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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医疗旅游
在亚洲

海南结合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式山海资源统筹旅游新格局

琼岛旅游 成风 全国已设
旅游警察机构131家
巡回法庭221家

据中国网消息，7月11日，国家旅游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春季行动”
成效。在开展“春季行动”的3个月时间里，全国累
计出动旅游质监执法人员16450人次，检查旅游
企业13410家，立案809起，其中已处罚455起，罚
款金额达1288.31万元。

“春季行动”中，国家旅游局会同公安部、工商
总局组织开展了四轮督查行动，抽调全国旅游质
监执法骨干力量两百余人组成18个工作组，对全
国17个省（区、市）27个重点旅游城市和地区进
行了专项督查，督办重点案件线索，推动各地不断
完善“1+3”旅游市场综合管理体制机制，大力倡
导企业诚信经营，积极培育文明旅游良好风尚。
海南省高度重视旅游市场秩序治理，坚持从严治
旅和创新机制两手抓，成效显著。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已设立旅游警察机构
131家、旅游工商分局机构77家、旅游巡回法庭
机构221家，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体制机制建设取
得较大进展。

国内多座机场
6月准点率不足五成

据《北京商报》报道 ，航班频繁延误，已是我
国民航业的一大顽疾。7月9日飞常准发布的6
月《全球机场出港准点率报告》显示，在中国内地
千万级机场的出港准点率排名中，多座机场准点
率不足五成，其中首都机场准点率为37.61%、杭
州萧山机场为 36.65%，而厦门高崎机场仅为
29.21%。另外，受恶劣天气影响最大的是南京禄
口机场，累计影响时常为112小时。

与国内机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6月全球大
型机场出港准点率中，日本的新千岁机场以96.18%
的出港准点率排名第一，其起飞平均延误时长仅为
7.3分钟。6月亚太地区大型机场出港准点率中，
中国内地的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排名最高，以
66.95%的出港准点率位列亚太大型机场第20位。

事实上，根据《落实2016年航班正常管理措
施及监测指标的通知》中相关要求，民航局一直在
加大对航班延误的监管。不久前，民航局宣布，因
航班延误数据超标，自6月1日起，停止受理福州
机场、厦门机场、浦东机场的加班、包机和新增航
线航班申请。但种种处罚措施并未让航班延误有
很大改观。

2017最佳避暑
旅游城市名单揭晓

据人民网消息，“第三届中国避暑旅游产业峰
会”日前发布《2017年中国避暑旅游发展报告》，
公布了2017年最佳避暑旅游城市、避暑旅游城市
观测点、最具潜力避暑旅游城市名单。

2017年中国避暑旅游城市7月排名前十五
的城市为：昆明、安顺、贵阳、大连、长春、吉林、丽
江、大同、呼和浩特、哈尔滨、兰州、青岛、烟台、延
安、西宁；8月份排名前十五的城市为：安顺、昆
明、长春、贵阳、吉林、银川、哈尔滨、大同、延安、呼
和浩特、兰州、太原、丽江、大连、承德。另外，鄂尔
多斯、神农架、凉山州、六盘水、中卫为“避暑旅游
城市观测点”，太原、哈尔滨、青岛、延安、西宁为

“最具潜力避暑旅游城市”，长春、烟台、贵阳、安
顺、昆明为“最佳避暑旅游城市”。

中国游客出境游文明素质提升

超6成游客提前做功课
据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7）》，报告显示，超八
成的中国受访者对本人在境外旅游时的文明素质
表示满意，中国游客本人评价得分平均9.5分。
同时，境外受访者普遍认可中国出境游游客文明
素质较5年前有所提升，其中46.2%的受访者表
示中国游客的文明素质普遍有了提高。

“2016 年，中国出境游客数达到了空前的
1.22亿人次，继续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的世界
冠军。过去，出境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甚
至会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点，但近年来中国游客
的素质有了显著提升，”驴妈妈旅游网公关部总经
理李秋妍示，“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文明旅游的
宣传引导，以及设置‘黑名单’带来的约束，另一方
面也与三成多的游客并不是首次出境旅游，对于
国外的法律法规越来越有‘敬畏感’有关。”

据悉，2017年上半年，驴妈妈旅游网的出境
游客中有31.5%的游客并非首次出境旅游，随着
出境游次数的增多，游客对于境外旅游需要做哪
些准备已经驾轻就熟；有71.2%的出境游客知晓
外交部透过短信、微博等方式发布的“出境游安全
与文明提醒”；62.3%的出境游客会事先了解目的
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避免触犯禁
忌，招惹麻烦。 (李辑）

新鲜芒果香甜多汁，颗颗火龙果
红艳饱满。眼下，正是不少热带水果
成熟待摘的时节，三亚日前相继举办
的芒果、火龙果等乡村采摘体验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报名参加，采摘
者驾车而行，前往设于山间村落的采
摘园，既能饱览沿途绿意青葱的自然
风光，亦能与家人朋友一同体验原汁

原味的田园生活。
“三亚不仅有滨海风光，也有美丽

乡村、热带雨林等资源，通过举办采摘
节等活动，将进一步推动旅游资源的整
合。”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郑聪辉说。

无独有偶，琼海的主打旅游产品
也逐渐由海岸线、沙滩、渔港等“蓝元
素”，逐渐向田园、农田、乡村等“绿元

素”发展，博鳌、潭门的海洋文化，结合
龙寿洋田园公园的花海、椰林、村庄等
休闲文化，通过不同产品的多元组合，
进一步丰富着旅游体验的层次感。

滨海旅游一度成为琼岛引客的重
要“法宝”。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凭借丰
富的热带雨林、青山绿水等自然资源，
温泉疗养、徒步观光、惊险漂流等特色

山间玩法也逐渐受到游客青睐。业内
人士指出，海南具备发展“蓝绿互动”的
资源基础，“蓝绿”元素相融的旅游产品
具有无限潜力。当前，岛上海上资源开
发趋于饱和，如何深度挖掘绿色的“森
林游”，让“蓝色”和“绿色”成为海南旅
游发展的两大杠杆，形成山海互动的良
性发展模式，是旅游升级转型的关键。

现状 |“蓝绿”优势打造旅游新牌

迈入7月，三亚迎
来热情的暑季。在三
亚市亚龙湾，天际边一
顶五彩斑斓的拖伞点
靓蓝天，与浪花追逐奔
跑的孩子们传来悦耳
笑声；不远处，博后村
青山环绕、玫瑰飘香，
吸引不少游人前来赏
花观景，体验美丽乡村
的山野之趣……

海景山貌，和谐共
生，亚龙湾片区的这一
隅旖旎景观令人回味。
近年来，海南结合地缘
优势，整合自然资源，因
地制宜大力开发特色旅
游产品，将游客目光从
湛蓝大海引入到青山绿
林、乡野田园，通过悉心
呵护山水林田湖等生态
元素，打造山海相融的
琼岛旅游新名片，逐渐
形成旅游资源由滨海向
山地延伸、平面向立体
延伸的发展新态势。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一个问题不容忽视，湾区众多的
海南面临着旅游资源同质化等尴尬现
象。有学者提出，岛内沿海城市资源
雷同、规划相似，显著互补的局面尚未
形成，旅游产品类型趋于相似，使得

“除了玩海就是玩海”成为不少到琼游
客心声。

“各市县间旅游线路的组合、宾馆
饭店的布局、景点景区的建设，都应该

有差别，人家才愿意来。”省发改委副
主任颜人才说。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整体部署与
资源统筹，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突出。一组数据是有力证明：2016
年，“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建设加快，三
亚接待过夜游客1651.58万人次，是
乐东、陵水、保亭等其他3个县总和的
5倍之多。

“保亭以热带山地旅游、雨林温泉
谧境、国际养生家园为定位，成为明显
区别于其它市县旅游的突破口。”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相关负责人坦
言，打通“蓝绿”资源格局，实现联动效
应，将有望破解“门票经济”难题。

如今，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和谐相
融的“蓝绿”旅游格局已开始在琼岛崭
露头角：“大三亚”旅游经济圈建设联

动三亚、乐东等四市县旅游资源；东部
形成以琼海为重要模式的“海洋+田
园”特色“组合牌”；海口则结合优势大
力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城市“后花园”；
西部一方面发展棋子湾等精品海洋景
观，同时借助儋州东坡文化等丰富旅
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中部地区以绿色
为“主打牌”，热带雨林、温泉养生、涉
溪探险等特色产品相继登场。

今年5月，经过精心规划、加快建
设，三亚市海棠区青塘村亲子乐园开
门迎客，推出户外拓展设施、儿童民
宿、DIY作坊、水果采摘等特色项目，
亲子游市场又新添一特色新产品。

“我们以‘留树’‘叠山’为理念，尊
重自然生态，因地制宜导入特色产
业。”青塘村建设者——上海友臻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说。

今年，我省加快推进“美丽海南百
镇千村”工程，通过吸引社会投资，与
旅游度假区、景区、产业园区融合互
动。这无疑对“蓝绿”旅游格局打造是
一大利好消息，全域旅游将通过乡村

“毛细血管”向纵深式发展。
与此同时，我省各市县亦在探索

着如何整合旅游资源，相继出台《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发展规划（2016—

2030）》等相关措施规划，发挥海南山
海共生的生态优势。

“我们与乐东、陵水、保亭通过建
立常态化机制，实现抱团式发展，对外
组合推介旅游产品，对内深化联通架
构，形成山海互动、蓝绿相连的琼南旅
游格局。”三亚市旅游委主任樊木表
示，目前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区实施方
案获审议通过，将推出十大举措整合

市县山水资源，推动新经济增长极形
成。

如何促进“蓝绿”资源深层次互
动？对此，业内专家建议，海南要强化
生态环境建设与污染治理，通过“双
修”等建设，抓好绿化宝岛和湿地、热
带雨林、海岸带保护等生态工程，以优
质的生态环境形成山海相融的立体化
旅游发展新格局。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

为未来医疗游客准备好了吗？

目前，马来西亚的
医疗旅游正在经历一
个凸显阶段。得益于
马来西亚医疗旅游协
会（MHTC）的建立及
其在东南亚地区的专
业推广，马来西亚作为
医疗旅游中心似乎非
常有希望。尽管医疗
旅游的游客数量不断
攀升，但关于游客选择
马来西亚作为他们的
医疗旅游目的地的主
要影响因素仍然缺乏
实证研究。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笔者收集了
潜在医疗游客的个人
访谈数据。经过一系
列的分析研究发现，对
目的地的可访问性和
护理质量都能显著地
预测未来游客前往马
来西亚就医的意图。

根据德勤医疗旅游报告，到2017
年，医疗旅游行业预计医疗游客将达
到1575万人次。2007年，仅美国就
有75万名医疗游客前往其他国家就
医和医疗保健服务。这一现象给一些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大的竞争机会，
并有很大的潜力为任何国家的旅游业
做出贡献。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
正在大力争夺医疗旅游中心地位。在
哥斯达黎加、古巴、加勒比海、匈牙利

和立陶宛等地，在亚洲地区的约旦、印
度、马来西亚、泰国和土耳其等地开展
了大规模的医疗旅游宣传活动并提供
医疗服务。在巴拿马、巴西、哥斯达黎
加和印度和马来西亚五大医疗旅游目
的地中，马来西亚被评为前五位。此
外，美国出版的《2014年国际生活》
（Intemational Living in 2014）的
一项研究表明，马来西亚的医疗保健
系统是其他24个竞争国家中排名第

三的国家。有了这些信息，马来西亚
无疑将被公认为亚洲最具吸引力的医
疗和医疗旅游提供者之一，这无疑为
这个国家的医疗旅游带来了巨大的潜
力。

马来西亚并不是东南亚地区唯一
的参与者，因为其他一些地区国家正
竞相吸引全球的医疗游客，马来西亚
迫切需要识别并强调其独特的竞争优
势，以区别其与竞争对手的区别。在

当前的医疗服务全球化中，能够突出
和维持竞争力的优势应该是马来西亚
作为其独特的卖点。为了区分马来西
亚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的产品或服务
的不同特征，需要了解潜在医疗游客
的主要行为，尤其是在选择医疗目的
地时对目的地属性重要性的认知。此
外，对游客行为意图的理解中，有部分
是对其产品（或服务）属性的参考，例
如，护理质量、储蓄和安全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竞争中心地位

旅游形象目地的特征是评价旅游目
的地形象的重要变量。目前，马来西亚
进行了一些有关医疗旅游的相关研究。
例如，Ahrnad和Yusuf通过确定可能
的需求和医疗旅游的关键主要问题，以
及医疗服务的服务质量，在柔佛州的一

家私立医院进行医疗旅游服务质量。
Aliman 和Moharnad（2013）分

析了病人对马来西亚私立医院的服务
质量认知和行为意图，发现病人的满意
度在服务质量知觉和行为意向之间扮
演了中介角色。虽然。这项研究并不

是在医疗旅游的背景下进行的，它提供
了一些依据，指出了患者对马来西亚的
医疗服务期待。关于目的地特性的测
量还有一些其他的文献指标被用于
Jotikasthira的研究中，她分析了赴泰
国旅游患者的动机和行为原因。有的

研究把目的地特性分为两个组，分别是
功能特性和心理属性。总之，在马来西
亚的医疗旅游中，尚未确定的影响患者
选择医疗旅游目的地特性有六个方面：
保健质量、储蓄潜力、安全保障、卫生状
况、旅游机会、目的地可访问性。

医疗旅游目的地特性

医疗旅游目的地营销过程中，由
当地的医疗旅游协会提出整体的概念
清单是非常重要的。正如 Joti-
kashthira所讨论的，目的地医疗旅
游管理部门和机构从医疗保健质量、
安全保障、卫生条件、储蓄潜力、旅游
机会和目的地的可访问性等六个方面
综合提出选择目的地的理念和比较优
势，供游客自主选择。

尽管有关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的讨论

一直很广泛，但仍缺乏对影响未来医疗
游客选择马来西亚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
的因素的实证研究。

收集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前
往马来西亚旅客数据的研究选择了所
需的300个样本，主要研究的数据收
集发生在2015年 3月 22日至 2015
年5月6日，共分发了330份问卷，完
成了325份问卷调查。在进行六种假
设测试之前，所有变量都经过了常量、

有效性和可靠性的测试。用多元回归
分析来检验这些变量的相关程度。只
有两个变量（即医疗保健质量和到达
目的地的可及性）可以显著地预测未
来游客前往马来西亚就医的意图。
对于目的地的可访问性的标准化系
数（β）是0.336，对前往马来西亚就医
的意图的影响大于对0.263β的医疗
保健质量的影响。通过适当的统计
方法对6个假设进行了验证，结果只

有2个是确定的。综上所述，医疗旅
游被证明是一个高收益的产业，值得
马来西亚付出额外的努力。除上述
建议外，马来西亚还应瞄准其他亚洲
国家的潜在市场，这些国家仍缺乏医
疗保健服务，如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等。

（原著：'Azizul Yadi Yaakop等
马来西亚大学海事商业与管理学院；
编译：赵健丽，美国犹他大学e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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