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我国旅游业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万亿元
达10072亿元 | 同比增长42%
高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30个百分点

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11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

预计2016年将达

1.2万亿元

预计2016年旅游投资将同比增长20%
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43万人

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3%

2016年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

发布的数据显示
直接贡献为3.32万亿元

占GDP总量的4.88%
综合贡献为7.34万亿元

占GDP总量的10.8%

2015年旅游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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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
前印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决定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以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意见》明确，改革要坚持综合施策、两手
发力、供需统筹、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总体
目标是，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合理反映
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体制机制创
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
平，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
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本建立，
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
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
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
善的地区要加快推进改革，通过 3－5年努力
率先实现改革目标。

《意见》强调，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一是要
夯实农业水价改革基础，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建立
农业水权制度，提高农业供水效率和效益，加强农
业用水需求管理，探索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方式。
二是要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分级制定农
业水价，探索实行分类水价，逐步推行分档水价。
三是要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多渠道筹集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建立与节
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匹配的农业用水精
准补贴机制，以及易于操作、用户普遍接受的节水
奖励机制。

国办印发
《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

用10年建立健全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我国旅游业投资跨入“万亿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刘丽）伴随出境游及境外消费的火
爆，持续低迷的入境游也终于迎来曙光。
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2015
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和2016年发展
预测》显示，2015年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
人数超过4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4万
亿元，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0％和12％，入
境旅游实现了三年来首次增长。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统计数
据亦显示，中国入境游进入平稳发展、效

益提升阶段。2014年，韩国、日本、美
国、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蒙古、新加
坡、菲律宾和印度合计向中国输送游客
1760万人次，占中国接待外国入境游客
的近七成。在中韩旅游年和中印旅游年
的推动下，韩国赴华旅游市场同比增长
5.4％，印度赴华旅游市场同比增长
4.9％。受益于海峡两岸交流的持续深
化，台湾游客数量增长了3.94％。

除了人次的回升，入境游对消费的
拉动也一直备受关注。中国旅游研究院

日前发布的《2015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
度报告》显示，70％以上的入境游客消
费集中在500至3000美元之间，其中旅
游购物所占不到10％。入境旅游购物
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国人出境旅游。不
过，2014年启动的中国离境退税政策降
低了入境游客的购物成本，刺激了海外
游客在中国境内的消费。

“据2015年全球排名，我国旅游商
品价格的竞争力排在37位。因此，为了
增加入境市场的消费总额，免税是比较

优先的政策选择。应进一步扩大市内免
税店，增加市内免税店的商品种类，更加
方便入境游客购物。”中国旅游研究院产
业所蒋艳霞说。

此外，《入境游报告》显示，雾霾已成
为影响我国入境游增长的主要负面因
素。“同时，日本、韩国、泰国等中国周边
国家纷纷推出多项措施吸引国际游客，
而我国从税收、汇率等方面不占优势，使
得入境游消费无法快速增长。”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去年入境游实现三年来首次增长入境游

据新华社海口1月29日电 随着中
国公民更多走出国门，中国旅游对世界旅
游乃至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根据国
家旅游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旅游花费104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2％和16.7％。在
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游
客”在全球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自
201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
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
年均超过13％。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
人数、境外旅游消费继续位列世界第一。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
下，旅游业发展却逆势而上，甚至成为很
多国家创造就业和创业、出口创收以及
拉动基础设施的关键驱动力。数量众
多、消费能力又强的“中国游客”自然成
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对象。

美国《洛杉矶时报》说，旅行是中国
一大消费热点，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旅

行计划。《福布斯》称，中国游客成为全球
规模最大且带来利润最多的游客大军，
中国年轻一代更加追求出境游品质。泰
国《民族报》刊文说，中国旅游业是一个
全球性的推动力，能够在今后一段时间
充当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
2015年上半年，国际游客达5.38亿人

次，同比增长4％，预计全年增幅为3％
至4％，继续超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
旅游业对全球GDP的综合贡献将达7.8
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10.0％。
旅游业创造2.84亿个就业岗位，占全球
就业总量的9.5％。

随着中国游客走出去，中国企业也
正加快走出去步伐。如锦江集团境外

13亿欧元收购卢浮集团，港中旅4亿英
镑收购英国布莱顿酒店集团等。

“中国旅游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从今年起的3年内，
每年都有世界旅游领域的顶级盛会在中
国举行，旅游成为我国外交战略和参与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型载体。”李金早说。

李金早预计“中国游客”还有巨大的
潜力：根据国际旅游规律，人均GDP达
到5000美元时，就会步入成熟的度假旅
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显著增强，
而2015年我国人均GDP为5.2万元，约
合8016美元，但人均出游才为2.98次，
离发达国家居民每年出游8次以上还有
很大差距。

“2020年，中国人均GDP有望突破
1万美元，旅游消费的需求将呈现爆发
式增长，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巨大发展动
力。届时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出游率、旅
游消费总额、旅游投资总额、旅游就业总
量等指标将比2015年翻一番。”他说。

中国出境人数和消费居世界之首出境游
美国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赴美旅游总数达300万人
次，同比增长16％，人均消费6000至7000美元，远超其他国家

新华社海口 1月 29 日电 （记者
齐中熙 周慧敏）国家旅游局局长李
金早在此间举行的2016年全国旅游
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要深化导游管
理体制改革，从行政化、非流动、封闭
式管理向市场化、自由化、法制化管理

转变，取消“导游必须经旅行社委派”
的政策规定。

李金早介绍说，国家旅游局将开
展改革试点，放开导游自由执业。
取消“导游必须经旅行社委派”的政
策规定，拓宽导游执业途径，建立导

游服务预约平台；游客既可通过线
上平台预约导游，也可线下自主联
系，实现交易方式完全放开；改革导
游管理模式，取消“获得资格证 3 年
未从业的，资格证自动失效”的政策
规定，导游资格证终身有效，导游证

全国通用；取消导游年审制度，用信
息化手段实现对导游的常态管理，
实行动态进出机制。

李金早说，要建立“投诉＋仲裁”与
巡回法庭的联合处理机制。以导游与
游客平等、责权利对等为原则，依法治

旅。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导游队伍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实现“进出、监管、
保障、奖惩”四位一体。坚决依法处理
导游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依法保护导
游的人身财产权益，禁止对导游乱收
费，各地成立导游协会并加强引导。

新华社海口1月29日电“现
在一些旅游景点的高票价与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相背离，要坚决遏制
景区门票上涨过快势头，打击乱涨
价和价格欺诈行为。你要敢涨，我
就敢罚。”

29日在海口举行的全国旅游
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
早表示，要改变我国旅游过度依赖
门票收入的局面，从门票经济向产
业经济转变。实行分类改革，公益
性景区要实行低价或免费开放，市
场性投资开发的景区门票价格也
要限高，坚决遏制景区门票上涨过
快势头，打击乱涨价和价格欺诈行
为。

李金早表示，在我国旅游发
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建景点、
景区、饭店、宾馆，这种发展方式
实际上是一种“景点旅游”模
式。然而，旅游业发展到现在，
已经到了全民旅游和个人游、自
驾游为主的全新阶段，传统的景
点旅游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
大旅游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
转变旅游发展思路，变革旅游发
展模式，创新旅游发展战略，推
动我国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转变。

他说，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
域旅游模式转变，还要实现几方
面转变：如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
管理到综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
变，破除景点景区内外的体制壁
垒和管理围墙，实现多规合一，实
行公共服务一体化，旅游监管全
覆盖，实现产品营销与目的地推
广的有效结合；从导游必须由旅
行社委派的封闭式管理体制向导
游自由有序流动的开放式管理转
变，实现导游执业的自由化和法
制化。

国家旅游局将重点治理
景区门票上涨过快乱象

你要敢涨
我就敢罚！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中国
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项目被迫暂停的消息不实。

有记者问，据印尼媒体报道，中国承建的印尼
高铁项目因未获得施工许可证而被迫暂停。你能
否介绍有关情况？

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雅万高
铁项目被迫暂停的消息不实，中国铁路总公司有
关负责人已对此作了澄清。

华春莹说，雅万高铁项目已于日前举行开工
仪式，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企业高度重视，正密切
合作，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中方将同印尼方共同
努力，推动雅万高铁项目顺利实施，早日造福印尼
人民，并愿以此为契机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水平，深
化互利共赢。

外交部：

印尼雅万高铁项目
被迫暂停的消息不实

新华社成都1月29日电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月29日选举尹力为四
川省人民政府省长。

尹力当选四川省省长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近日，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
执行死刑命令，对拐卖22名儿童的罪犯谭永志依
法执行死刑。

2008年2月至2013年4月，谭永志伙同黄玉
琴、吴小堂（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从云南
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收买婴儿22人，运送
至河南省中牟县等地贩卖给谭爱敏、王章坤（均系
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上述婴儿的亲生父母
至今未查找到。

2015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案件853件，判处刑罚1362人，与2012年审结
1918 件、判处刑罚 2801 人相比，下降 50％以
上。其中，采取偷盗、强抢、哄骗方式拐卖儿童
的案件下降幅度尤为明显，极大提升了人民群
众安全感。

拐卖22名儿童

谭永志被执行死刑

这是盾构机始发现场（1月29日摄）。
1月29日，我国首条过海地铁盾构隧道——

厦门轨道交通2号线盾构顺利始发。
承担此次穿海隧道施工任务的盾构机，是目

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两台泥水平衡式盾构机，长
达100多米，重760吨。最大推进速度为每分钟
50毫米，相当于每小时掘进3米。 新华社发

国内首条过海地铁
隧道盾构机始发

国内游

制图/张昕

新华社海口 1 月 29 日电 2016
年，我国旅游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
展，预计国内旅游 43.8 亿人次，增长

9.5％；旅游入出境 2.63 亿人次，增长
5％。旅游投资达到1.2万亿元，同比
增长20％。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29日在海
口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表示，2016年，
我国国内旅游收入预计达到 3.8 万亿

元，增长11％；国际旅游收入1210亿美
元，增长6.5％；旅游总收入预计4.55万
亿元，增长10％。

今年国内将有43.8亿人次出游

中国游客
赴美

韩国观光公社统计显示，2015年赴韩中国游客人均消费2200美元，
给韩国带来的综合经济效益达220亿美元，约占韩国GDP的1.6％

中国游客
赴韩

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赴澳游客达100万人次，总消费金额
约355亿元人民币，澳大利亚仅用5年时间就实现了原定的10年计划目标

中国游客
赴澳

全球商务旅游协会预计，2016年的第一个新趋势就是中国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务旅游市场

中国游客
在全球

浙江省杭州西湖风景区西南的宋城，是中国人气最旺的主题公园之一。

关注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我国将试点放开导游自由执业
取消“导游必须经旅行社委派”政策规定，导游资格证终身有效，导游证全国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