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买买”逐渐
转向“会享受”

用手机和网络搞定出游的一切趋势一

专家认为，承载量直接影响游客体
验与生命安全。一方面，在核定最大承
载量时综合考虑空间、设施、生态、社会
等因素，确保科学性和可信度；另一方
面，尽快明确权责关系与问责机制，对

“超载”景区进行处罚与问责，实行负面
清单管理，保障最大承载量相关政策“不
打折扣落实”。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魏翔认为，一方面要理顺景区管理体制
机制，根除政府利益驱动的诱因；另一方
面需加快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通过扩大
有效的景点供给、时间供给，加强景区间
竞争，让游客有更多选择权，倒逼景区重
视游客体验度。

安徽大学旅游系副主任李经龙分析
说，景区管理部门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提
高安全意识，重视游客拥挤问题。建议

在智慧旅游建设中，加快通过大数据等
方式实现限量售票、分时参观、优化路
线，以智能化即时控制景区游客量。比
如“将限额售票分散至每小时，当每小时
售票人数超过一定限额，便停止售票，并
通过各个紧急疏散口进行分流。”“设计
多条交集少、易分流的游览路线供游客
选择。”

李经龙认为，为了避免游客“白跑一

趟”的情况，还可以对热门景区探索实现
网上分时段预约管理，将人群有效限流
在旅游出发前。

据了解，目前，上海黄浦区内部分景
区已经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实时客流“上
线”，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询各区域
的游客数、拥挤程度与该景区的瞬时承
载量，及时调整游玩路线。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旅游法规定，景区应当公布最大承
载量、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最大承
载量，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
时景区要提前公告并及时采取疏导、分
流等措施。

在上海外滩2015跨年踩踏事件发
生后不久，国家旅游局下发《景区最大承
载量核定导则》明确，最大承载量是指在
一定时间条件下，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景
点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
的前提下，景区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
数量。

游客最大接待量的“红线”十分明
晰，为何一些景区“超而不限”？

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
应称，这是因为当初最大承载量核定与
目前游客接待量统计的口径不同。“当时

最大承载量是仅仅针对主峰计算的。随
着越来越多区域开放，当前游客数量统
计包括主峰、三祖寺等景点。”安徽省潜
山县旅游局负责假日信息统计的丁主任
补充说，除了统计口径不同，由于景区索
道、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改善，实际
承载力增强了。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统计口径问
题，景区“超载”的背后更多是追求最
大利益的冲动。有景区负责人透露，
在当前旅游景区收入结构单一的情况
下，游客接待量越大就意味着越多门
票钱。假日出游需求集中爆发，各大
景区在追求业绩冲动下缺少严格执行
最大承载量的动力，往往是“靠假日挣
够一年的钱”。“出于利益追求，由景区
自己统计、上报的接待数据真实性会

打折扣。”
记者了解到，旅游法中明确规定，对

于未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或者
超过最大承载量接待旅游者的景区，由
景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至六个月。广东
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张伟强教授直言，由于核定标准不
一、违法举证难等实际困难，这一规定
很难发挥作用。

事实的确如此。虽然西湖、天柱山、
九华山等景区也均在假日出现过“超
限”，但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很少见因

“超限”受罚或摘牌的案例。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

思敏分析说，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最大
承载量的核定与实施，是否科学很难作

出判断。一般来说，景区会根据经验，在
保障“不出事”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游客
游玩需求。

为什么一些景区并未“超限”还会拥
挤不堪？中部一景区管委会规划科负责
人解释，不少景区和我们一样，都是依靠
经验核算的最大承载量，有不科学之
处。出于利益追求冲动，有景区在核算
最大承载量时趋向越高越好；而在统计
上报接待游客数量时也有很大弹性空
间。这就造成一些景区表面上没有“超
限”，实际上游客体验差。

人群蜂拥，一些景区应急分流能力
不足加剧了拥堵程度。“景区资源调配能
力差，车辆供应能力与接待客流量不匹
配，导致大批客人滞留山区。”正在河北
白石山风景区游玩的倪欢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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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还是观“人山”看“人海”
景区最大承载量为何未能成为保障游客体验“红线”？

泰山观“人山”、西
湖看“人海”、北京八达
岭长城密密麻麻全是人
……五一小长假，记者
在北京、安徽、浙江、山
东等地旅游景点采访发
现，一些景区节假日多
次超出游客最大承载
量，一些景区接待游客
量虽未超限，但游客反
映拥挤不堪。旅游法规
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
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
定的最大承载量”，为何
未能成为保障游客体验
的“红线”？

游客人数严重超负荷不利于保护景
区风貌，也极易引发公共安全突发事
件。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小长假期间
有的景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核定的最大
承载量。

“让人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刚从
天柱山风景区归来的旅游达人季涵说，
这是一场不像登山、更像是散步的旅
途。记者从安徽省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
获悉，小长假首日该景区接待游客6.6
万人次，而该风景区核定的最大承载量
为3.6万人次，“超限”近一倍。

安徽省旅游局统计信息显示，天柱
山风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多次超出核定
承载量。2016年春节黄金周第二天，接
待游客量一度达到 8.2 万人次，超标
128％。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不少景区的游
客接待量虽未超过最大承载量“红线”，
但限流效果并不明显，游客体验难以保
障。

为限制人流，故宫实行实名制购票，
并严格按照最大承载量限额售票。小长
假首日，中午12点10分，故宫当日的8

万张票便售罄。1点左右，大量游客结
束游览，从故宫北门出来。和朋友走散
后的王先生无奈地说：“人挤人！中轴线
上的主要景点，只能单向行走。太和殿
前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头，很难看清殿
内细节。”

与故宫相比，西湖景区在假日期
间的单日接待量虽很少达到 79.75 万
人次的最大承载量，但“断桥变人桥”
的画面已经成为一种假日“常态”。1
日14时，记者在北山路断桥出入口看
到，游客早已是摩肩接踵。每当有游

客驻足拍照时，行进的队伍便会发生
间歇性拥堵。

五一小长假前夕，南锣鼓巷因客
流量远超瞬时承载量主动取消了 3A
资质，且暂停接待旅行团队。居高不
下的客流量是否因此有所缓解呢？记
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街面上看不到挥
着小旗的导游和戴着旅行帽的游客，
但不宽的街道仍到处都是人。从山西
到北京旅游的方先生感慨地说：“我以
为不接待旅行团人会少一点，没想到
还是这么挤。”

五一小长假，各大景点不出意外地开启了“人山人海”模式。旅游显然已成为消费“刚需”。
假期出行，人多难以避免，但随着出游理念和心态的变化，中国的游客正变得越来越成熟。

怎么能在人们集中出行时提高自己出游的舒适度？如何让自己的出游不再只是为了“买买
买”？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大家都怎么玩？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4 月 29 日，小长假开始的前一天，
铁路互联网售票数量创历史新高。
这一天，全国铁路互联网售票达到
625 万张。当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42.9 万人次，同比增加 68.6 万人次，
增长7％。

火车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出
行保险……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选择提
前通过手机和网络搞定出游的一切。

在北京从事会计工作的小李计划
利用五一小长假和大学同学相聚苏
州。清明假期一结束，这个 85 后女生
就开始计划五一出游。用 12306 客户
端查询好小长假期间的余票情况，小李
早早就订好了出行的车票，避免了小长
假前一票难求的尴尬。

订好车票之后，小李又马不停蹄地
搜索当地酒店。通过几个酒店APP的

比价，她毫不犹豫地抢到了心仪酒店的
优惠“秒杀”。

“现在手机这么方便，我喜欢动动
手指就能搞定一切。这样不仅能够避
免买票时排长队浪费时间，时不时还
能得到一些优惠，何乐而不为呢。”小
李告诉记者，无论是长线计划，还是说
走就走，只要有网络，她就能让自己的
出游尽在掌握。

由于周边国家签证政策越来越
宽 松 、拼 假 模 式 越 来 越 流 行 等 原
因，五一小长假短途出境游市场异
常火爆。

携程网数据显示，日本、泰国、韩
国是五一出行热度最高的境外目的
地前三名国家。境外热门目的地城
市排行前十名为：香港、首尔、澳门、
台北、新加坡、曼谷、东京、普吉岛、济

州岛、大阪。
以普吉岛为例，该目的地酒店预

订同比增长近 90％，成为青睐海岛旅
行消费者选择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韩
国济州岛、印尼、马来西亚等免签、落
地签目的地也是五一酒店预订宠儿，
人气位居前列。此外，菲律宾、越南等
国家景点由于性价比高，人们出游意
愿旺盛，酒店预订增长均高于今年酒

店整体平均涨幅。
“这些热门城市得益于航班便利，

出行时间较短，美食美景购物选择多
样化等因素。”携程旅游专家分析，香
港、澳门、台北、新加坡成为最热门城
市，主要还是缘于语言交流便捷，加之
游览时间一般都在 3－5 天，消费者请
1天假拼上五一小长假即可出游，出行
时间成本较低。

携程网调查发现：从今年小长假游客
在行前考虑的要素看，舒适度首次排名第
一位，有43.4％的人会在行前优先对此做
出评判，安全性、可玩性、购物便捷、美食
等都排在其后。据了解，五一出境游的酒
店预订中近六成为高星级酒店。携程旅
游专家说，高星级酒店无论在品质、设施
还是服务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准。五一小
长假在消费者心中是传统的旅游黄金周，
利用假期放松身心，入住更舒适的酒店享
受假期已成共识。“消费者对于旅程中住
宿条件的要求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有消费者表示：“旅行中比起走走
走、买买买，我更享受在酒店中懒散地休
息、游泳、小酌一杯的惬意感受。”

携程海外酒店数据表明，二三线城市
消费者预订同比增长迅速，成为酒店预订
市场业绩增长的主力军。专家分析，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越
来越多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愿意在旅行
上投入更多，走出国门去享受旅行带来的
幸福。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今年五一是凤凰古城暂停围城设卡验票方
式后的首个小长假。记者在湖南凤凰县采访发
现，城外各大酒店均已满客，在暂停“围城收费”
后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大幅增加。凤凰古城
在舍弃门票的“小利”后，换来了旅游经济发展
的“大利”。在全域旅游的大环境下，暂停“围城
收费”的凤凰能否实现景区提质增效，成为继西
湖之后又一升级样本？

暂停收费游客陡增
旅游收入不降反增

4月30日凤凰迎来了五一旅游小高峰，下午
3点，来自各地的自驾游车辆把凤凰县虹桥东路和
中路堵得水泄不通。的哥胡师傅告诉记者，与去
年不同，今年4月29日下午就能明显感觉外地车
辆多了起来，“尤其从29日下午5点开始，通往古
城的几个主干道都在堵车，大部分是外地车辆。”

据统计，凤凰酒店宾馆、家庭客栈4月30
日入住率达82％。沱江沿岸客栈和古城核心
区的旅馆更是生意兴隆。记者随机走访了江边
的几家客栈，除了几家价位较高的酒店还有房
间外，其他大部分客栈在五一期间均已客满。

据统计，4月30日和5月1日凤凰共接待
游客17.5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2509.55万元，
远超去年。凤凰县委副书记时荣芬告诉记者，
相比去年，今年五一游客量大幅攀升。“去年我
们没有启动城外免费接驳车，全县也没有启动
黄金周模式。今年4月30日晚上，我们在古城
外预留的4500个小车位就已全部停满。”

记者了解到，自从4月10日凤凰暂停“围城
收费”后，游客陡增，旅游收入不断上涨。数据显
示，2016年4月凤凰接待游客132.16万人次，旅
游收入达10.89亿元，同比增长9.02％和5.32％。

“最明显的是，今年4月截至28日，到凤凰乡
村游的购票人数就已达11.876万人次，门票收入
有830.2721万元，比去年4月一整月的收入还多
788.5721万元。”凤凰县旅文局副局长龙勇志说。

古城部分商户门庭冷落
开始探索转型升级

在凤凰游客量和旅游收入都大幅增长的同
时，古城内不少商户却犯了愁。记者在古城内
最繁华的地段沿江风光带看到，与被熙熙攘攘
的游客占据的古街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
街边的商户门庭冷落。

“原以为暂停收费后游客增加，生意会好很
多，其实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位于沱江边的一
家饭店老板赵红英告诉记者。

记者在古城内走访发现，对于那些不位于
古城内主干道的其他经营者而言，游客数量的
增加没有带来他们想象中的收益。

“商户的营业收入与游客人数的增加并不
构成直接联系，古城内有很多品质高、营销策略
好的商户即便位置不好，在旅游淡季依旧不缺
客人。”时荣芬说。

而古城中不少商户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正
在努力探索转型升级。在古城中经营银饰品的
左宇帆便是其中之一，他经营的“苗族银饰锻制
技艺传习所”，尽管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苗族银饰的锻制技艺，在早期也曾因为开发的
产品不实用以及存在与古城内其他银饰品店同
质化的情况而生意不佳。

“于是我尝试利用苗族特色图案和工艺手
法制作项链、耳钉、吊坠还有碗筷等实用性佳又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产品。”左宇帆说，“古城收
门票这几年，我的生意完全没有受到客流量的
影响，营业额逐年攀升。”

2015年进驻古城的苗绣服饰品牌“山谷居
民”，通过将苗绣与现代服饰品有机结合，同时发挥
品牌效益，尽管店内的服饰和装饰品价格远高于古
城内其他售卖苗绣用品的商户，依旧不乏客源。

“我们正不断引导古城商户提高商品品质，
引进一些具有湘西文化特色，产品附加值高的
商品，同时让价格趋于理性，用产品来吸引客
人，而不是光期望通过游客人数的增加来增加
营业额。”时荣芬说。

免票后的凤凰能否成为
西湖后的又一升级样本？

凤凰古城暂停“围城收费”后游客数量和旅
游收入的不断攀升，可以看出凤凰在舍弃“门票
经济”后，换来的是更大的商机和效益。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李武武教授认为，
凤凰古城暂停“围城收费”是关上一扇门打开了
另一扇门。“这是景区管理方式的巨大转变，也是
景区运营思路的调整，其进步意义不容小视。”

暂停围城收费后，凤凰在旅游景点提质增效
上作了新的探索。湖南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管理
处主任姚文凯介绍，凤凰古城一直受到自驾游旅
客的喜爱，为解决凤凰县长期以来停车难的问题，
今年10月1日前将完成城北旅游停车场建设。

“我们会在今年内完成游客服务中心主体
工程、民俗园停车场改造和古城景区内闭路监
控系统等项目建设，为提高旅游接待水平提供
硬件基础。”姚文凯说。

几天前，北京南锣鼓巷因“游客爆棚吃不
消”主动申请取消3A级景区资质，并决定暂停
接待旅游团，以此来改善游客在景区游览的舒
适度。而暂停围城收费后，凤凰古城也同样面
临着游客“爆棚”的现状。

“我们在暂停收费前就预见到了这点，未
来凤凰古城的旅游开发以古城为核心，向沱江
上下游、南华山景区和乡村游延伸的思路布
局，全力推进古城景区扩容提质，达到分流游
客的目的，同时加快凤凰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
的开发，提升全县旅游整体品质品牌，改善游
客游览的舒适度。”时荣芬说。

（新华社长沙5月2日专电）

凤凰古城
舍“小利”换“大利”

游客人挤人
有景区超限近一倍
游客体验难保障

利益追求
“靠假日挣够一年的钱”

景区“红线”虚设

精细调控
要完善“超载”

问责机制

五一小长假，出游有啥新趋势？

短途出境游火爆趋势二

趋势三

聚聚 55..11焦焦 小长假

⬅ 5月1日，游人在重庆自然博物馆
新馆参观。五一小长假期间，各地的人们
或游览观光，或品味书香，选择多种多样
的休闲娱乐方式度过假期。 新华社发

五一小长假青岛栈桥游人如织。 新华社发

旅游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