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海岸”魅力无穷

接待过夜游客109.3万人次

同比增长13.8%

旅游总收入达到7.7亿元

同比增长14.2%

接待游客33.1万人次

同比增长32%

旅游总收入达1.18亿元

同比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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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接待游客243.36万人次

同比增长22.14%

实现旅游收入11.6亿元

同比增长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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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热点

听观点

中国医疗游客
九成以上出境看病

据杭州网消息，全球医疗旅游增
速是旅游业增速的两倍，预计2017
年全球医疗旅游的收入将达到6785
亿美元，占世界旅游总收入的16%。
中国医疗游客九成以上出境看病，目
前去日本精密体检、美国治疗癌症以
及英国做肝脏移植最为常见。

医疗旅游，又称观光医疗，世界
旅游组织将其定义为“以医疗护理、
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
游服务”，具有附加价值高且低污染
的特点。覆盖范围小到美容整形、大
到重症手术，人们可以在求医之旅的
同时体验异国文化。

早些时候，“医疗旅游”是有钱人
的专属。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因技
术发展得早，备受中高端游客的青
睐。如今，日韩、新加坡、泰国、马来
西亚、以色列、中国台湾也成为了比
较成熟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据记者了解，越来越多的传统旅
行社开始涉足高端医疗旅游领域，推
出美国体检、日本癌症早筛产品，韩
国微整形、体检产品，瑞士抗衰老、美
容产品等。

中消协“差评”能否
推动旅游业大洗牌

□ 刘大山

低调的中消协终于怒刷了一回存
在感，近日他们派出196个“卧底”，对
国内27个省区市的96条旅游线路进
行了体验式暗访。暗访结果是 96 条
线路全部存在问题，其中74%以上线
路问题相对严重。

这样一份报告可谓惨不忍睹。国
内旅游市场有多乱，全国人民都知道，
只不过来自游客的投诉都是局部的、
个体的；而中消协派出“钦差御史”作
全景式扫描，显然更权威、更有说服
力。正如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副司长余
繁所言，这已经不能叫问题了，这就是
现实。

现实是，旅游市场长期失范，欺行
霸市、垄断市场、非法经营、欺客宰客、
强迫消费等顽疾已经遍地开花；现实
是，旅游业从业公司良莠不齐，从业人
员素质普遍缺失，对相关法规置若罔
闻；现实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旅游法》
未能落到实处，市场监管仍旧疲软无
力，陷于突击性、临时性的泥沼；现实
是，旅游、工商、物价等监管部门之间
责任不清、分工不明、彼此推诿……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手术式整改、一
刀切严查，已经很难起到作用了，我们
必须深入剖析乱象背后的客观成因，
从全局出发寻找系统的解决方案。

在旅游界，低价团、宰客团一直饱
受诟病。它们之所以难以禁绝，是因
为有市场、有需求。目前我国大部分
导游从业人员都是临聘性质，没有固
定工资，没有劳动保障，只能靠带团吃
回扣生财，而旅行社之间还处于野蛮
竞争的发展阶段，主要靠低价争抢客
源，由此导致恶性循环。而与此同时，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际线路
日益火爆，这说明中国游客不怕花钱，
只怕花得不舒服。另一方面，很多案
例告诉我们，矛盾纠纷的导火线并非
价格高低，而是欺骗与失信。因此，政
府最该做的是推进旅游业体制改革，
通过严控旅行社资质，完善从业人员
人事、薪酬等相关管理，来净化规范整
个市场。至于具体执行环节，无需过
于关注价格本身，而应将主要精力放
在保障游客的知情权、选择权及消费
安全上。只要实现全服务流程的收费
透明化，游客自然能做出差异化的选
择，并逐渐培养出合理的消费习惯、消
费行为。

中消协的暗访报告，让我们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从认识问题到解
决问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更非消协
一己之力能承担。行政管理部门、行
业协会、执法机构都应参与其中，直面
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整合各方意见
与利益，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重
塑旅游业行业标准。在大洗牌的过程
中，势必有一些实力不足、屡教不改的
企业要被清退淘汰，这是市场经济下
优胜劣汰的自然过程。为了还旅游市
场一个更好的环境，让国民放心出游，
阵痛和等待都是值得的。期待中消协

“差评”能成为改革序曲，迎来一个健
康有序的旅游市场。 （南京日报）

中国成为瑞士旅游业
增长最快市场

据新华网消息，今年1月至8月，中国游客在
瑞士酒店总过夜数已达106万宿，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长33.9%，中国已成为瑞士旅游服务行业中
增长最快的市场。10月30日，瑞士国家旅游局
表示，今年1月至8月，中国游客在瑞士酒店总过
夜数已达106万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3.9%，
中国已成为瑞士旅游服务行业中增长最快的市
场。

瑞士旅游局发言人韦罗妮克·卡内尔对新华
社记者表示，赴瑞士中国游客数量增加，消费能力
也在逐步提高，2014年中国游客在瑞士人均日消
费额达330瑞郎（约合2100元人民币），仅次于海
湾国家与日本游客。

在瑞士城市中，卢塞恩成为中国游客的首选
目的地，其次是因特拉肯和苏黎世。根据2014年
的瑞士酒店入住人数统计，有超过10%的中国游
客选择在卢塞恩过夜，包括城区以及周边铁力士
山、皮拉图斯山以及瑞吉山等在内的卢塞恩湖区
接待了近30%的中国游客。

卢塞恩旅游局局长马塞尔·佩伦向记者介绍
说，卢塞恩之所以成为中国游客的首选城市，一方
面是因其位于瑞士中部的优越地理位置，从法国
或意大利过境瑞士的游客多数都会选择在卢塞恩
停留；另一方面，卢塞恩以劳力士、欧米茄等瑞士
钟表品牌专营店云集而闻名，中国游客在这里的
消费占到瑞士钟表销售总额的一半以上。

马来西亚将对中国
两人以上游客实行免签

据新华社消息，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来马观
光，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在2016年农历新年前，正
式落实中国两人以上游客免签证措施。

马来西亚旅游及文化部长纳兹里近日在出席
一个活动时指出，免签证只附加一个条件，即游客
必须购买马中两国政府承认的旅游套票。他不讳
言，这是为了吸引中国游客选择马来西亚作为春
节出游地点而推出的一项措施，但自由行不能享
受免签。

每年到外国旅游的中国人已多达1.2亿人。
纳兹里说，若马来西亚在2016春节前对中国两人
以上游客落实免签证措施，吸引其中3%的中国
游客前来马来西亚过春节，无疑会对马来西亚经
济成长以及旅游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自从去年发生马航MH370及沙巴州一中国
人被劫持后，中国访马的游客锐减，今年上半年与
去年同期相比已下降了11.7%。

玩海过把瘾，心潮逐浪高。浮潜、
拖伞、香蕉船、皮划艇、摩托艇、海上嘉
年华等各种海上项目，成为昌江近两年
来“激情玩海棋子湾”旅游月活动的拿
手好戏。

西环高铁所经沿海市县，大都有这
样得天独厚的近海及其岸线，足以下一
局旅游业的“好棋”。

在儋州峨蔓火山海岸，拥有多个时
期的火山喷发和熔岩流入海景观，兼具
火山岩地层剖面、熔岩流构造遗迹和古
生物遗迹。其中，火山地貌和水体景观

遗迹为此处海岸最重要的特色地质景
观。

“峨蔓海岸魅力，可以概括为‘金木
水火土’的‘五行’特色。”海南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院长赵志忠教授指
出。他解释说，“金”即儋州西海岸的金
沙滩；“木”即海岸的红树林；“水”即海
水，拥有龙门激浪等景观；“火”即千姿
百态的火山岩；“土”即本土文化，如盐
田文化颇具风情，峨蔓古盐田总面积超
过920亩。

此外，西线沿海还有很多良港。两

年前，斥资5.7亿元建起的临高武莲渔
港，是海南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国际型
渔港，可同时停泊1000艘大中型渔船，
年渔货卸港量达12万吨。洋浦港拥有
深水岸线100公里，可建1-30万吨级
码头泊位200多个。东方市的八所港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每天与全国沿
海诸港以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
贸易。

一个港，一片岸，都是无穷魅力的
风景线。乘坐西环高铁游览沿途“黄金
海岸”，绝对让人大饱眼福。

虽不乏资源丰富等亮点
但也有配套设施不完善等短板，西环铁即将开通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发展西线旅游业，首先要有务实的
心态。”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
生接受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

为什么要强调“务实心态”？王健生
说，这可以从西线旅游的特点、现状、未
来等方面来分析。

王健生认为，西线旅游的特点之一，
是景区景点分散，属于点状分布，尚未形
成线状分布的旅游系统。加之一些市县

“各自为战”，旅游产业的跨市县规划与
互动有待加强。

对于西线旅游的现状，王健生直言，
西环高铁开通后，西部交通大大改善，但

这还只是“大动脉”，还需要很多“毛细血
管”来配套。也就是说，西线沿途市县还
有很多具体的准备工作要做：诸如一个
景点甚至一片景区，如何与高铁对接？
这就要建设相应的旅游专线公路。另
外，特色旅游产品的选择和提升，都应该
提前谋划和实施。

对于西线旅游的未来，王健生提出：
“高铁开通后，游客到西部看什么、玩什
么、吃什么、住什么、购什么，这都要统筹
起来考量。”

王健生指出，西线旅游资源非常丰
富，但目前开发远远不够。当然，对旅游的
深度开发，不是光靠喊口号，而需要一步一
个脚印的实干，需要马上就行动的快干。

做好西线旅游，景区要与高铁对接

西线旅游准备好了吗？
“海南西环高铁开通后，我想到琼西重镇儋州去看看，没想到在儋州旅游微信平台上能了解到这么丰富的

信息，让我提前做了出游的‘功课’。”近日，来自湖北武汉的市民杨绪在朋友圈分享这样的信息。
近段时间，儋州市开通了“danzhouly，海南儋州旅游”微信平台，包括“微主页”、“微视频”、“微资讯”等版块，

对该市旅游进行了全方位的推介。
儋州市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迎接西环高铁开通带来的机遇，包括微信平台在内，该市加大“智慧旅

游”建设力度，相继建成“儋州旅游网”、“儋州酒店在线”等网站系统，开设了“儋州旅游”新浪官方微博。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仅仅是儋州旅游业有新动作，西线多数市县也纷纷推出系列举措，为高铁通车后的

“西游记”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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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线大部分市县除了利用
优势自然资源，也更注重开发文化旅游。

澄迈县咖啡文化旅游、火山岩传统
村落旅游、台湾风情小镇园区以及福寿
旅游、佛教文化旅游等成为新热点。其
中，“长寿文化”成为澄迈旅游的突出亮
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澄迈百
岁以上老人有215人，占总人口比例的
38.39／10万，这一比例在西线乃至海
南都颇具代表性，国内外众多游客慕名
而来，有的甚至在该县购房居住。

上海瑞今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义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古代养
生，注重“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
面。海南西线优质的生态环境、安全的

农业产品，以及澄迈等市县获评“世界
长寿之乡”，儋州获评“中国书法之乡”
并深度开发“东坡文化体验之旅”，都是
这两个层面紧密融合的体现。

由于开发文化旅游，海南“西游记”
正在激情抒写。市县旅游捷报频频传
来：今年前三季度，临高共接待游客
3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旅游总收
入达1.18亿元、同比增长27%；儋州共
接待过夜游客109.3万人次、同比增长
13.8%，旅游总收入达到7.7亿元、同比
增长14.2%；澄迈旅游接待游客243.36
万人次、同比增长22.14%，实现旅游收
入11.6亿元、同比增长38.92%。

无论是“文化旅游”，还是“旅游文

化”，都需要用心慢慢培植。著名文化
学者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文化就是一种变成生态方式的精神价
值，最后沉淀为人格”。他认为，“发展
旅游要构建一种精神家园，让游客有安
放人格的地方”。余秋雨建议，发展旅游
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生态环境，海南生
态环境很有优势，但还需进一步整理、提
升；交通住宿，要让旅游者进得来、住得
好、出得去；特色文化，比如儋州东坡文
化、系列美食文化就很有优势。

“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北宋大文
豪苏东坡对儋州等琼西的认知和感慨。
如今，随着交通等条件的逐步改善，海南
西线旅游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西线资源十分丰富，但不少资源
“藏在深闺人未识”。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西线旅游
“短板”较多：各个景点较为分散，未
能形成有机统一的旅游线路；接待能
力不够，尽管一些市县提出打造“旅
游目的地”，但缺乏上星级的酒店、饭
店；景区配套建设的娱乐性设施较
少，留不住客人；部分市县旅游部门
不重视旅游推介；旅游产业发展扶持
资金投入小，产业链未能做大做强；
本地的特色产品、农副产品转化为旅

游产品不多，使游客出现无处消费的
现象。

对于这些“短板”，西部部分市县已
经在着手逐步修补。比如，儋州斥资1.6
亿元，加紧打通游览东坡书院的捷径。
根据市交通部门规划，从西线高速中和
立交到中和镇南端小学处，全长10.8公
里。这条道路贯通后，可改写以前绕道
儋州白马井镇、东成镇的历史，10多分
钟就可直达东坡书院。

谈及西线旅游，海南康泰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策划部经理谢剑认

为，西线旅游业要练好“内功外功”，
进一步完善旅游业的“硬件软件”建
设。

“坚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通过走
联盟、统一、整合、标准化、一体化之路，
今后将着力深度开发西部旅游市场。”
海南中旅控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
经理梁毅翔说。他提出，西部自然景观
多样，要根据不同主题对旅游六要素进
行最优的排列组合，即优化“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开发出全新的
旅游产品。

短 板

“软硬件”建设有待加强

机 遇

“文化旅游”对接“旅游文化”

西线部分市县
前三季度旅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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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峨蔓镇兵马角海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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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服务窗、旅游官网、微信
公众号齐头并进

定安旅游走上
“互联网+”快车道

本报讯 近日，2015年“互联网+定安旅游”
系列产品上线新闻发布会召开，宣布“游海南 品
定安”支付宝服务窗、“静美定安”旅游官网、定安
旅馆业信息管理系统启动运行。加上2015年初
开通运营的“定安微旅游”微信公众号，实现了支
付宝服务窗、旅游官网、微信公众号“三驾马车”
齐头并进，推动定安旅游走上“互联网+”快车道。

“定安微旅游”微信公众号今年初上线，仅半
年时间阅读量达5.7万人，销售景区门票6000多
张、预定客房1000多间，实现“互联网+旅游”的
新突破。目前，“游海南 品定安”支付宝服务窗
在省内独占鳌头，游客除了能直接在服务窗内订
购定安旅游特色产品，还能通过地图进行景区定
位，并通过360度视图提前感受景区风光。该服
务窗更首创了定安旅游产品线上比价功能，游客
点击屏幕就能查阅有多少商家在销售该产品，哪
家最实惠，做到真正让利于民。

“静美定安旅游官网”（www.visitdingan.
gov.cn）是省内第一家依托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
官方门户网站——阳光海南网（www.vis-
ithainan.gov.cn）开发的市县级旅游政府网站，
集电子政务、品牌宣传、公共服务于一体，除与阳
光海南网共享景区、酒店、餐饮等数据模块，更主
推定安文化与乡村旅游版块，是目前资讯最全
面，内容最权威的定安县旅游门户网站。（李优）

优 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