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将吸引沿线国家

8500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

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
美元。

据测算，中国与丝路沿线国
家双向旅游交流规模已超过

2500万人次

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
五”期间，中国将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输送 1.5亿人
次中国游客和超过2000亿
美元的旅游消费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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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东南亚仍然热门

每年的暑期，无论对出境目的地
还是国内旅行社而言都是一年中揽客
的“重中之重”。随着我省国际航线的
加密，仅今年一季度，海口-广州-仰
光、海口-清迈、海口-清莱、海口-槟
城-吉隆坡、三亚-曼谷、三亚-暹粒
（柬埔寨）、三亚-海参崴和三亚-芭提
雅航线陆续开通，实现直达航线对东
南亚地区的密集覆盖。

“依托众多直达航线，泰国、新加
坡等本身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且旅
游产品性价比高的东南亚国家，成为
游客热衷的海外目的地，经典东南亚
游线路产品收客情况非常火热。”海
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吴金泽介

绍，便利的交通条件将成为提高出入
境游客量的重要因素。他举例说，以
往海南游客前往柬埔寨旅游需经广
州、南宁、香港等地转机，去年起开通
的海口-暹粒、海口-金边航线航程
均在2小时以内，大大节约游客时间
和旅游成本。而柬埔寨给予中国公
民落地签政策，也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访柬。

亲子游持续走俏

暑期临近，家庭游、亲子游日趋
火爆，其中游学产品格外受家长们
欢迎。我省多个旅行社推出的美
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游学夏令
营报名火热。以新加坡游学团为
例，游客可参观当地知名的南洋理

工学院，接受当地的英文课程和文
化交流项目培训。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家庭整
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游学市场的逐
渐成熟，从前以出国留学为目的的高
中毕业生、本科毕业生是游学的主力
军，而今则已扩展至各个年龄段的学
生群体。有从业人员分析，对中小学
等低龄学生群体而言，游学的目的更
偏重于兴趣实践、开阔视野、结交国际
伙伴、提升语言水平，对高中生而言，
更加偏重学习实践及提升，如名企参
观、名校暑期课程等。

主题游成型成势

相比于此前游客出境较为青睐
的城市观光和海岛度假，现在游客

的需求也愈发多元。面对出游目的
地、出行方式、旅游主题不断分化的
出境游市场，不少旅行社通过产品
差异化、主题化为我省出境旅游打
开新思路。

海南新国旅旅行社推出“老挝落
地自驾游”，游客换取临时驾照后就可
驾驶越野车，体验当地各种旅游项目，
感受原始而淳朴的老挝风情。“离开团
队的束缚，进行一场自由的深度游，是
许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旅游方式。”该旅
行社总经理黄飞表示。

据黄飞观察，特色主题游逐渐成

型成势。去年6月，三亚至泰国的几
趟航班共搭载800多位中老年人，只
为参加当地华人举办的健身舞大赛。
在他看来，富有竞赛或者娱乐性质的
主题游，已经逐渐成为不少游客的度
假选择，越来越多的团体组织人员前
往泰国、新加坡、越南等地参加高尔
夫、羽毛球、骑行、足球等比赛，顺便在
当地度过一个假期。

在消费升级的大时代，面对个性
化需求不断提升的消费者，旅游企业
着力升级产品，以便为消费者带来高
品质的旅游体验。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对海南
来说，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省
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表示，以
旅游为主导的服务贸易产业已经成为
国际交流的重要板块，海南在这个巨
大的空间中完全可以大展拳脚，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海上航
线、空中航线、友好港口，实现旅游互
通互联，共享旅游市场资源，塑造有差

异化的旅游体验。
省社科联副主席陈耀认为，依托

良好度假条件和巨大的中国市场，以
海南为支点发散出的旅游圈可以建成
媲美地中海和加勒比海的“旅游之
海”，而拥有离岛免税购物、入境免签、
全域旅游试点等国家政策支持，以及
国际航线陆续开通和邮轮航线的不断
延伸，海南完全能够由中国国内旅游

目的地转变成为国际旅游集散地，即
成为中国游客前往东南亚地区以及国
外游客入境中国的旅游集散地。

在陈耀看来，国际化不仅仅要体
现在国外游客数量，还要吸引国外游
客消费、提高旅游收入。这就需要我
省在打造具有本地化、民族化内涵的
旅游产品的同时，使旅游服务迈向与
国际化接轨的标准和水平。

海南不断加密国际航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

来一次畅快的丝路之旅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复查结果：

黄果树等7景区未过验收
据央视客户端报道，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通

报了2015年列入濒危名单，以及2012年—2015
年执法检查后被责令整改的共计60处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复查结果。

通报指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复查了列入濒危
名单的吉林仙景台风景名胜区、江苏太湖（无锡片
区）风景名胜区、福建海坛风景名胜区、山东博山
风景名胜区、重庆缙云山风景名胜区、四川贡嘎山
风景名胜区、四川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贵州榕江
苗山侗水风景名胜区、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西
藏纳木错—念青唐古拉山风景名胜区、西藏土林
—古格风景名胜区11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整
改情况目前均已达到整改要求，整改验收通过，决
定将其移出濒危名单，纳入常态化监管。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还对2012—2015年
执法检查后责令整改的49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其中，吉林防川等42
处风景名胜区整改达到要求，验收通过。安徽采
石、花山谜窟—渐江，贵州红枫湖、黄果树、荔波—
樟江、陕西宝鸡天台山和甘肃崆峒山7处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仍存在较大问题，验收不予通过。

民航局发3月消费者投诉情况：

近四成是航班问题
据中新网消息，民航局通报2017年3月航空

运输消费者投诉情况，3月份，民航局运输司、民
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共受理
消费者投诉1747件，其中航班问题577件占比最
高，占比达38.67%。从航企被投诉数量来看，东
方航空被投诉数量最多，合计262件，其中航班问
题106件、超售问题4件。

3月份，受理消费者对境内航空公司的投诉
1492件。其中，航班问题577件，占38.67%；预
定、票务与登机345件，占23.12%；退款214件，
占14.34%；行李运输差错173件，占11.60%；旅
客服务102件，占6.84%；综合（包括常旅客）39
件，占2.61%；超售25件，占1.68%；票价与短信欺
诈各7件，各占0.47%；残疾旅客2件，占0.13%；
广告1件，占0.07%。

在境内各航空公司投诉类别和数量统计中，
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航企收到的投诉较多，除航
班问题外，在预定票务与登机、退款、行李及旅客
服务等环节，投诉发生较为集中。

泰国向中国医疗游客
开放入境免签

据《北京商报》消息，在一项最新免签政策中，
泰国宣布给予以治病为目的入境泰国的中国居民
免签，以此为医疗旅游服务行业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泰国公共卫生部联合外交部、旅游和体育部
在泰国旅游局中文网上发布了关于“以治病为目
的入境泰国停留90天免签”的声明。

声明规定，对于以治病为目的入境泰国的中
国居民及其陪同可获免签，包括患者在内不超过
4人。陪同者包括与患者同一国籍的父亲、母
亲、子女和养子女，每次入境泰国不得超过90
天，需要多次入境泰国的上述人员可以续签，时
间总长不得超过一年。申请人在与泰国公共卫
生部公布的医疗机构之一取得联系、确认被接纳
治疗并确认治疗日期后便可提交申请，获批后即
可到泰国接受治疗。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世界悄然兴起了
一股到泰国医疗旅游的热潮。泰国低廉的手术价
格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令它成为全球最大的求医
旅游目的国。目前，泰国医疗旅游内容涵盖从美
容整形、SPA养生、牙科保健到各种专业的医疗
服务。 （李辑）

日前在北京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
大计，共建合作平台，
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
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
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
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
入新能量，让“一带一
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
人民。

互联互通，旅游先
通。“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3年多以来，旅游已
经成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互联互通的重
要纽带和桥梁。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支
点的海南，也在不断加
密国际航线，加强与沿
线国家的旅游合作。
现在，“一带一路”建设
处在全面推进的关键
节点，海南旅游如何抓
住新的发展机遇，书写
丝路旅游的大文章？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年来，海南不断拓宽空中航线
“丝路”，畅通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

去年，我省先后印发《关于印发海
南省入境旅游市场开拓扶持办法（试
行）的通知》《海南省整合和调整有关
民航客运财政补贴政策条款实施办
法》，极大刺激了省内旅游企业开发入

境市场的热情，有力推动了港澳台、东
南亚、日韩、俄罗斯和澳新欧美等五大
重点境外客源市场的直航航线开通。
2016年，共新开和恢复境外航线30
条，全省执飞境外航线达到52条，覆
盖了俄罗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德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仅今年一季度，我们连续开通了
海口-清莱、海口-清迈、海口-槟城-
吉隆坡3条境外航线。”海南联合航空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家斌告诉记
者。目前，该公司运营着12条联系海
南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
地区的直飞航线。

海南航空也以海口、三亚两个国
际机场为支点，构建了一条促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空中大通
道”。截至2016年底，海航共运营国
际航线200条，其中连通“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相关地区的国际航线已达
65条。

积极推动国际航线开通

“空中丝路”的加密，为海南带来
大量国际游客。今年1月 29日，三
亚－曼谷航线复飞，每周执行3个航
班，这为三亚与其重要的入境客源地
和出境旅游目的地——曼谷重新建立
了联系。2016年，搭乘三亚－曼谷航
线进出三亚的旅客就达31258人次，
航空旅游市场需求旺盛。来自省旅游
委的统计信息显示，今年一季度我省
接待入境游客25.73万人次，同比增
长48.5%，旅游外汇收入15424.22万

美元，同比增长116.7%。
围绕“航班开到哪里，促销就做

到哪里”的原则，海南旅游“朋友圈”
互动繁忙，海南美景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奔走”。去年，我省共
组织25批次团组赴泰国、越南、老挝
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客源地参加国际
旅游展和举办推介会。今年，我省旅
游部门更是动作频频——“海南·明
斯克旅游座谈会”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首都明斯克市召开，旨在推动白俄罗

斯赴海南旅游的市场开发；以“体验
海南”为主题的海南旅游国际推介会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以期在
2017年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中进
一步加强旅游合作；第十七届哈萨克
斯坦国际旅游博览会在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举办，中哈旅游年同步启
动，省旅游委承办的2017中哈旅游
年“中国旅游之夜”活动中，做了海南
旅游专题推介，以吸引这一重要的新
兴客源市场……

沿线国家成旅游促销热门

打造国际旅游集散地

游客出境游需求日趋多元化，旅行社纷纷推出差异化产品

暑期出境游大战提前打响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年来，出境游市场形势大好，数字一路飘红。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
出境旅游人数1.22亿人次，同比增长4.3%，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
消费国。对于中国游客而言，出国散心不再是难以决策的事情。

受签证办理时间等因素制约，今年暑期出境游市场从5月起已开始升温。面对出
境旅游丰收的大好机会，不少旅游企业纷纷出招，打响暑假出境游“战役”。

新加坡动物园
亲子游。

国际航线加密为海南带来了更多游客。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琼海打出
“潭门赶海”旅游牌

本报讯（记者赵优）近日，由琼海市人民政府、
琼海市旅游委、潭门镇政府主办的“潭门赶海”旅
游品牌发布推广活动、第二届“奔跑吧！琼海”活
动在潭门镇举行。活动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潭门赶
海主题线路、形式新颖的潭门趣味跑步运动。

近年来，潭门镇已经完成从单纯的传统渔业
捕捞小镇转型成为以海洋渔业、休闲旅游、海鲜餐
饮等为特色的新型旅游小镇，成为海南乃至全国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型示范。

据介绍，为打造“潭门赶海”这一旅游品牌，琼
海市旅游委专门开展琼海“潭门赶海”旅游品牌的
开发与推广工程，以建立“政府主导，协会组织，企
业参与，媒体推动”的整合营销新机制。

启动仪式现场，琼海市旅游委分别与“天使成
长季”亲子机构、海南嘟嘟自驾、海南旅享家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了“潭门赶海”旅游品牌推广
战略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推出“潭门赶海”旅游
线路产品，涵盖潭门的南海文化、渔家风情、海鲜
美食、海洋工艺品等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