

总之，中国的景区无论是旅游者
的拥挤程度、景区与地方经济的关
系、景区归属单位、管理方式、运作模
式、投资主体、定价机制等等千差万
别，因此对景区价格问题必须细致分
析，不应一概而论。

在各类景区的价格管理上，各地
因地制宜采取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办
法，如针对我国博物馆较多，但旅游
者并不多的现实，采取了普遍免费的
做法；针对旅游热点景区淡季还有相
当容量的现实，采取的淡旺季门票办
法等等。

在关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景区
价格上，无论涨价还是降价，在一方
或几方得利的情况下，都会伤害另一
方或另几方的利益。研究者以公众
代言人的形象，简单指责门票上涨容
易，但这往往只是吸引眼球的噱头，
还会在社会上引起不良反应；抽丝剥
茧分析景区门票价格的复杂性，在这
个基础上，权衡各方利益，提出破解
门票价格谜题难度很大，却是研究人
员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旅游报）

破解门票价格谜题
简单粗暴不可取

市场调研公司GfK的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中国旅行者依赖个人接
触来获得旅游信息，包括朋友、家庭
以及同事是比重最高的方式，线上线
下都如是。元搜索和OTA网站紧随
其后，占据第二位。

在实际预订方面，在线取代线
下，占市场的63%。

在线预订渠道方面，旅游代理网
站最受欢迎，有46%的中国旅行者使
用这类网站。

亚洲是短期旅游最热门的区域，
7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旅行计划
是在这个区域之内。

最热门的三个目的地是泰国、韩
国和日本（分别为14%），之后是日本
（11%）和新加坡（8%）。有10%的游
客预订到欧洲的假日，有6%的游客
预订到北美的假日。

超六成中国游客
选择在线预定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我梦想中的婚纱照就是要在这样
的海边拍的，现在终于实现了！”7月4
日，在三亚的一个著名临海景区内，来
自青岛的赵莎莎身披婚纱，正和新婚的
丈夫拍摄他们的婚纱照。

到三亚拍婚纱照、举行婚礼、度蜜
月，经过多年的发展，海南的婚庆旅游
业逐渐成熟。婚庆旅游成为海南旅游
重点培养的产业之一。然而，面临着国
外马尔代夫、巴厘岛、普吉岛等海岛的
竞争，以及“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海南的婚庆旅游又该如何进一步获
得升级，从而在国内外树立自己的品牌
标杆？近日，在海南婚庆旅游产业研讨
会上，海南旅游业界人士共聚一堂，共
探海南婚庆旅游发展。

政企共推产业发展

“婚庆旅游的含金量很高，为我们
海南旅游带来不可估量的商机。”在海
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看来，婚庆
旅游板块是涉及到家庭旅游为基本消
费单位的一个巨大的市场。

“近两年，企业瞄准婚庆旅游新的
商机，政府也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这个
行业很多的支持。海南目前婚庆旅游
产业的发展，除了企业自发的行为，政
府的推动与支持也十分重要。”海南密
月岛婚庆服务公司总经理苏晓说，作为
海南自2013年起推出主题婚庆月的策
划者和参与者，通过这系列活动的举
办，见证了岛内一批婚庆旅游目的地
的兴起，同时也看到了一批婚庆旅游企
业的脱颖而出，各种婚庆旅游产品也极
大的丰富了起来。

据统计，2012年，来海南拍摄婚纱
的游客接近20万对，而到了2014年底
则突破了25万对。海南的高星级酒店
几乎都配置了相关的蜜月房和特色婚
房，还推出了很多婚庆旅游组合式的

产品。
不但在岛内举行丰富多样的婚庆

活动来推动市场，海南还走出岛外举办
各类活动。去年，由海南发起的海南、
安徽、北京、天津、河北5个省市旅游主
管部门、旅游协会以及中国旅游报社正
式成立了天大喜事婚庆旅游产业合作
组织。“我们把五个省串起来，通过天大
喜事婚庆旅游活动，形成一个互为目的
地，互为的补给地的庞大市场。”王健生
介绍。

深挖文化打造品牌

虽然海南的婚庆旅游也在近几年
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
来，要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游客，海南
的婚庆旅游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全世界像海南这样的海岛还有
很多，游客为什么一定要来海南岛拍
摄婚纱和举行婚礼呢？”在海南天涯社
区网络科技公司天涯客旅游事业部
CEO助理林朝武看来，海南在游客心
中的定位还不够清晰，如何才能够真
正吸引住顾客的眼球？他认为，海南
应该深挖海南深层文化，做出属于海
南自己特色的产品。

“目前每年来拍婚纱大概有25万对
左右，但真正做婚庆的只有1000对左
右。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数据。”三亚
天涯海角婚庆服务公司副总经理李宁
坦言，虽然目前公司的业务量正在逐步
上升，但现在的主营业务还是以婚纱摄
影为主，主要收入是影楼，婚庆业务还
没有成规模。

如何才能将单纯的婚纱摄影业务
转变成婚庆业务，推动婚庆旅游的转
型升级？李宁表示，做旅游产品转型
要注重“四化”——第一个产业化，要
把海南的品牌产品做一个整体的梳
理；第二是平台化，要整合景区资源、
品牌资源；第三是联盟化，各个景区和
各个行业要进行合作；第四是生态化，

无论是单个景区还是整个海南，都要
维护好自己的生态。

海南省婚纱摄影协会会长杨铭认
为，要做出海南婚庆自己的品牌，还需
要针对客户需求开发真正能够落地的
产品。“做婚庆旅游，我们不能只做高
大上的产品，还要根据实际开发出一
些落地的产品。比如现在不提倡大操
大办的婚礼，我们就开发‘微婚礼’。
一场微婚礼花费在两万到三万之间。
我们要把门槛降低，这并不是指把服
务质量降低。”

搭建平台有效对接

在业界人士看来，互联网在推动婚
庆旅游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改变了海南旅游的形
式。但目前，在婚庆旅游行业，互联网
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大。”杨铭表示，希
望政府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吸收一批互
联网人才，推动整个行业与互联网的

融合。
也有企业开始着手推出“互联

网+”的婚庆旅游产品。“现在很流行自
媒体传播。我们现在就在建立自己的
微云库，不管是游客拍摄的婚纱相片还
是MV，都可以通过云库自己去上传。”
苏州米廷会展公司三亚分公司总经理
曾丽表示，这样的方式能够吸引更多的
年轻游客。

“我们现在也在推动婚礼婚庆O2O
（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项目，建设了一
个专门为婚礼筹办服务的平台。”一网
婚秀总经理史炜认为，海南要发展婚庆
旅游，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宣传
问题，“目前婚庆旅游行业内的各个环
节企业还是像一盘散沙，急需要一个为
婚庆旅游服务的一个大平台，整合资
源，帮助商家与客户进行有效对接。如
此不但可以提高海南婚庆旅游产业的
公信力，还可以为各企业省去宣传所需
的高昂费用，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提高
服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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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海南特色文化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海南婚庆旅游寻求升级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2013年1月4日，海南省旅游委、
省旅游协会共同推动成立了“海南岛
十全十美婚庆产业联盟”，围绕“美丽
中国幸福海南——爱你一生一世”主
题，希望树立海南鲜明的“蜜月岛”、

“婚庆岛”旅游新形象，逐步将海南岛
打造成为受到国内外游客喜爱的婚庆
旅游目的地。

看好婚庆旅游的商机，海南各县市
也纷纷采取行动，抢食“蜜月蛋糕”。

作为国内首个开创婚庆旅游目的
地营销的城市，早在几年前，三亚就不
断投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加
大对旅游市场监管的同时，为完善婚庆
旅游产业链条，进行一系列策划整合酒
店、景区、免税店、游艇、邮轮、直升机
等，涵盖了旅游基本要素，打造各种婚
庆产品体系，推动有关酒店、楼盘、公
园、商城等建设婚礼殿堂、婚纱摄影基
地、婚庆超市等设施，奠定了产业发展

的基础，实现了婚庆旅游市场的高速增
长。预计2015年，三亚婚庆旅游市场
规模将达到20亿元。

自去年开始，琼海通过推出系列小
镇婚礼主题活动，将琼海小镇风情、田
园风情、海洋风情贯穿于一体，凸显琼
海特色的田园、幸福元素，并引发了业
界的关注。

而经过2013年每月一主题的婚庆
活动培育，陵水的婚庆旅游品牌也已具
有一定的知名度。依托立体丰富的山
海风景、独具海南特色的黎苗风情、丰
富的海岛水上娱乐活动、珍珠海岸沿线
的五星级度假酒店群等海岛优势资源，
陵水也在努力打造陵水珍珠海岸婚纱
旅拍目的地品牌。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13年首次
把黎苗婚俗在三月三庆典活动中展现，
通过活动把黎苗婚俗完美融入传统节
日三月三，打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黎苗特
色婚俗旅游主题品牌，将琼中培育成海
南黎苗特色的婚庆旅游目的地。

海南各市县抢滩
“甜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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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的黎族和苗族传统婚礼。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万宁爱情海岸石梅湾，一对新人在夕阳下享受浪漫时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