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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观察

旅游惠民：“丝路海
潮”广东文旅护照项目
正式启动

7 月 27 日，由广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丝路海潮”广东文
旅护照暨粤西智慧旅游惠民年卡
活动正式启动，由阳江、湛江、茂
名三地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
主办的2022-2023年粤西智慧旅
游惠民年卡项目也同步发布。

市民及游客成功购卡后，持
卡人即拥有在指定日期内免费游
览卡内包含的阳湛茂三市 21 家
知名景区和免费获赠阳湛茂三市
20 家特色民宿的消费券的两大
权益。

旅展：2022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在昆明开幕

7月 22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云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本届交易会主题为“智
慧创新共启未来——服务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助力：金融支持文
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

7月 25日，中国人民银行、文
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
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的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拓宽文化和
旅游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符
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企业发行债
券的支持力度。探索建立文化和
旅游企业资产及产品评估体系，
支持盘活文化和旅游企业资产。

利好：社会力量可
利用文物建筑开办民
宿、客栈、茶社

7 月 21 日，为鼓励和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
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
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社会力量可通
过社会公益基金、全额出资、与政
府合作等方式，利用文物建筑开
设博物馆、陈列馆、艺术馆、农
村书屋、乡土文化馆和专题文
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场所，
也可利用文物建筑开办民宿、
客栈、茶社等旅游休闲服务场
所，为社区服务、文化展示、参
观旅游、经营服务、传统技艺传
承和文创产品开发等，提供多
样化多层次的服务。

公路交通：国家公路
网全面覆盖5A级景区

7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举行
专题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国家
公路网规划》。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国家公路网全面覆盖了5A
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区，强化了
公路交通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
带动作用。

规范：新疆规范旺
季旅游市场秩序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发出通知，要求进一
步规范旺季旅游市场秩序，提
升服务质量，维护旅游及配套
服务行业价格秩序，保护旅游
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促
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业持
续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A级旅游景区、旅
游星级饭店和等级民宿等旅游经
营主体，要严格执行相关部门的
备案制管理，一经备案不得擅自
调整备案价格标准；对在政府指
导价范围内调整具体价格水平、
淡旺季票价执行时间、出台优惠
政策等信息，需提前 1 个月向社
会公布。

趋势：本地化、近距
离、多样化的文化消费
占据主导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2022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消费数
据报告》称，2022年上半年，文化
消费市场整体收紧，本地化、近距
离、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占据主
导。美好出游激发文化消费活
力，乡村居民的文化参与不断提
高，潮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激
发新消费，科技与文化融合促进
消费复苏。未来，乡村场景营造、

“非遗+文创”、社群经济将持续
激发文化消费市场活力。

作为避暑游、亲水游等热
门主题的出游胜地之一,广东
省旅游市场也在持续升温。随
着各地开启高温模式，游山玩
水、森林公园、海滨岛屿、水世
界、漂流成为最受欢迎的五大
避暑景区类型。不想去省外感
受“火爆”，其实广州周边的避
暑胜地，也可以让大家享受清
凉一刻，远离暑热。

无漂流不夏天！广东的天
然河道漂流也非常有特色，古
龙峡国际漂流赛场被誉为“浪
尖上的过山车”，其 6.3 公里长

的漂流赛道，是目前广东省内
漂程最长、落差最大、回旋最多
的天然河道。

说到玩水，广州长隆水上
乐园一直是暑期玩水的世界级
标杆，顺德欢乐海岸 PLUS 玛雅
水公园也是后起之秀。而在广
州增城派潭，将于 7 月 30 日正
式开园的森林海嬉水乐园，则
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市民和
游客打造玩水新地标。据了
解，占地约 30 万㎡的全龄全时
全季的嬉水乐园在产品设计
上，充分尊重自然山水，融合本

地文化元素，通过水陆空三种
方式串联八大主题分区。

而 汕 头 南 澳 岛 上 风 光 旖
旎，通过环岛公路可以流连南
澳岛上宋井、青澳湾、金银岛、
总兵府、黄花山森林公园等各
大景点，同样是避暑玩水的好
去处。

当然，避暑的最佳效果可
能还是直接进入“冷酷”环境之
中。位于广州白云安华汇的雪
糕糕王国，作为白云首家冰雪
乐园日前就正式开业亮相。它
打造了一个以雪糕为主题的夏

日飘雪童话世界，室内控温-
10℃，有 470°旋转冰滑梯、雪
球池、雪橇车滑道、冰上自行
车、冰上碰碰车等娱雪项目，还
有飘雪广场、各类冰雕、糖果童
话小镇等赏雪项目，可让游客
沉浸式体验南极童话世界。

当然，非常清凉的自然环
境还有位于清远的连州地下
河，作为一个大型的地下暗河
溶 洞 ，洞 内 温 度 四 季 保 持 在
18℃，和洞外 30℃+的高温形成
鲜明的对比，让人有一种“别有
洞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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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亲子游叠加的暑
期，向来是旅游旺季，就连高温
天气也挡不住今年暑期游热度
不断攀升。除了“新疆被全国
游客挤爆了”的话题登上了热
搜榜单外，“朋友圈一半的人都
在旅游”也成为暑期旅游市场
复苏的注脚。除新疆外，海南、
云南、贵州等地的旅游热潮也
在持续，热门旅游目的地出现
“一房难求”“一票难求”的局
面。客流激增的同时，旅游服
务“跟得上吗”也成为不少游客
关心的话题。能“说走就走”的
省内周边游，或许更适合这个
暑期旅游旺季，避暑体验也是
不输省外热门目的地。

7月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持
续高温天气，云南、海南等地成为
避暑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上周
起，携程“超级假期”活动流量环
比翻倍，活动推荐的暑期爆品销
售额环比增长超30%。记者了解
到，7月1日以来，每日进入云南
游客超过3万人次，昆明高铁站
呈现“人山人海”的繁忙景象；海
南多个景区游客接待量已超过
2019年同期。

据统计，今年6月，云南接待
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已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89.8%和75.5%。7
月以来，西双版纳野象谷、昆明石
林等知名景区景点游客人数呈现

“井喷式”增长，大理、丽江、西双
版纳等旅游热点地区出现“一房
难求”“一票难求”的局面。去哪
儿网数据显示，前往昆明避暑纳
凉的游客增多，今年暑期云南机
票预订量已超2019年同期，其中
有近七成旅客选择到达昆明避
暑，7月到达云南的机票预订量
环比6月同期增长近1倍，丽江、
西双版纳、大理机票预订量增幅
均超过1倍。

美团数据显示，7月以来，“丽
江古城”搜索量暴增，环比6月增
长656%，“玉龙雪山”搜索量环比
增长342%。7月中旬丽江玉龙雪
山景区日均接待游客数已超过2
万人，特色景点的持续火爆，也带
动高原刚需旅游用品便携式氧气
罐迎来一波销售热潮。随着游客
的增多，丽江古城内客栈预订量
显著攀升，不少客栈迎来了久违
的“满房”，部分客栈的订单甚至
预约到了8月份。云南大理旅游
业同样也正在强势复苏，民宿、酒
店入住率不断攀升。初步预测，7
月大理接待游客600万人次，预计
比6月增长15%、比5月增长48%。

同样是避暑胜地，贵州避暑
游在各大 OTA 平台数据表现亮
眼。马蜂窝旅游网联合腾讯文旅
发布的 2022 年夏季旅行“蜂向
标”显示，六盘水旅行热度增长
140%，登上今夏最受关注的小众
避暑胜地榜首。马蜂窝旅游网平
台统计，“贵州自由行”搜索热度增
长两倍多，“贵州定制游”搜索热度
上涨 83%，“贵州避暑游”上涨
15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7
月15日，以避暑为标签的贵州景
区订单量环比上个月增长近一
倍。在梵净山景区，为迎接暑期旅
游高峰，推出了暑期亲子游、角色
扮演游等多个旅游项目；在织金
洞，省外游客占比达到60%多；六盘
水推出的3条自驾游精品线路、5
条研学精品线路、9条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

高温天气，也让“到海南避
暑”蹿红，海南旅游人气持续高
涨。飞猪数据显示，海南旅游保
持着旺盛的量价齐升势头，近两
周海南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月同期
增超50%，海南目的地机票预订
量环比上月增长30%，机票均价
环比上月增长32%。自6月下旬
开始，就有不少酒店挂上“今日满
房”提示。

7 月 23 日前往海南万宁
神州半岛旅游的广州市民李
小姐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跟前
两年相比，可以明显感受到游
客数量的增加，大家更加愿意
出来旅游了。当她提前一周
购买机票时，发现虽然航班很
多，但是机票已经所剩无几，
而比较优惠的度假酒店房间
也一早基本被订完了。

不过李小姐也表示，虽然
游客数量有所增加，但并没
有人山人海的感觉，不会影
响游玩的体验。相比起度假
酒店，附近的公寓式酒店的
入住率则会相对低一些，可
以作为一个错峰入住的选
择。她还高度评价了海南的
服务体验：“在来海南之前，
还担心出现酒店饮食贵、吃

不好等问题，但来之后并没
有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整体
价格比起日常确实有所上
涨，但上涨幅度不大，在游客
可接受范围之内。

各景点也与时俱进，纷纷
推出各种个性化服务，满足游
客的新需求。李小姐一家参
加冲浪活动时，不仅有一对
一、一对多等多种课程可以选
择，冲浪俱乐部还将摄影和拍
摄打包在游玩套餐中，在教学
期间，还会有专业的摄影师负
责跟拍以及录像。

古老的民居、葱郁的稻
田，盛夏的云南大理喜洲古
镇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人。
常年旅居中国的外国友人阿
里对笔者说，之所以选择大
理是因为那里环境优美，景

色宜人，气候温和，四季如
春，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大
理悠闲的气氛，可以让人暂
时忘记城市的喧嚣，或许这
也是人们纷纷选择这里的原
因吧。”同时，他也亲身感受
到了暑期旅行的火爆，由于正
逢当地的火把节，近期云南的
酒店可谓是“一房难求”。他
表示也遇到过大量游客排长
队的情况。

尽管游客数量暴涨对景
区工作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阿里还是高度评价了景区的
服务，表示没有遇到过什么
问题，工作人员的态度也非
常友好。据了解，古镇体验
白族扎染这类极具当地文化
特色的体验之旅也受到各地
游客欢迎。

随着跨省游“熔断”机
制范围的精准调整，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的多项调整，以
及多地同时优化调整了往
返政策，增强了游客的出行
信心。文化和旅游部宣布
恢复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
业经营旅游专列业务，也进
一 步 提 升 了 出 游 的 便 捷
性。此外，多地持续发放文
旅消费券，也刺激了游客的
消费热情。这些利好措施
共同为旅游市场的复苏加
速提供了保障，让暑期旅游
市场热度显著提升。

进入 7月以来，全国各
地频发高温预警，避暑纳凉
成为众多游客暑期的首要
选择，云贵高原历来是避暑
游目的地。作为旅游大省，
云南为支持旅游市场复苏
不遗余力，7、8 月暑期，全
省计划发放 1.41 亿元文旅
消费券、加油券，9月-11月
发放1.14亿元文旅消费券、
加油券。除了政府发钱吸
引游客，云南还通过发钱奖
补旅游企业的方式，利用旅
游企业招徕游客入滇。随
着暑期旅游市场不断升温，
7月 23日，云南正式开通丽
江至西双版纳旅游专列，专
列头天傍晚 7 时从丽江站
出发，次日上午 10 时到达
西双版纳。两大旅游胜地
的连接，带给游客更加舒
适、便捷的旅游体验。

旅游市场的复苏也与
各地、各景区在产品上的积
极探索密不可分。体验式的
旅游成为新热潮，传统文化
手工技艺体验越发受到游客
们青睐。为了吸引游客，大
理推出了不少体验式的旅游
项目，除了白族扎染，在彝
族服饰传习所，游客还可以

亲手制作结绳刺绣饰品、体
验特色民族服饰。

海南岛尤其是三亚，一
直是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
地。即便三伏天，海南温度
也保持在30℃左右，海风习
习带来的舒适感，加上多样
旅游产品的供给、休闲旅游
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免税购
物的吸引力等多方面优势，
使得海南一跃成为今夏国内
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暑
期，三亚多家热门酒店推出
影片拍摄、户外球类、冲浪、
手工制作等夏令营项目吸引
了多数住店的亲子家庭，搅
热旅游市场。夜经济也为
海南旅游注入新活力，各大
夜市，网红美食引得年轻游
客纷纷驻足“打卡”。

贵州旅游协会职业培
训专委会常务副主任、多彩
导游服务中心主任袁田对媒
体介绍，疫情加速了贵州旅
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全省旅
游市场需求发生大变化，原
本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业态迅
速成长，例如高品质研学游
等诸多新型旅游产品不断
涌现，山地旅游、体育旅游、
康养旅游、非遗旅游等成为
时下热门，贵州气候资源优
势更是让夏季避暑游成为
全国游客关注的焦点。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
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暑期
市场的明显爆发，成功开启
了下半年旅游市场的修复
预期。但同时，信心正在恢
复的旅行业商家也要注意
到，用户的旅行热情建立在
旅行产品的高质量基础上，
品牌需要保持产品创新迭
代的意识。平台也将通过
创新IP等营销新玩法，为旅
业商家铺好复苏之路。

省内避暑游同样有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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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避暑游升温省内避暑游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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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丽江古城雨伞巷 孙虹 摄

丽江四方街文物古迹众多，文化蕴含丰厚独特，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民族风格的古代城镇 孙虹 摄

海南三亚海上游玩项目吸引游客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供图

海南文昌礁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孙虹 摄海南陵水清水湾海滩 孙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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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火把节 新华社发

贵州黔东南有着秀美的风景还有异彩缤纷的民族风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