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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以下
简称“旅交会”） 于近日在上海举行。
此次旅交会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程
度较往年有新的提升。参展国家及地区
达 到 106 个 ， 展 位 总 数 2593 个 。 其
中，国内展位数 1813 个，占展位总数
的70%，海外展位数780个，占展位总
数的 30%。为强化展会的旅游交易功
能，主办方专门在 E6 馆开辟了专业洽
谈区，邀请来自 48 个国家和地区约
660位境外旅行商参与洽谈。

主题展区人气爆棚

中国旅游集团首次亮相旅交会无疑
是此次旅交会的一大看点。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 E3 展馆，记者看到，中旅
集团大红色的展区十分醒目，而且阵容
庞大，旗下旅行社、酒店、景区、地
产、金融、房车、游轮等品牌一起亮
相。一开馆就引来中外参展商和游客的

“围观”。
像中旅集团这样的展区还有很多

家。在本届旅交会上，万达文化旅游项
目、万达旅业及万达酒店等旅游全产业
链集体亮相。南昌万达乐园、合肥万达
乐园、武汉汉秀、西双版纳万达国际度
假区、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均受到各
方人士认可，并吸引了多家厂商前来咨
询洽谈合作。

文化旅游城是万达集团今后几年的
发展重点。未来，万达集团将布局省级
行政中心或重要经济圈核心城市，通过
多家不同星级的酒店群，配合文化、演
出、娱乐、商业等业态组合，着力打造
新一代中国会展目的地旗舰项目。

在阿里巴巴集团最新打造的“飞猪
旅行”展区，科技感、未来感的炫酷展
示也非常抢眼。阿里巴巴集团游轮运营
总监毛立人介绍说，此次“飞猪”展区
展示了“出境游旅行超市”，该平台与
淘宝类似，需要线下供应商在“飞猪”
开通商铺，上传产品信息，后续的营
销、推介由“飞猪”来负责。

极具热带海岛元素的浪漫装饰、弥
漫着浓郁的澄迈咖啡香气、精巧别致的
椰雕特色旅游商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嘉
宾到海南馆咨询洽谈。“海南冬天暖
和，好玩得很，这个冬天，我要带朋友
们去海南。”来自俄罗斯的旅行商掩饰
不住对海南的向往。

“上海的国际化氛围浓厚，我们把
海南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在这样大规模
的交易会上集中展示，对提高海南旅游
的知名度大有帮助。”海南代表团团
长、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说。

海外展商逐年增多

随着我国游客出境旅游人数不断增
长，中国已成为众多国家的主要客源
国。各国旅游局高度重视中国出境旅游
业务，纷纷加大了对中国游客的宣传力
度，推出了一系列宣介活动和特色线路。

上海市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介绍
说，本届旅交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国际化
程度，海外展位 780 个，占展位总数的
30%；参展单位 1088 家，其中海外参展
商410家。同时，南太平洋旅游组织、亚
太旅游协会、东盟秘书处、中东欧旅游协
调中心、中国—东盟中心等国际旅游组
织也都前来参展。

金门大桥、棕榈摇曳的夏威夷风光，
美国展览团将美国风情搬到了中国国际
旅游交易会现场。纽约市旅游会展局负责
人表示，近十年来，中国赴纽约旅游的游
客快速增长。为了吸引中国游客深度体验
纽约，从今年8月份开始，纽约旅游会展局
推出了“SEE YOUR CITY”第四期活
动，鼓励游客和当地人一样探访纽约五大
区，体验风景、美食、历史和文化。

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首席执行官助
理贾娜·佳维托维克表示，近两年通过参

加旅交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和世
界各地游客，增进了国际交流和交往。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葛甘·瓦塔纳
瓦朗军说，非常荣幸能作为主宾国代表
参加本届旅交会，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已经成为相关国家加强旅游人文交流、
增进友谊的桥梁。此次交易会，泰国共
有 56 个旅游参展商，展位面积 246 平方
米，全方位展示了泰国丰富多彩的文化
旅游资源。希望通过旅交会平台能进一
步促进泰中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增进
泰国与其他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

交流洽谈成效显著

业内人士表示，旅交会已受到了海
内外旅行商的高度重视，成为开展海内
外旅游交易的最重要平台。

俄罗斯航空公司大中国区经理杨一
晨认为，旅交会是旅游行业的一大盛事，
来自世界各地的卖家和买家汇集于此，
可以与资质良好的参展商直接沟通。法
属留尼汪体验之旅专业旅行社代表莎莉
介绍说，开馆后不久就有了签约意向买
家，“仅仅半个多小时的洽谈，西班牙的
一家旅行社就爽快和我们签约”。

中国已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

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贡献平
均超过13%。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
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旅游人数
33.6 亿人次，入出境旅游总人数 1.94 亿
人次，旅游收入 2.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
分别增长11%、13.5%和3.7%。

哥伦比亚国家航空公司代表说，目
前，去哥伦比亚的中国客人呈现逐年增
长态势。我们越来越重视对中国市场的
开拓，希望通过旅交会推介我们的航空
产品，寻找更多合作伙伴。

此外，旅交会期间，阿里旅行还与泰
国旅游局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通过开
设泰国旅游目的地频道、引荐优质旅游
地接、协同制定旅游产品等级标准等形
式让泰国旅游产品更透明合理，最大限
度为出行泰国游客提供保障，确保行业
良性发展。

阿里旅行总裁李少华表示，借助旅
交会这一平台，阿里旅行与世界各地的
旅游局和供应商大规模签约，策略上是
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把原产地直供、原
汁原味的旅行商品传递给中国游客，并
通过互联网手段，缩短商家与消费者的
距离。这也是马云所说的超越传统电商
的“新零售”，是打通全球买家卖家思路
的体现。

竞相推出新产品 结交合作新伙伴

“旅交会”让旅游机构不虚此行
本报记者 郑 彬

“有机会还是想回来看看。”看着自
己工作过 4 个年头的中南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园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国际农业
合作开发有限公司的宋西平不无感慨地
说。再过 3 个月，公司工作团队就将撤出
园区，将示范中心移交给南非自由州省
政府农业部门。即将告别自己倾注了青
春与热血的岗位，宋西平在收获完成使
命的喜悦时，也难免感到一丝不舍。

位于南非自由州省葛瑞普大坝附近
的中国—南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非
合作论坛十年来丰硕成果的有力佐证。自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以
来，中心工作人员白手起家，短短数年间，
就已经打造出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化渔
业技术示范基地。围绕教学培训、技术示

范推广和实验研究等三个基本功能，中心
与当地广泛开展技术合作，在促进当地水
产养殖发展方面取得了喜人成果。

自由州省是南非的农业大省，渔业在
该省经济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
深居内陆，发展淡水养殖也是当地政府和
人民的热切盼望，但苦于技术滞后、人才
匮乏等瓶颈，当地水产行业发展长期以来
较为缓慢。中心成立以来，专家团队将中
国先进的淡水鱼养殖技术、发展经验和南
非当地水产养殖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南
非当地水产技术官员和养殖农户量身定
制培训方案，累计培训280余人。中心团队
攻坚克难，累计繁育各种鱼苗 150 万余
尾，充分展示中国技术在南非“落地”的可
行性。不仅如此，中心还建立了多个技术

示范板块，包括鱼种繁育技术、室内和池
塘养殖技术、固定和浮式网箱技术、鱼菜
共养技术等，大大推动了养殖技术的推广
普及。

示范中心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也
得到了南非政府的高度认可。南非农业
部定下宏伟目标，希望将示范中心发展
为辐射整个南部非洲的淡水渔业培训和
研究基地中心。中心的多项养殖技术受
到南非农业部和自由州省农业部门“重
大关键成就”肯定。目前，南非政府正与
中方紧锣密鼓地对接，就移交之后项目
可持续发展事宜积极洽谈。作为中国政
府在农业领域援助南非的第一个项目，
示范中心无疑为“中国品牌”树立起了良
好的口碑。

示范中心成功运营的背后，其实也
少不了艰难险阻与磕磕绊绊。为了保证
鱼群质量，专家团队常常顶着酷暑高温，
一遍遍地巡视鱼塘。示范中心地理位置
偏僻，日常出行极不方便，为了采购部分
食材，往往得长途驱车数百公里。

不过，在项目经理吴卫军眼中，只要
能把示范中心做大做强，再苦再累也是
值得的。吴卫军认为，示范中心不仅有助
于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民众收入水
平，更将为中国农业技术输出打造亮丽

“名片”，为中非合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在
吴卫军带领下，中心团队时刻牢记“维护
国家名声，保护项目利益”宗旨，兢兢业
业，不辞辛劳，努力实现“授人以渔，粮安
天下”的初衷。

“ 授 人 以 渔 粮 安 天 下 ”
——记南非自由州省中南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蔡 淳

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报道：一场特
殊的项目对接会——京津冀携手香港
开拓“一带一路”投资贸易项目洽谈会
日前在北京举行。说它特殊，不仅因为
这场活动由京津冀三地商务部门和香
港投资推广署共同主办，更因为这是京
津冀港首次联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展开务实项目合作。

“京津冀三地企业在‘走出去’方面
联合开展项目对接洽谈尚属首次。”北京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津冀三地
携手“走出去”，一方面是深度融合发展
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具备产业优势互补
的良好合作基础。

作为第20届京港会的专场活动，京
津冀三地 150 余家企业参加了这次对接
交流活动。巴基斯坦、泰国、老挝、匈
牙利等国驻华使馆、欧中企业联合会介
绍了有关国家地区的政商环境和重点项
目。除重点推介外，对接洽谈活动还发

布了 10 余个国家的境外合作项目信息，
涵盖工业园区及地产开发、旅游、教
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北京在科技研发与创新、高端装备
制造和商务服务业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产
业优势；天津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东部起
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河北内环
京津，外环渤海，国际产能转移空间巨
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引下，三
地商务部门正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加强
管理、政策、平台创新，为三地企业携

手“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记者从三地商务部门了解到，京津冀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
作正在稳步发展。截至9月底，三地共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核准和备案企
业机构 1235 家，中方协议投资额 203 亿
美元。

三地境外企业主营业务也各具特
色。北京 588 家境外企业主要涉及能源
电力、矿产、汽车制造、房地产等领域；天
津458家境外企业主要涉及农业合作、矿

产开采、轻工制造等领域；河北 189 家境
外企业主要涉及冶金、建材、机械、农业等
领域。

香港如何在京津冀企业“走出去”过
程中发挥桥梁作用？香港投资推广署助
理署长何兆康表示，香港有条件为京津
冀“走出去”企业提供国际资产管理、风
险管理及跨国企业财资中心服务，依托
广泛的商业网络和专业的服务，帮助京
津冀企业将业务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

150余家企业参加

京津冀携手香港开拓“一带一路”沿线项目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我们欢迎中国游客来摩
洛哥，我们正在做各种准备，包括招聘中文导游。”摩
洛哥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加强和中国的沟通，
更多了解中国游客，不断提高和完善服务，以满足中国
游客的需求。

摩洛哥旅游局新闻发言人Rabia女士表示，摩洛哥
今年 6 月 1 日宣布对华免签政策，这对推动摩洛哥旅游
业发展有很大帮助。“鉴于目前摩洛哥和中国尚无直
航，我们加强了和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的合
作，由该公司航班把中国乘客从阿布扎比送到摩洛哥。”

谈到摩洛哥的“旅游2020远景”，旅游局负责数字
和技术信息的 Noureddine 先生介绍说，摩洛哥旅游局
制定的 2010 年远景规划已经圆满完成了 1000 万游客
的目标，2020年远景目标是2000万游客。除了在各国
推介和参加旅游展览会，现在的重点是利用数字化推动
摩洛哥的旅游发展。

据 Noureddine 介绍，数字化包括三个方面：首先
是建立网站。目前的网站上有 14 种语言，正准备推出
中文版；其次是通过社交媒体推广，鉴于中国社交媒体
的特点，正在完善社交媒体本地化工作；第三是通过电
子商务实施在线销售旅游产品。

摩洛哥旅游局大区总经理 Said Mouhid 介绍说，6
月1日宣布对华免签政策以来，中国游客人数上升明显，
预计2016年能达到2万左右。目前摩洛哥旅游局正积极
采取各种举措，为更好吸引和接待中国游客做好准备，
2018年前期望实现每年吸引10万中国游客的目标。

摩洛哥做好准备迎中国游客

本报讯 记者夏先清报道：近日，南航河南航空连续
引进两架波音 737-800 飞机，执行民航冬春航班计划，
重点开通郑州—哈密—喀什、广州—郑州—兰州和三
亚—郑州—兰州新航线，着力打造“一带一路”中原大地
通往甘肃兰州和新疆西部边陲喀什的东西丝路大通道。

随着郑州“米”字形铁路构想全部落地，以及高铁与
郑州机场的“无缝对接”，郑州机场的客源聚集效应越来
越明显。数据显示，今年前 9 个月郑州机场客流量达到
1539 万人次，增速 18.2%。因此，中国南方航空河南航
空有限公司加大了运力的引进计划，引进波音 737-800
型飞机，机队总规模达到29架。

在2016年冬春季航班计划中，南航河南航空有限公
司着力打造“一带一路”中原大地通往甘肃兰州和新疆西
部边陲喀什的东西丝路大通道。除新开通的每周一、五
郑州—哈密—喀什航线，加上原有的每周三、日的郑州—
库尔勒—喀什，每周二、四、六的郑州—石河子—喀什航
线，和每天各一班的杭州—郑州—乌鲁木齐、福州—郑州
—乌鲁木齐、郑州—乌鲁木齐三条航线，中原大地连通西
部新疆的航线将达到六条，连接新疆五个城市，使“一带
一路”东西丝路大通道空中交通更加便捷。

南航增开“一带一路”航线

本版编辑 廉 丹

今年以来，福建省晋江市积极对接海外项目，提升自
身质量，促进玩具出口。据了解，今年前 3 季度，晋江市
共出口玩具7650万美元，同比增长27．54％。图为在福建
省晋江市一家玩具厂，工人在整理即将出口的玩具汽
车。 （新华社发）

在2016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俄罗斯展台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中国客户讲解本国旅游特色。 关 林摄

厦门跨境直购驶上快车道
本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近日，随着厦门海关关

员在“厦门跨境电商海关通关管理平台”上完成审核放
行等手续，来自澳大利亚的225件直购进口奶粉、保健
品等在厦门跨境电商园顺利通关，标志着厦门跨境电子
商务“直购进口”模式正式启动，厦门跨境电商发展将
驶入快车道。

国家跨境电商新政正式实施以来，厦门海关结合厦
门口岸特点，重新梳理跨境电商监管流程，优化厦门跨
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电商、物流和支付
企业可分别向海关发送订单、物流和支付信息，真正实
现信息的电子传输与无缝对接，大幅提升商品通关效
率，清关时间缩短至24小时内。

据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该模式的正式启
动，今后厦门及周边市民的海淘商品可直接在厦门口岸
清关，企业也能节约 30%左右的物流成本，预计将进
一步刺激厦门跨境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提升商品的
通关效率，厦门海关在采取延长作业时间、增加人力配
备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助推园区增建4条快件分拣流
水线，推进口岸部门间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大幅提升
监管效能。

据了解，为推动跨境电商直购模式发展，厦门海关
借鉴杭州“一区多园”的方式，打破只有象屿跨境电商
产业园可以办理跨境电商和个人物品快件的格局，重新
规划，实现了关区内现有5个邮件、快件监管场所都可
以办理跨境电商 B2C 和个人物品的通关手续，以提高
现有监管场所的分拣清关效能，降低跨境电商企业的综
合物流成本。

提升质量促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