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 天 下融 天 下 2017年1月17日 星期二 11

元旦假期虽短,但人们外出旅游度
假的热情依然高涨。驴妈妈旅游网最新
发布的《2017 元旦出游报告》显示，元旦
期间我国出境游人次是去年的 2.47 倍，
而且很多游客越走越远，不再只选择港
澳台、新马泰等传统出境游热门地点。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出境旅游市场正迈
入理性增长阶段，市场已经从早期的“走
走走”“买买买”，发展到“慢慢慢”，未来 5
年至 10 年稳定增长基本面不会变化。
而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将迎来又一轮
出境游热。

需求依然旺盛 消费趋于理性

我国旅游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中
国游客走遍全球，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增添动力，同时展示了中国对外开
放 形 象 ， 促 进 了 与 世 界 各 地 人 民 的
交往。

“我国出境旅游已呈现良性发展态
势 。” 国 家 旅 游 局 局 长 李 金 早 表 示 ，
2016 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预计
达到 1.22 亿人次，同比增长 4.3%，旅
游花费 1098亿美元。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收入增长和旅游
消费升级，以及签证、航班等条件日益便
利，中国出境旅游需求依然旺盛。记者了
解到，每到节假日，都是中国游客出境旅游
的高峰。在出境游目的地方面，根据携程
旅行网春节国际机票订单数据分析，预计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中国台北、曼谷、东京、
新加坡、中国香港、普吉岛、首尔、大阪、札
幌、悉尼是机票预订量最多的十大城市。

中国游客的出行模式也出现了一些
重大改变。虽然东南亚依旧是最热门的
出境游目的地，客流量占比超过三成；
日韩也热度不减，占比达两成。但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喜欢前往欧洲、美洲
和大洋洲等长距离旅游目的地。另有部
分旅客还选择了南亚、西亚、南美、非
洲等小众目的地。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游客的消费
心态也趋于理性，爆买情况持续缓和，
购物和旅游观光呈多样化趋势。携程旅
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同观念守旧的父
母相比，中国年轻游客更倾向于体验当
地生活特色，注重享受服务和文化体
验。他说，中国游客从过去的“走马观
花”发展为更加注重休闲和度假等旅游
体验。这虽然减少了购物支出，但增加
了酒店住宿和娱乐方面的消费。

为了满足中国游客的新需求，除了
常规产品外，针对特色主题产品，各大
旅游企业也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推陈出
新。同程旅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同
程推出了种类丰富的主题类产品，如游
学、留学、旅拍、医疗等。其中，以旅
拍为主题的“婚纱写真·日本东京3晚5
日婚纱摄影游”及海外游学主题的“名
校学习·美国哈佛全真课堂 13 晚 15 天
微留学”最受青睐。

市场潜力巨大 各国新政频出

面对中国游客增多带来的巨大市场
机遇，各国频频推出新政，通过简化签证
流程、改进在华签证服务，以吸引更多中
国游客。

为使中国游客赴韩国旅行更加安全
方便，韩国旅游发展局推出了观光警察
制度、24 小时旅游咨询热线等中文旅游
服务。2016 年 10 月份，韩国政府还推出
了“不便投诉系统”。中国游客可以登录
韩国旅游发展局中文网站，点击“旅游不
便投诉”即可操作旅游投诉。这一系统
有中文服务，中国游客可随时查询投诉
处理情况和结果。

2016 年是“中美旅游年”，美国推出
包括鼓励美国旅游行业开发更多有针对
性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动航空部门提供
更人性化服务等。同时，在美国的机场免
税店和奥特莱斯，有很多面向中国游客的
服务，比如银行定期会有促销活动，用银

联卡消费到一定金额就会有折扣。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宣布将对中国

公民实行 10 年多次“常旅客签证”。这
是澳大利亚首次对外国公民发放 10 年
多次签证，以此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法
国实行更加便利的签证发放措施、提高
住宿和餐饮等服务质量等，尽力增加中
国游客在法停留天数。新西兰决定改善
港口设施以便利大型游轮停泊、扩展国
际航线，以吸引中国游客。

记者了解到，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
的地已扩大到 151 个国家和地区。外交
部公布的信息显示，中国去年又与 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新的便利人员往来安
排。截至 2016年 12月初，同中国实现简
化签证手续的国家已有 40 个，持中国普
通护照可以有条件免签或落地签前往的
国家和地区已达 57个。

纠纷仍有发生 游客素质提升

近年来，因交通便利、签证门槛降
低等原因，我国游客出境游人数不断增

加。在出境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旅游纠
纷也难免发生。

记者梳理发现，除了签证原因外，
还有以下原因导致“出境游”纠纷不
断。比如，旅行社使出“调包计”，游
客莫名被“转团”；旅行社不合理增收
费用；客观原因未能成行或旅行社擅自
减少、变更旅游项目等，游客要求退
费；游客在合同指定购物点或非指定地
点购买的物品存在质量瑕疵；境外旅游
意外受伤，回国后要求旅行社赔偿等。

对此，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负责
人表示，出境旅游，游客要做好出行、
应急及维权准备。旅游者在选择旅行社
时，应严格审查旅行社是否具有旅游业
务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出国 （境）
旅游业务经营权，切莫贪图价格低、优
惠多。建议消费者购买旅游产品前，在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官网或向旅游部门查
询旅行社的资质情况。出行前，消费者
应充分了解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风
俗习惯及其他注意事项，与组团社订立
书面旅游合同，对旅游行程中交通、住

宿、餐饮服务、游览项目 （包括自费项
目）、购物次数、是否转团、违约责任
等仔细审核，了解清楚内容后再填写，
切莫贪图方便草率签订合同。选择自驾
车出行的旅行者应设计好行车线路，对
车辆事先做好全面检查，备好充足的食
物和水。购物时，要注意查看购物地点
的营业执照及商品合格证书，保存好购
物小票。如遇旅行社欺诈或导游误导、
欺骗、胁迫参加自费活动行为，回国
后，可向旅游主管部门举报。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尽管旅游纠
纷时有发生，但在国家文明游的宣传引
导下，中国游客的整体素质普遍提高，
中国游客在各国是最受欢迎的游客群体
之一。据携程旅行网对数百位携程领队
的调查发现，90%的领队认为，2016年
上半年中国出境游客文明程度有提升或
者明显提升。有专家认为，这种变化主
要源于中国政府倡导下的文明旅游教
育，以及各旅行社对导游等从业人员的
专业培训，使得中国游客在第一时间了
解当地的法律法规、风土人情和禁忌。

各国频出新政吸引中国游客——

去年我国公民出境旅游花费 1098 亿美元
本报记者 郑 彬

在去年的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
上，双方将 2020 年双向旅游的游客数
设定为 3000 万人次。2017 年是中国—
东盟旅游年，泰国将如何抓住这一机遇
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泰国常驻东盟代表
团大使布萨迪·桑迪皮塔克斯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庞大的
中国游客规模对东盟国家旅游产业快速
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对泰国尤其如此。
泰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将为中国游客量身
定做更多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力争在
2017 年吸引 1000 万左右中国游客赴泰

旅游。
布萨迪告诉记者，在 2015 年中国

游客评选的“泰国最受欢迎旅游目的
地”中，曼谷、普吉岛、春武里位列前
三名。中国游客普遍比较喜欢泰国美
食、水果等，喜欢到海滩、古迹等场所
游玩。“中国游客来到泰国，一般都要
去芭堤雅的水上市场转转，要尝尝冬阴
功汤，还要买点榴莲。这两年来学习泰
餐制作、美妆技能和潜水技术的中国游
客大幅增长，这些游客一般都是‘回头
客’，不止一次到泰国旅游。”

近来，泰国政府加强了海洋景点建
设、海岸线和海上旅游线路开发，还推
出了方便旅行者的各项政策，积极参与
中国—东盟旅游产业发展。“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的新年和
农历新年旅游旺季期间，泰国特别推出
政策，降低中国游客 （含落地签） 的签
证费用，为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提供优惠
和便利。”布萨迪说。

对于中国游客出境游中经常遇到的
问题，泰国政府也专门出台了应对方
案。据布萨迪介绍，泰国旅游和运动部

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相关官
员和导游实行汉语培训、在旅游景点广
泛放置指南手册和指示牌、在热门旅游
景点建立中文信息中心、在旅游法庭建
立便利外国游客的争议处置机构等。此
外，泰国政府还与各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开展合作，将泰国风俗文化等相关信息
事先告知中国游客，避免出现因习俗不
同而引发的误会。“无论是从硬件还是
软件上，我们都将努力确保外国游客在
泰旅游的安全和便利，为他们提供舒适
而难忘的泰国之旅。”布萨迪说。

泰国力争今年吸引1000万中国游客
——访泰国常驻东盟代表团大使布萨迪

本报驻雅加达记者 田 原

在浩瀚的印度洋上，有一座被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它

的名字叫作斯里兰卡。这里有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

茶；这里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和众多世界文化遗产；这里

是贯穿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在此交汇、融合⋯⋯

科伦坡的古老与现代，加勒古堡的异域混搭，康提的

盛大佛牙节，努瓦拉埃里亚的青翠茶园，亚拉国家公园媲

美东非的野生动物⋯⋯斯里兰卡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旅行者

的目光，也成为中国游客非常感兴趣的目的地之一。最新

数据显示，2016 年前 11 个月到斯旅游的中国游客约 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继续保持斯里兰卡第二大游客

来源国地位。

2016 年 10 月份，笔者也把休假旅游目的地定格在了

这个素有“印度洋上明珠”之称的美丽国家。

出国旅游，最喜欢“自由行”。线路自己设计、时间

自己掌控，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由于斯里

兰卡的旅游景点比较分散，且公共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笔

者和大多数“自由行”游客一样选择了包车。去之前在网

上先找好租车公司，将线路、酒店及车辆需求告知对方后

付款敲定。斯里兰卡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证。也可以通

过网络或中介提前申请签证，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即可拿

到电子签证。加上中国现在已有 7 个城市可以直飞斯里兰

卡，确实方便快捷到可以“说走就走”。

从北京经过 7 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斯里兰卡班达拉

奈克机场，如约见到了举着写有笔者名字的牌子来接站的

导游和司机。导游 Shane 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讲一口流

利的斯式英语。Shane 告诉笔者，2009 年斯里兰卡开始大

力发展旅游业，刚开始他的顾客都是欧美和印度游客，近

几年随着中国游客不断增多，他签约了中国旅游公司，专

门做起了中国“自由行”游客接待业务。他很骄傲地展示

了随身携带的一个本子，里面厚厚的留言 90%都是中国游

客留下的。Shane 说，他喜欢中国，更喜欢中国产品，手

机、充电宝、衬衫、墨镜，家里的电器，儿子的玩具全是

“made in china”， 他 能 熟 练 地 使 用 微 信 ， 知 道 微 博 、

QQ，并在努力学习中文⋯⋯

我们在 Shane 的带领下，8 天 7 夜的旅途充满了惊喜。

这片纯朴多彩的土地，以最热情的笑脸迎接着我们这些来

自中国的游客。一路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元素

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中文标识、街头巷尾的中餐馆、常

常见到的华为专卖店以及出现在各个景点的中国面孔，都

在告诉我们虽然中斯两国相隔 5000 多公里，但交流频

繁、友谊深厚。

在第一天入住的酒店，笔者遇到了来自广东的刘婧，

她是这家五星级酒店的中国客户经理。刘婧热情地帮我们

办理入住并耐心解答问题，让我们这些游客瞬间找到宾至

如归的感觉。刘婧在国内学的是酒店管理专业，当初被派

到这里时还曾有过小小的抱怨，如今除了饮食上仍有些不

习惯，这里的生活让她觉得很充实。酒店的中国客人越来

越多，如果赶上旅游旺季，她每天都会非常忙碌。“现在

中国在斯里兰卡旅游客源市场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作为酒

店唯一的中国员工，我很有众星捧月的感觉呢。”刘婧笑

着说。

在锡吉里耶的一家工艺品商店，笔者正和同伴闲逛时

突然被一位美丽的斯里兰卡姑娘拉住。原来姑娘是这里的

售货员，看到我们的中国面孔，就想让我们教一些常用的

中文。笔者也乐于当一回中文老师，从一到十，从百到

千，姑娘用计算器按个数字，我们就教一遍相应的中文。

先是姑娘一个人学，后来竟聚拢来三个人要学。从商店出

来，Shane 告诉笔者，因为消费能力强，这些商家最喜欢

中国游客。

在马特莱的香料园，年轻的解说员用生涩的中文讲述

着各种香料的用途，虽然很多话说得生硬、不连贯，但并

不妨碍理解。他说，由于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园里急需中

文讲解，他毫不犹豫就报了个中文学习班。虽然只学了两

个月，但边讲边学，中文提高得非常快。他很自信地告诉

笔者，要继续好好学习中文，这样就能争取到更好的工作

机会。

明代航海家郑和在下西洋途中曾多次抵达斯里兰卡，

并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贸易，把中国的丝绸、瓷器、

茶叶和书籍等带到这里，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珠宝等

多种货物。如今，记录着这段历史的郑和碑就伫立在斯里

兰卡国家博物馆的六号展厅里，无声地讲述着古代海上丝

绸之路的辉煌，也正见证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

繁荣发展。

漫游斯里兰卡——

这里可以“说走就走”
翟天雪

图① 中国已是目前泰国旅游业最大的市场，且还在不断增长。图为在泰国曼谷，

游客在大皇宫附近的一个路口等候（2016年 2月 11日摄）。

图② 2016 年 7 月 18 日，在意大利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意大利文化与旅游部长

达里奥·弗兰切斯基尼（中）等嘉宾为罗马至北京直飞航班重开剪彩。

图③ 从 2016 年夏天开始，赫尔辛基机场陆续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游客的服务项

目。图为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一名中文向导为中国旅客解答疑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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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在斯里兰卡加勒古城游览。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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