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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

与会嘉宾重点探讨

目前海南运营的邮轮母港航线10条
近5年共接待国际邮轮到访319艘次

接待出入境游客5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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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9日电（记者王培
琳 罗霞）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活动
中，与会各方代表签署共同倡议，同意
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
旅游城市联盟，开展全方位邮轮旅游
合作。

应海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共同邀请，来自中国海
南省、天津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广东
省广州市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菲律
宾巴拉望省、新加坡、泰国清迈府和
普吉府等东盟国家的地方省市代表

出席了“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来
自克罗地亚、芬兰等国相关省市代表
以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嘉年华
及其旗下歌诗达邮轮品牌、云顶集
团、地中海邮轮、皇家加勒比集团、诺
唯真邮轮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交通运
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马来西亚邮轮
产业协会等企业代表亦作为特邀嘉
宾出席。

各方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邮轮旅游合作”主题，就加强邮轮
旅游合作达成共识。

倡议指出，2018年是中国和东盟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东
盟关系正在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迈向
提质升级的成熟期，各方愿为此继续
作出积极贡献。

各方愿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邮轮旅游合作”为主题，在推动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中，开辟中国与东盟旅游
合作新领域、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区
域环境。各方同意在“对话”上成立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
城市联盟”，以加强中国海南和其他沿
海省市与东盟地区邮轮旅游产业发展
战略对接，并就加强邮轮旅游合作达

成共识。
各方愿在平等互惠、互利共赢的

原则基础上，开展全方位邮轮旅游合
作，积极推动邮轮入境口岸签证政策
进一步开放，并逐步消除政策壁垒，为
邮轮互相进入对方口岸给予方便，相
互开放邮轮旅游领域，实现旅游资源
和客源市场共享，优化邮轮航线布局，
提升航线互联互通，加快完善邮轮港
口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共同推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地区在上述各
方面形成常态化合作机制。

各方愿共同构建邮轮旅游信息

平台，并发挥各自优势，在邮轮旅游
产业科研合作、职业培训、合作办学、
人才信息化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邮
轮旅游业界交流与互通、为地方决策
提供智力支持。各方愿围绕邮轮设
计建造配套全产业链，发挥各方技
术、工业和人才优势，推动技术交流
与产业合作。

各方同意，“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秘书处设
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并逐步吸纳更
多的邮轮企业、港口运营商、旅行商和
相关协会加入。

“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与会各方代表签署共同倡议

同意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

地中海航运集团执行副总裁
查尔斯·巴德·达尔：

期待参与
海南邮轮旅游发展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今天下午，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
旅游合作”为主题的“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在博鳌
举行，地中海航运集团执行副总裁查尔斯·巴德·达
尔受邀出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海南发展邮
轮旅游潜力巨大，他期待能参与海南邮轮旅游发展。

“海南发展邮轮旅游的潜力巨大。”达尔说，
“希望海南政府能提高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拓
展更多中国南方市场和海外市场。”

地中海航运集团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近年
来全力布局其在大中华区的邮轮业务。达尔说：

“我们对海南很感兴趣，我们正在详细了解和对
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找准时机，将海南规划
设计在国际邮轮路线中。”

达尔对海南发展邮轮旅游提出了建议，他建
议在发展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前，一定要全面、深
刻地了解产业本身，明确好海南究竟想通过邮轮
旅游吸引哪些游客，并且通过开展合作为本地带
来更多投资。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今天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在博鳌
举行，去年与海南正式结为友好省份的
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何塞·查韦斯·阿
尔瓦莱兹也应邀出席此次活动。围绕
此次对话主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沿线邮轮旅游合作，阿尔瓦莱兹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巴拉望与海南这对友好

“姐妹”拥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在发展
邮轮旅游业上可进行长远合作。

“这次来海南就是来讨论邮轮旅
游的，我对海南的邮轮旅游业抱有期
待，希望巴拉望与海南在此领域可以
开展合作。目前，我们也在建立邮轮

港，我相信邮轮旅游可以进一步拉近巴
拉望与海南的距离，大家可分享彼此在
该领域内的资源，推动双方在邮轮旅游
业上的长远合作。”阿尔瓦莱兹说。

2017年7月，省委书记刘赐贵率
海南代表团访菲，在此行程中，海南与
巴拉望双方共同签署了正式缔结友城
关系协议书。在阿尔瓦莱兹看来，巴

拉望与海南都拥有温暖的气候、清澈
的海水、美丽的风景、丰富的热带水果
和海产品，随着邮轮旅游的发展、直飞
航线的开通，双方在整个旅游业上可
进行更多合作。

去年，阿尔瓦莱兹曾到访海南，他
说：“海南一年里的变化很大，去年我
们来这里时，博鳌还没有超级医院、养

生中心等，但这次过来，超级医院已经
开张，这让我们着实感受到了海南发
展医疗旅游的决心。”阿尔瓦莱兹认
为，海南坐拥美丽风光，在此基础上，
应好好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这一难得的
国际化平台，不断提升国际化程度，吸
引更多外国游客来海南旅游。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罗霞 王培琳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各方如何进一步深化
合作？于今天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中国—东盟省市长对
话”，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
轮旅游合作”为主题，将目光聚焦在邮
轮旅游合作上。

与会嘉宾就推动中国与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开
展邮轮旅游产业全方位务实合作进行
了广泛交流，重点就开展邮轮旅游合
作、开辟邮轮航线、开放邮轮签证政
策、开展邮轮旅游推广和成立“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
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合作共赢共促发展

在“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
上，海南邮轮旅游的发展引来不少与
会嘉宾的关注。在海南，许多国际知
名邮轮公司先后运营了海南至东盟地
区的一些航线。目前海南运营的邮轮
母港航线10条，近5年共接待国际邮
轮到访319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57
万人次。海南倡议成立“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期
待与各方开展全方位邮轮旅游合作，
促进邮轮经济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这一“合作共赢”的想法，引起了
嘉宾们的共鸣。

“西哈努克省有柬埔寨唯一的深
水海港，相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邮轮旅游城市联盟’的建立，将有
助于让西哈努克港口的优势发挥得更
加淋漓尽致，带来更多的海外游客。”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长润明说。

“邮轮旅游产业是天津在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中的最大的比较优势，
拥有广阔的邮轮旅游客源市场、丰富
的旅游资源、全面的政策优势和健全
的邮轮配套服务体系。”天津市副市长
赵海山提出，天津愿与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各方进一步扩大交流，深
化合作。一是愿加强邮轮产业合作，
包括互为旅游目的地、互送客源，支持

企业参加对方的邮轮会议、展览会。
二是欢迎国际邮轮公司在天津设立邮
轮用品采购供应基地。三是愿与国际
邮轮公司和国内外院校共同进行邮轮
人才培养。

“菲律宾越来越重视邮轮旅游这
一战略性产品。”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
何塞·查韦斯·阿尔瓦莱兹介绍，巴拉
望省正在挖掘邮轮旅游的潜力，包括
正在进行港口建设等，希望同与会各
方加强在邮轮旅游方面的合作。

发挥优势做足文章

在嘉年华集团中国区主席陈然峰
看来，泛南海地区气候宜人，旅游资源
丰富，文化独特，在发展邮轮旅游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完全具备成为
继加勒比海、地中海地区之后的又一
个邮轮旅游区域中心的潜力。

“我们正积极同海南相关部门商
讨共同开发邮轮航线。”陈然峰建议，
充分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
邮轮旅游城市联盟”机制，在东盟国家
和中国之间建立便利的签证政策、通
关政策以及港口优惠政策，以利于邮
轮航线的开展；大力开发旅游目的地，
各国提供丰富优质的岸上游产品以及
配套的旅行社服务，以更好地推介当
地旅游资源，丰富游客体验；各国相关
部门及邮轮公司积极探索，共同开发
多样化的邮轮航线（例如飞机加邮轮
模式）；共同投资和建设邮轮港等。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吴强提出，中国邮轮旅游目的地过
于单一，已经成为限制行业发展的重
要瓶颈，亟待开发新的邮轮旅游航
线。“中国邮轮产业未来潜力在南海，
南海将成为与加勒比海、地中海并肩
的全球三大邮轮旅游胜地之一。”吴强

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各方要加快邮
轮母港建设，完善邮轮港口基础设施，
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民心
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多方深化交往

“海南岛地理位置优越，可以与沿
线东盟国家联手打造独特的泛南海海
岛风情邮轮航线。”云顶邮轮集团总裁
朱福明说，比如从海南岛出发，推出往
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地的循环航
线，在让中国旅客前往各国旅游的同
时，也可以接载东盟国家的旅客来到
海南岛旅游，促进各国人民友好交流，
建立多方共赢的邮轮经济圈。

朱福明提出，一是要推动港口设
施建设和改善。“中国已经有不少能够
容纳15万吨及以上邮轮的码头，但亚
洲港口城市除了日本、新加坡及马来

西亚的部分港口外，能够靠泊15万吨
或以上邮轮的码头并不多，大部分码
头的配套基础设施不全，交通及接待
能力仍然未能适应邮轮产业的发展。”
二是要简化人民往来的签证手续。三
是要打造特色邮轮旅游线路和产品。
四是要支持邮轮产业推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
怡就促进中国—东盟地方务实合作提
出建议，建议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
城市间的旅游文化合作，中外地方政
府应继续鼓励或开展更加广泛的旅
游文化活动，增进民间友好往来和文
化互学互鉴；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
城市间的青年交流，鼓励政府间开展
更多青年领域的互访交流，尤其是举
办就业、创业、职业培训等合作项目；
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城市间的公
益合作。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芬兰北芬兰地区管理署署长
泰尔图·萨沃莱宁：

希望与海南联系更紧密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海南是一个热带度假胜地，它为芬兰寻找旅
行目的地的游客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谈及
对海南的印象，芬兰北芬兰地区管理署署长泰尔
图·萨沃莱宁赞不绝口。

据了解，位于北欧地区的芬兰自2002年以来
就一直与海南省有合作。在过去的20年里，代表
团的访问，更加促进了两地之间友好情谊的发
展。三亚和库萨莫也已达成友好城市关系，海口
和奥卢也通过大学间的学生交流加强着联系。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越发受到重视，泰尔
图·萨沃莱宁表示，此次芬兰代表团的意愿也代表
着众多旅游经营者的意愿。

泰尔图·萨沃莱宁认为，海南对于芬兰来说极具
有吸引力。海南的旅游服务业有着较高的专业水
平，健康旅游也是一个日益增长的旅游领域。海南
可为芬兰人提供丰富的滨海旅游产品，尤其是在芬
兰的秋、冬季，滨海旅游对芬兰人极具吸引力。

在日后的发展中，泰尔图·萨沃莱宁也希望双
方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借鉴。泰尔图·萨沃莱宁表
示，海南在旅游方面投入很大，芬兰可以从海南的
旅游创业精神以及服务态度中学到很多。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克罗地亚扎达尔省省长
波茨达·隆金：

对海南与扎省的合作
充满期待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扎达尔省是东南欧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是克罗地亚以旅游著称的省份，今天，克罗地亚
扎达尔省省长波茨达·隆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他对扎达尔省与海南省的合作充满
了期待。

据介绍，扎达尔省在克罗地亚驻中国大使
馆的支持下，已经在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商业
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中国海南省与扎
达尔省已经形成了友好的区域关系。今天两省
签署的发起两地友好关系的意向书具有里程碑
意义。

随着两地友好关系的更进一步，扎达尔省
将与海南在旅游项目、文化领域、经济项目的投
资方面进行合作。

此外，波茨达·隆金告诉记者，旅游业作为海
南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经济支柱，多年来，海南的游
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一直保持显著上升趋势，海南
特色旅游文化品牌节日较具影响力，这些都值得
扎达尔省借鉴。

谈及对海南未来旅游发展，波茨达·隆金建议
海南推广新的旅游经营类型，营销新型旅游产品，
并且通过节日活动刺激旅游消费，促进旅游业健
康、快速发展。 （本报博鳌4月9日电）

菲律宾巴拉望省省长何塞·查韦斯·阿尔瓦莱兹：

巴拉望与海南在邮轮旅游业上可长远合作

“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聚焦邮轮旅游合作

深化合作 共促南海成邮轮旅游胜地

目前海南运营的邮轮母港航线10条，近5年共接待国际邮轮到访319艘次。图为2017年1月6日，“中华泰山”号邮轮载着800余名
旅客，从海口秀英港出发，这标志着“中华泰山”号邮轮的海南至越南航线正式开通。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