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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8月7日，记者
从州旅发委获悉，今年1至7月，
我州共接待游客 1086.6 万人/
次，同比增长35.47%,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51.7%；实现旅游收
入 112.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8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53.35%。

据州旅发委统计数据显示，
暑期游持续升温和境外游客持
续增长是今年我州旅游行业的
两大特点。今年高考结束后，我
州旅游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今年
6 月我州共接待游客 207.22 万
人/次，同比增长 33.84%，环比
增长12.08%；今年7月我州共接
待游客 269.72 万人/次，同比增
长21.15%,环比增长30.16%。今
年以来，我州共接待入境游客
7.29 万 人 次 ，实 现 外 汇 收 入
8552.25美元。

据州旅发委相关工作人员
分析，旅游持续升温的背后主要
有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我
州“优先发展全域旅游”战略部
署的深入推进，甘孜旅游品牌的
辐射力和知名度不断提升，加之
全州旅游综合服务水平的稳步
发展，旅游的市场吸附力越来越
强。二是密集有力的旅游宣传营
销活动，直接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效益，“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

节”于 6 月 14 日在康定开幕以
来，持续有力地面向各界曝光了
甘孜旅游，掀起了“甘孜暑期游”
的热潮；截至8月6日，仅州旅发
委联合重点县和景区与腾讯全
平台合作推广宣传甘孜旅游，新
闻客户端总曝光量已达 845.78
万次，并实现了游客互动 20.23
万次；今年 7 月，海螺沟景区和
亚丁景区双双入围腾讯平台推
荐的“四川省十大避暑目的地”。
三是雅康高速通车泸定使得来
我州的自驾游群体不断扩大。今
年6月1日至8月7日，平均每日
经雅康高速进入我州的车辆数
已超过一万辆大关；据不完全统
计，8 月 6 日从泸定方向进入我
州的车辆达18130辆。四是稻城
亚丁机场航线的增加进一步延
伸的我州旅游的有效辐射半
径。从 7 月中旬开始，稻城亚丁
机场每天进出港航班 5-7 个班
次，进出港约 1000 人次，最高
达 1500 人 次 ，客 座 率 最 高 达
92.83%；康定机场每天进出港
航班3个班次，进出港约300人
次，最高达 500 人次，客座率最
高达72.4%；8月1日，广州经成
都至稻城亚丁新航线开通，截
止 8 月 6 日，该航线进出港共计
1406人次。

记者 刘小兵

甘孜日报讯 为了更好的弘
扬嘉绒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美好
生活，由丹巴县委统战部、民宗
局主办，岳扎乡党委政府及岳扎
村两委承办的首届“四川·丹巴
墨尔多节”于 8 月 20 日，在岳扎
乡岳扎坝村举行。

墨尔多神山位于丹巴县岳扎
乡境内，它是古象雄佛法雍仲苯
教的圣山，是雪域藏地雍仲苯教
中十三座圣地之一，人们习惯把
这一区域都统称为嘉绒。相传农
历七月初十是墨尔多神的诞辰
日，每一年的这一日，来自五湖四
海的善男信女们云集到墨尔多庙

（大石包庙宇）里，参拜墨尔多将
军，进香还愿，共同祈福。据了解，
本次“四川·丹巴墨尔多节”通过
举办展览、文艺表演等系列活动，
充分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此次活
动，对传统的拜祭模式进行了一

系列的变革和创新，其中最突出
的是更多体现了民间色彩，在举
办农产品展销、摄影作品展示的
同时，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
舞表演搬上舞台，岳扎乡纳顶片
区特有的幽默剧种“画脸”也将在
舞台上展示。

岳扎乡党委书记罗兴进告
诉笔者，一直以来，丹巴县岳扎
乡党委政府都在推进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不仅在“人、财、
物”等要素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更是结合现代旅游发展趋势不
断加大开发和宣传力度。当前，
岳扎乡以墨尔多神山为依托，相
继成立了“嘉莫仓刺绣基地”、

“大峡谷摄影基地”、“柯尔金山
歌保护中心”等，为推进传统文
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全富
阿根初

甘孜日报讯“阿妈，我去参
加培训咯。”“啥子培训？”“乡上
正在开展厨师培训，我要去学习
咯。”话音刚落，来自绕鲁乡的白
马其扎驾驶摩托车就出发了。

近日，新龙县人社局主动
对接，邀请宜宾职业培训学院
分别在绕鲁乡、雄龙西乡面向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
立卡农村贫困人口，有创业愿
望的农村劳动者共计 78 人，进
行了为期 7 天的“请进来+乡村
旅游与特色餐饮”服务培训。培
训将当地乡村旅游与宜宾市特
色餐饮服务相结合，打造新龙
县特色亮点产业，使当地贫困
人口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增收

致富。
自新龙县集中力量开展“一

帮一”技能培训以来，县人社局
已组织开展 4 期技能培训共计
160 人。分别在洛古乡开展摩托
车、乐安乡开展唐卡绘画、绕鲁
乡和雄龙西乡开展中式烹调师
培训。

下一步，新龙县将以宜宾
市“一帮一”对口帮扶政策为
契机，拓宽“请进来+”创新技
能培训模式，积极邀请宜宾市
职业培训学院优秀教师到该县
开设培训专班，进一步激发新
龙县贫困人口增收致富的内生
动力。

县委中心报道组 龚晓娟

暑期旅游异常火爆年度任务完成过半

我州全域旅游发展势头迅猛

丹巴县举办首届

“四川·丹巴墨尔多节”

新龙县人社局

开展乡村旅游和餐饮技能培训

巴西渐成中国游客新宠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著名景点

面包山，来自北京的李先生陪着夫
人在宽大的木椅上休息，等待日落。

李先生说，听说在面包山看
日落很美，他们计划在这里喝杯
咖啡，夜幕降临后再下山。

近几年，中国游客在海外旅
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开始将目光
转向南美国家。“我们多次去过欧
洲和美国，非洲也去了几次，南美
尽管路途遥远，但我们还是来了。
以前在电影电视上多次看过里约
的基督山、面包山，这次也算是圆
梦吧。”李先生告诉新华社记者。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
源国，中国已成为巴西旅游业追
逐的目标。近年来，巴西旅游部多
次组团前往中国进行推介，巴西
国家旅游公司也在中国的社交媒
体上开设账号，推广巴西游。

2014年巴西世界杯和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巴
西这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南美大
国成为许多国人向往的国度。
2017 年 10 月 1 日，中巴简化签
证申请手续的新措施开始实施，
两国互为以旅游、探亲、商务为
目的前来的对方国民颁发有效
期最长5年、可多次入境的签证。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巴西旅行，对
中国游客不再是梦想。

“随着中巴双边关系升温，
再加上申请签证更便利，这些年
不仅来自中国的商务团增多，自
由行游客也增加了许多。他们去
里约、伊瓜苏大瀑布、亚马孙雨
林，体验巴西的别样风情。”从事
旅游业已经十多年的圣保罗亚
马孙旅行社总经理刘皓说。

巴西幅员辽阔、物种丰富、
地貌多样，适合开展深度游。刘
皓介绍说，来巴西旅游的中国人
主要分两大类：普通旅游者以退
休老年人为主，他们有经济实
力、有时间，来南美旅游一般都
会选择两三个国家做深度游；另
一类是个人高端定制游，主要是
40岁左右的中年游客，他们更注
重个性化体验。目前，这两类游
客人群都呈上升趋势。

李先生说，他们已经去过了
伊瓜苏大瀑布，离开里约之后，
他们将前往位于巴西西部的潘
塔纳尔大沼泽。“潘塔纳尔据说
是世界上最大的湿地，拥有许多
珍稀动物，适合近距离观察野生
动物，我们一直很是向往。”

据新华社

根据国家发改委部署，今年9
月底前，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将降低。各地区不得避重就
轻，流于形式；不得明降暗升，提
高景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
务价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目
前，贵州、云南、湖北、湖南等省份
陆续公布了景区门票降价时间表
和降价方案。其中，湖南岳阳楼景
区门票政府指导价格已经降为70
元/人次；从8月20日起，广西桂林
象山景区门票价格从现行的 70
元/人次降为60元/人次。

好消息，在全国两会政府工
作报告的要求下、发改委的部署
下，各地景区门票终于降价了；坏
消息则是，降价的幅度很小，大都
是10元、20元的象征性降价，远低
于当初涨价的幅度。显然，这是缺
乏足够诚意的降价，并未让广大
民众感受到益处，反而引发无数
网友的“吐槽”，认为各地景区态
度极为敷衍，不想割舍掉门票收
入这块利益蛋糕，公然违背全国
两会指示精神。

前些年，各地景区以各种理由
轮番涨价，导致发改委的“限涨令”
沦为“涨价令”，各地景区期限一过
就开启门票涨价周期。而且，门票
涨价幅度还很高，动辄就是30%以
上的涨幅，部分景区门票价格甚至
翻倍上涨，一度引起社会公愤，集
体批评景区依靠垄断牟取暴利，将
游客当成“唐僧肉”盘剥。

可如今，景区在全国两会精
神的指导下，开始步入降价周期

后，却一反常态，扭扭捏捏动作迟
缓，拿出的降价方案亦令人大失
所望，降幅仅为百分之几、十几，
与之前的“火箭式涨价”，简直是
天壤之别。比如目前部分5A级景
区，门票价格动辄数百元之多，一
家三口出游，仅门票费就要上千
元，经济负担很大，很多人都高呼

“玩不起”。既然要降价让利于民，
就该拿出诚意来，把降价的幅度
定大点，让民众切实体会到优惠，
不要蜻蜓点水一般。

景区门票价格过高的话，游
客预算有限，只能减少其它方面
的消费，就会对其它旅游环节造
成挤压，导致整个旅游产业链呈
现畸形化发展，陷入“门票经济”
的困境。与高门票形成鲜明对比
的，则是部分地方勇于“吃螃蟹”，
纷纷推行免门票模式，诸如杭州
西湖、南京中山陵、济南大明湖
等，其中不乏5A级景区。

事实证明，免门票模式虽然减
少了门票收入，却吸引了更多游客
观光消费，令产业链得以普遍受
益，反而促进了整体旅游经济的增
长，真正实现了全域旅游经济。由
此可见，各地政府应该算旅游经济
的大账，不要固执于“门票经济”，
要将眼光放远点，舍得割弃门票收
入蛋糕，大幅度降低门票价格，甚
至敢于推行免门票模式，依靠景区
旅游资源、服务品质吸引游客，想
办法增加服务项目，将游客留下来
放心消费，把旅游经济蛋糕做大做
强，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走进旅游超市，定制游、深度游、亲

子游一应俱全;打开手机应用，机票、酒

店、景点门票一步搞定;来到旅游景区，

道路更顺畅、基础设施更完善、服务更

周到……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入推进，旅游市场不断升温、活

力四射。对于国人来说，外出旅行，追

寻诗与远方的美好，成了一件越来越简

单、越来越惬意的事儿。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步入大众旅游

时代，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28.26亿人次，

同比增长 11.4%。国内旅游收入达

2.45万亿元，同比增长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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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玩了一圈
什么都不知道。过去，短时间、多景
点、密行程的传统旅游观光团常常让
游客身心疲惫。但最近，居住在海口
的郑瑛却深深爱上了跟团游。不过，
此团非彼团，穿越丛林、崖降、漂流、
拉网捕鱼……郑瑛参加的旅行团虽
然行程中景点少，玩得却更有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郑瑛参与的跟团
游中，旅游线路还能自由拼装选择，
团友也是通过网络兴趣小组或者微
信旅行达人群认识，共同组队。“通过
社交化运营，游客可以选择自己的团
友。大家的旅行兴趣相同，自由选择
旅行目的地，团队氛围更融洽。”

在海南旅品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惟惟看来，社交化运营旅游
是解决当下旅行新需求的一个重点，

“出游目的相同的人，一起出行才能更
快乐。”现在，张惟惟的团队负责运营10
多个旅游微信兴趣群，随时发布最新旅
行线路，供感兴趣的网友自由选择。

站在馕坑边上，脸上和身上布满
了烟灰，但来自山东的游客陈瑞林却
笑得特别开心。因为新疆喀什古城让
她有了特别的体验——自己打馕。

“平时，我会在外面买馕，这是第一次
自己参与其中。”陈瑞林说，自己之所
以选择喀什作为旅游目的地，就是想
体验其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今年夏天，深圳对口援疆前方指挥
部与喀什市共同发起“石榴籽计划”体
验式旅游项目。该项目是古城传统手工
技艺体验与居民家访体验结合而成的
民族文化深度体验式旅游。游客可跟随
当地手工艺匠人学习打馕、制作土陶和
维吾尔木器等多项极具民族特色的古
老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里面有些属
于非遗传承项目，吸引游客参加体验式
旅游可以让这些非遗项目更好地传承
下去，而这种新玩法也直接带动了旅游
增收。”“石榴籽计划”负责人王桢介绍。

近年来，旅游市场“蛋糕做大”的
同时，旅游消费结构也在朝着个性
化、品质化的方向升级。从“到此一
游”到更注重体验，从拼凑成团到自
由选择团友，游客的需求更挑剔，选
择也更多样。

屋外，绿色藤蔓植物
爬满外墙;屋里，干净舒适
的休息椅、感应式射灯、衣
帽架一应俱全……如此舒
适而美好的环境，既不是
在五星级酒店，也不是在
度假区别墅，而是位于云
南石林风景名胜区内的旅
游厕所。

“这里的卫生间干净
整洁、服务也特别到位，还
有使用流量的显示。”来自
湖南的游客张林对石林的
特色旅游厕所印象颇深。

据介绍，石林景区早
在 2006 年就建成了首座
生态旅游厕所，其后陆续
建成了微生物处理生态旅
游厕所、免水冲旅游厕所、
自然对流式烘干旅游厕所
等 24 座旅游厕所。景区内
的“母爱十平方”等专用空
间的增设，进一步给“宝
妈”、儿童、老人以及残障
人士提供了人性化服务。

“厕所虽小，但它是直
面游客的窗口，是景区服
务的标杆，更与高品质旅
游体验息息相关。”石林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资源管理
处副处长李丛宾说。近年
来随着云南旅游的快速发
展，旅游厕所的高品质建
设也如火如荼。2015 年到
2017 年，全省建设完成城
市 、乡 村 、旅 游 厕 所 共
23047座，并再次提出围绕
云南全域旅游发展目标，
打造精品旅游厕所，在全
省主要旅游城市(城镇)、游
客聚集公共区域、主要乡
村旅游点、旅游景区(点)等
新建、改建 A 级以上旅游

厕所 3400座。
上个月，来自内蒙古

的游客郝晓伟一家，开车
赶了几百公里后，到达了
新疆库车服务区。“这里饭
菜可口，房间也很整洁。”
郝晓伟说，这是他第二次
来新疆，和6年前初次来这
里相比，新疆公路服务区
的服务水平已有很大提
升。

新疆地域辽阔，景区
与景区、城市与城市之间
距离较远，休息成了沿途
很大的问题。公路服务区
就成了游客们长途旅行休
息的首选之地。为进一步
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7
月 13 日，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在库车县召开深入开展

“厕所革命”、全面提升公
路服务品质促进交通与旅
游融合发展现场推进会，
计划 3 年内完成全疆现有
公路服务区升级改造。

目前，新疆公路通车
里程已达 18 万余公里，公
路服务区有 78 处。根据计
划，今年 10 月底前要完成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16个服
务区的设施改造工程。

面对蓬勃兴旺的新需
求，旅游供给侧也展开了
一场扎扎实实的全面改
革 。建 成 旅 游 集 散 中 心
2500 余个、在建旅游风景
道3000 余条、旅游幸福指
数达 93.6……国家旅游部
门发布的《2017 全域旅游
发展报告》，交出了旅游供
给 侧 改 革 的 阶 段“ 成 绩
单”，旅游新供给让人们的
旅游体验不断优化。

在线订票、信息查询、即时通信……如今的旅
游正加载着越来越多的“科技范儿”。在景区入口，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免检票入园;人工智能机器人
可以通过对话方式为游客提供出行参考……互联
网正不断变革人们的旅游体验。

作为云南省政府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的国内
首个省级全域旅游智慧化平台，“一部手机游云
南”得到了不少游客的喜爱。

在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景区门
口，四川游客漆素群对着门口的二维码标牌进
行扫描，“滴”的一声，一张智能景区地图就出现
在手机屏幕上。“我们是自驾游，并没有安排导
游，在别人的推荐下用的‘游云南’，票也是提前
网上订好，刷码就能进入景区，省去了很多排队
时间。”体验过“游云南”APP 功能后，漆素群赞
不绝口，根据线路推荐，她最终选择了 3 个小时
的休闲游。

“APP上除了能推荐旅行路线，语音解说、景
区实景直播、智能找厕所等功能应有尽有。”崇圣
寺三塔文化旅游景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将视线再往南移，来自北京的游客李宁静正
在宾馆规划着游玩三亚的行程。她按照三亚街头
随处可见的旅行提示，下载了“三亚放心游”手机
软件。“天涯海角景区现在有300多人，软件提示
为‘非常舒适’，我们先去那里吧。”李宁静一边滑
动着手机屏幕，一边向家人展示着当前景点人流
量的数据。

借助旅游手机软件中的数据信息，李宁静顺
利地定下了一天的出游行程。“通过 APP 可以看
到景区实时的人数，对我们规划行程很有帮助。”

进入景区，网络数据也成了游客的“小助理”。
在天涯海角景区，游客不再需要在人工窗口排队
购票，只需在微信端轻轻“摇一摇”即可购票，通过
手机验票就可以进入景区，提升了进园速度。三亚
市正在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打造全市旅游综合
指挥调度中心，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智慧旅游通过综合各方面旅游数据进行分
析，能够帮助涉旅行业了解到游客体验，并能探索
精准的改进提升方向;更有利于实现旅游景区服
务和城市公共服务充分融合，让景区内的五星服
务标准在景区外得到延展和传播，将成为提升旅
游行业价值的重要手段。”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
长、海南大学教授王毅武说。 据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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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降价
应该拿出诚意

“格桑花开”西藏民族服饰秀亮相珠峰大本营
8月18日，模特在西藏民族服饰珠峰秀上展示时装。

当日，“格桑花开”西藏民族服饰珠峰秀在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举行。14名来自
西藏各地的模特身着融合藏文化元素的时装，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拉开了2018珠
峰文化旅游节的序幕。 新华社发

◎丁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