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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旅游
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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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结庐在人境，而无
车马喧”，暂别都市繁华
喧嚣，择一片静谧之地，
乐享田园野趣，总令人
心驰神往。闲暇时光，
与家人下乡踏青、采摘
蔬果、体验农耕；若工作
繁忙，还能在家通过互
联网远程监控农庄里瓜
菜家禽的生产和管理
……如此归隐田园、返
璞归真的田园牧歌之
梦，如今正逐渐变成现
实。

日前，财政部下发
《关于开展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今年在海南等 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支持有条件
的乡村因地制宜发展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
体验，让农民充分参与
和受益。在此契机下，
琼岛“共享农庄”成为热
词，各市县纷纷结合优
势呵护乡村的绿水青
山，推动美丽农庄建设，
联动农民、农业、农村协
调发展，共享农庄试点
逐渐由点到面遍地开
花，为全域旅游发展带
来新活力。

因地制宜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促农民增收、助产业升级

共享农庄，悠享海南田园之乐

虽然韩国政府支持医疗旅游的发
展，但在跨文化交流的范围内，医疗保
健从业者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似乎
是影响其发展的核心障碍。同时，更
便利的促销活动、政策制定和行动监
管，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要解决和
消除这些障碍，需要采取若干战略，如
政府对文化培训的支持，以及鼓励健
康从业人员在国际范围内提高其文化
和语言能力的合作等。

高水平没能确保高收益

在作为医疗旅游主要目的地的许
多亚洲国家，政府已经积极投资基础
设施和促进医疗旅游。如泰国为外国
病人提供舒适的星级宾馆式的医院氛

围，马来西亚通过文化多样性能力提
升了竞争优势。而韩国在高水平和高
质量的情况下，外国病人的数量却在
减少。其实，韩国一直在努力加强其
医疗旅游，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医疗设
施和医院，同时还将其IT医学推广到
海外市场。根据各种标准排名的30
个医疗旅游目的地中，韩国位列第17
名。

2005年韩国政府支持全国建立
健全医疗旅游服务体系，经过4年的
战略规划、需求认定和监督立法，自
2009年正式提供有保障的医疗旅游
服务，外国患者的数量年增长34.7%，
从2009年的60，201人上升到2014
年的266，501人。

高度活跃的私营企业在政府部门
和管理委员会的系统支持下成立多行
业的新业态机构，如韩国医疗海外促
销理事会（CKMOP）引导与国际病人
的交流活动；韩国健康产业发展研究
会（KHIDI）管理先进医疗技术……除
了成立上述管理机构外，政府专门对

医疗旅游进行金融支持和投资管理，
促进营销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政府还建立向各国发放医疗旅游
签证和定期评估医院机制。尽管韩国
设计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系统，但最近，
与东亚的竞争对手相比，韩国的外国
患者数量并没有大幅增加。政府每年
投资4亿美元，而这笔钱远远超过了
回报收入。

政策和法规
是主要影响因素

到目前为止，有一系列的因素被
认为是造成这种新趋势的根本原因，
例如，客户服务质量差，信息的交流有
限，缺乏面向病人的服务体系……毫
无疑问，韩国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既是
程序又是设施，但为了可持续发展，韩
国医疗旅游需要全面修订。

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和深度访谈
收集数据发现，包括政策制定和政府
法规、专业知识、宣传、沟通技巧和语

言等都对韩国医疗旅游的发展产生直
接的影响，特别是政策制定与政府法
规。例如，在解决医疗旅游中训练有
素的专家问题的问题上，发现政策制
定和专业知识存在重叠。

需要独特品牌展开
全球营销

2016年 6月在韩国医学旅游的
总体特点上进行的案例研究发现，“英
语语言服务”和“专攻外国病人护理”
分别有94和50%的重复水平，它意味
着有效和适当的文化能力使健康从业
者避免任何泛化和提供文化服务，特
别是对于每个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人
背景的病人。在韩国的医疗旅游方
面，除了全球联网，医疗机构参与影响
竞争力，医护人员的能力是关键因
素。积极沟通能力和文化能力可以吸
引外国患者。

同时，韩国缺乏一个独特的品牌
也是障碍。韩国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

的药物来促进医疗旅游，但似乎没有
足够的说服力来吸引外国患者，因为
他们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同样的质
量。因此，“全球营销策略”和“研发活
动”是必需的。相关的韩国政府部门
可以提供有关全球市场的有效信息，
也可以鼓励组织为研发项目分配预
算，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并注意对员
工的特殊培训。其他类似韩国的国家
已将医疗旅游纳入其旅游营销战略。

研究显示，以新进技术为基础的
高质量医护和基础设施，使韩国成为
医疗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需要预
先制定一个准确全面规划支持新业态
的所有细节。针对到韩国的外国患者
人数正面临着下降的趋势，政府应该
重新配置政策和规划，特别是在促销
方面。同时，医疗旅游专家的沟通技
巧和培训问题也应得到解决。

（原著：拉丹&阿夫哲，北塞浦路
斯法马古斯塔东地中海大学旅游管理
系 编译：赵健丽 美国犹他大学EM-
PA）

多重障碍削弱韩国医疗旅游吸金力

上半年中国旅游全线飘红

国内游超预期
出入境双增长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
数25.37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3.5%。其中，
城镇居民17.57亿人次，增长15.8%；农村居民
7.80亿人次，增长8.5%。国内旅游收入2.17万亿
元，增长15.8%。国内旅游增速超出预期。

出入境旅游人数实现“双增长”。今年上半
年，入境旅游人数6950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2.4%，其中外国人1425万人次，增长5.8%。中国
公民出境旅游人数6203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5.1%。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如今已由少
数人的奢侈消费变成普通人的大众消费。尤其是
近年来全域旅游发展如火如荼，全域旅游成为地
方推进旅游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国
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国家旅游局共批准了两批500个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去年这些单位共
接待中外游客18亿人次，约占全国旅游人数的
40.5%，同比增长20%，旅游总收入1.76万亿元，
同比增长21%。

10万人的剑桥今年已接待550万游客

其中九成来自中国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今年夏天，参加夏令

营游学的中国孩子，让本来就游人如织的英国伦
敦、剑桥、牛津等地，变得更加热闹。据统计，剑桥
常驻居民仅有约10万人，今年已接待约550万游
客，而其中约90%来自中国。

除了因英镑对人民币贬值刺激中国消费者赴
英旅游、购物外，中国国际游学的兴起，也是剑桥
游热的一个重要原因。2016年中国国际游学人
数已达65万人次，市场规模达195亿元。其中美
国、英国成为中国学生主要的游学目的地。

有调查显示，出国游学者年龄集中在15-17
岁（46.6%），53.5%的游学人群家庭年收入在11
万-30万之间。

福建4景区发布
“清新指数”

据福州新闻网消息，福建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和福建省气象局合作，将联合在10家5A级景区
及平潭海坛景区、莆田湄洲岛景区布设“清新指
数”监测站。

目前，武夷山景区、古田会议会址、泰宁旅游
区和格氏栲国家森林公园4家景区的“清新指
数”，已发布上线，分“非常清新、清新、较清新、一
般”四个等级。游客可通过省旅发委官方网站、微
博、微信、笨游APP及“知天气”APP下载。

圆明园推出
50件文创产品

据《北京晨报》报道，近日，圆明园文化创意市
集在“圆明园传习所”开幕，首批50余件精致的文
创产品在市集上亮相，未来拟通过圆明园官方淘
宝店和官方微店销售。

今年圆明园第二十二届荷花节期间，圆明园
遗址公园首次设立“圆明园传习所”，面向社会公
众传播艺术文化。为了让圆明园历史文化资源融
入百姓生活，8月8日，位于绮春园天心水面的圆
明园文化创意市集开幕，游客可免费进入市集参
观。文创产品是基于圆明园的历史文化、珍贵文
物、网红黑天鹅及荷花等元素开发、制作的，包含
圆明园萌宠黑天鹅做成的水杯、汤勺、靠垫和摆
件；出土瓷器上的并蒂莲纹样制成的锅垫杯垫；圆
明园最著名的大水法的 3D打印；万方安和的

“卍”字形状做成的手指陀螺等。
此外，游客可以现场体验圆明园VR系列产

品，这是围绕圆明园文物本体及其历史环境开发
出来的以VR技术为承载的文物旅游数字化产
品，8月8日展出的VR产品包含大水法、观水法、
正觉寺文殊亭等，游客可感受到圆明园历史上的
真实美景。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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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搜索微信号“hnrblyzk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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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模式打造农村新业态
“摘菜”游戏成现实场景

近日，乐东首个共享农庄在尖峰镇万
钟金菠萝基地开工，其所打造的“互联网+
现代农业”的特色模式，引起社会关注。根
据规划，乐东将因地制宜打造农业休闲观
光综合开发区，以中高端消费市场为目标，
利用互联网平台打造可用手机管理的农
庄，并为消费者提供土地租赁、托管代种、
产品认养直供等服务。

“农庄中将安装摄像头24小时监控，
庄主可通过手机随时查看农庄管理，同时
通过微型气象站，还能随时查看气温、降水
量、风力等各项气象数据，实现远程控制灌
溉和施肥。”乐东尖峰共享农庄规划建设方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远程监控、智能遥控、虚拟摘菜，曾一
度热门的网络“摘菜”游戏，如今在互联网
技术与农业发展新模式的推动下，逐渐变
为现实场景。

今年初，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升级转型，
以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全域旅游为契机，我
省出台《关于以发展共享农庄为抓手建设
美丽乡村的指导意见》，大力推动发展“共
享农庄”，使农民转变成为股民、农房转变
成为客房、农产品现货转变成为期货、消费
者转变成为投资者，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农村增美。

在文昌铜鼓岭山脚，仅有11户68口
人的小渔村好圣村，明确提出打造村级全
球商业区块链创新联盟村庄，融合航天文
化和民俗文化，盘活农业资源；海口兰花谷
庄园内，借力前沿物联网商业模式，“共享”
农业生产，吸引客源；昌江则联手奶牛牧
场，开创新奇有趣的农牧体验……可以预
见，农旅结合深入推进下，“采菊东篱下”的
悠然之梦将成真。

多措并举打造“梦想农庄”
把“土里土气”变“扬眉吐气”

“共享农庄”该如何发展？8月18日，筑梦田园
共享农庄——海南“共享农庄”落地研讨会暨“互联
网+特色民宿”创业分享会在海南互联网+众创中心
举行，百余名海南农庄、民宿等业内人士共聚一堂，
共同探讨如何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推动“共享农庄”
加快发展，碰撞出思想火花。

分享会上，“互联网+共享农庄”“互联网+田园
综合体”等关键词顿时成为创新创业的新概念。“‘共
享农庄’实则是共建共享共赢，要发动群众一起再造
故乡。”海南火山村荔枝、花梨之家民宿创办人陈统
奎认为，一个农庄成功的本质是从农民的利益点出
发，要鼓励本土精英做共享农庄的“火车头”，发挥引
领作用，吸引都市的专业人士来做“共建人”，把“土
里土气”变成“扬眉土气”。

如今，在先进经营理念引领下，琼海大路镇文
头坡村“田园梦想”项目已陆续推出了民宿、农家园
林餐厅、无公害菜等近10项服务体验项目，每年接
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未来的共享农庄是通过生
活美学和休闲商业功能的有机融入。”琼海海的故
事、田园梦想创办人蒋翔认为，“共享农庄”要营造
打动心灵的乡愁场景，营造互联网时代场景粉丝经
济模式。

先进的经营理念，助力农业增收，而独特优美的
自然风光，则为农庄持久经营的重要吸引力。“三亚
要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基础上，用好各类政策加快推
进“共享农庄”项目的落地以及开工建设。”三亚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展共享农庄，要守住乡村的青
山绿水、生态环境资源，同时还应加快水网、路网、网
络、乡村公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农民安居幸福
指数。

“下一步，海南将发挥特色资源优势，发展产品
订制型、休闲养生型、投资回报型、扶贫济困型、文化
创意型等5类‘共享农庄’模式。”省农业厅相关负责
人透露，海南将建立健全“共享农庄”标准体系，打造
标准化“共享农庄”品牌，开展“共享农庄”专项营销，
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对“共享农庄”基础设施项目给
予奖补，多措并举打造“梦想农庄”。

探索新型农业发展模式
外地游客认养海南椰子

根据规划，今年海南着力构建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把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成富裕农民、服务全
国、振兴经济、绿色崛起的王牌产业。“我省
今年将力争农业增加值增长4%，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5%。”省农业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

长期以来，受自然环境、气候影响、市场
竞争等因素制约，“看天吃饭”一度成为农业
加快发展的阻碍之一，农民亦苦恼于好产品
无销路、无市场，农村发展缺乏成熟的商业
模式和持续运营能力。

业内人士认为，海南资源得天独厚，以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为契机，依托农村绿
水青山、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深入开
展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和星级企业培育行
动，推出一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路
线，打造“农业+”模式田园综合体，将助推
农业升级转型。

文昌好圣村便为推动新型农业模式进
行了有益探索。“作为休闲农业的新业态，农
庄不仅仅是让游客可以前来游玩采购，还可
以通过互联网认养家禽、果木，通过互联网
参与到农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省农业厅
休闲农业发展处处长陈良介绍，目前好圣村
2000余株椰子树，通过互联网平台被游客
承包认养，当地农民的椰子收入也从每株一
年50元提高到了100元。

“共享农庄是解决农产品滞销和价格
波动、乡村缺少商业模式和持续运营能力、
乡村旅游产品单一和水平较低、贫困户持
续稳定脱贫致富、农耕文化传承等问题的
有效举措。”三亚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三亚首批“共享农庄”落户南
田地区，项目地块面积约3838亩，预计投
资68亿元，打造科技农业、产业农业、旅游
农业。

文昌龙楼镇好圣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定安红花岭村冷泉湖农庄。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