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江西日报微生活”官方微信力推的2015“最值得
期待”（新锐）旅游项目投票活动将在下周五截止。通过
微信平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活动收到多方反馈，不
少景区先后被活动内容吸引，纷纷要求加入投票评选。

9 个新增“创意景区”分别为吉州窑景区、庐山西海
景区、婺源五龙源景区、九江中部红木博览城、万年神龙
源景区、观音岩景区、白水洞景区、羊狮幕景区、三爪仑
虎啸峡景区。喜欢以上景区的读者朋友可以通过微信
为它们投票。

在投票活动进入倒计时之际，“江西日报微生活”官
方微信加大了抽奖力度并为广大粉丝提供了新的景区
门票奖品。除了梅岭景区提供的竹海明珠、狮子峰、神
龙源共 200 张门票外，宜春禅都文化博览园为抽奖活动
提供了 100 张门票，九江春秋国旅提供了庐山国际高尔
夫球会代金劵100张……为想在这个初春踏青的您提供
了好去处。

2015 江西“最值得期待”（新锐）旅游项目投票活动
是 2015 江西旅游产业 TOP10 总榜单推选活动的第一
波，其他相关活动将陆续而来，敬请关注。

● 活动时间：3月10日—4月10日
● 参与规则：

1. 关注江西日报微生活官方微信
2. 通过点击【V百姓】“景区投票”或直接回复景区

投票，为心目中的景区投后点击大转盘抽奖，就有机会
转出免费的景区门票

3.中奖后请来红谷滩江西日报大厦1306室领取相
关奖品

LVYOUQINGBAO

情旅游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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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日报微生活
扫码关注参与景区投票可抽奖得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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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川举行
狗牯脑茶“金奖百年”系列活动

阳春三月，中国名茶“狗牯脑茶”产地的江
西省遂川县，将迎来遂川“狗牯脑茶”荣获巴拿
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一百周年庆典的非常时刻。
为了巧借这一绝佳良机，认真梳理遂川茶产业
百年光辉发展历程，该县开展活动举行“中国·
遂川 2015年狗牯脑茶‘金奖百年’”纪念，将大
力向外宣传推介遂川“狗牯脑茶”品牌,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遂川实现富民强县、全
面小康提供产业支撑。

遂川“狗牯脑茶”荣获 1915 年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金奖百年纪念活动从 2015 年 3 月至 12
月，为期 10 个月，纪念活动期间共有 8 项内容，
分别是狗牯脑茶“金奖百年”纪念活动启动仪
式、“国际·遂川狗牯脑茶杯”茶王大赛、“百家媒
体·聚焦遂川”系列宣传活动、狗牯脑茶高峰论
坛、电影《神茶》宣传展播活动、“最美茶乡·狗牯
脑茶杯”主题系列茶文化活动、“遂川狗牯脑·誉
满神州行”主题系列宣传营销活动和“学茶技、
惠茶农、兴茶业”活动。 (李建平)

报告称全球游客
开始聚焦中国二、三线城市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广西龙胜、阳朔，云南
大理均以骄人表现上榜中国国内旅游目的地前
十名，而北上广地区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
业内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游客开始聚焦
中国二、三线城市旅游资源。

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Trip Advisor 24日揭
晓“2015 旅行者之选——全球最佳目的地”榜
单，此次评选覆盖全球超过 40 个国家的 602 个
旅游目的地。其中，素有“北非明珠”之称的摩
洛哥马拉喀什异军突起，继去年上升 13 位后，
今年再度上升 5 位，成功问鼎世界榜单榜首。
与此同时，滇、桂也成为全球关注中国的旅游新
焦点。

国家旅游局公开点名
两低价揽客在线旅游企业被约谈

3 月在线旅游迎来新一波的营销竞争。为
抢夺市场，各大旅游平台推出“旅游节”系列活
动，以“1元出游”、3折起、定点开抢等促销培育
目标用户，并通过网站、App 全面展开，各种形
式的广告战也轮番启动。然而就在促销活动大
力开展的时候，国家旅游局对此泼了盆冷水。

近日有消息称，国家旅游局针对同程、途牛
两家企业在互联网上以低价招徕游客的经营行
为，责成江苏省及南京市、苏州市旅游单位分别
约谈同程、途牛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就相关旅游
产品成本构成做出说明。目前，南京市旅游委
员会已下发整改通知，要求途牛停止其“1元出
境游”业务。

业内分析称，OTA 低价营销已成常态，此
番两家企业被约谈或将对其他企业有所警示，
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

房车产业遭遇成长的烦恼
“车少地多”盈利难

截止到2014年末，中国房车市场保有量达2
万辆。到2020年，露营地将达到1万个。然而在
房车和露营地相关数据快速增长的背后，则是房
车与露营地比例悬殊造成“车少地多”的尴尬。

此外，房车上路面临着多道门槛；露营地建设
缺乏统一规划，其商业模式、土地使用性质都是待
解难题。中国房车市场遭遇成长的烦恼。（综 合）

春季出游渐热
多地景区门票价格上涨

梳理发现，今年门票将要涨价
的景区不在少数。据3月18日秦皇
岛日报报道，秦皇岛景点长寿山角
山门票价格或将上涨。长寿山、五
佛山森林公园、角山景区门票价格
原为旺季每张 30元，淡季每张 10
元。长寿山·五佛山森林公园资源
整合后为一个景区，按新景区重新
核定门票价格，长寿山·五佛山森林
公园景区与角山景区联票价格拟定
为旺季每张 120 元，淡季每张 60
元。而此前受关注的福建清源山景
区门票调价一事，福建省人民政府3
月 19日表示经成本监审和价格听
证后已正式确定，主景区门票价格
从原来的 55 元/人，调整为 70 元/
人。调价自9月10日起实施，执行
一年。

春季出游渐热，有部分地区景
点在旺季到来之前已经涨价，其中
新疆地区部分景点门票价格上涨较
为密集。据新疆发改委网站3月1
日公布的消息，喀纳斯景区门票价
格由每人次150元调整为 185元，
天池景区门票价格由每人次100元
调整为125元。而此前新疆发改委
已公布了全疆5个景区门票的调整
方案，伊犁库尔德宁景区、那拉提景
区、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景区、巴音
布鲁克天鹅湖景区和吐鲁番葡萄沟
景区门票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
涨。据不完全统计，新疆今年已有7
家景区门票价格上调。

国家旅游局创建
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对此，专家认为需加强系统安
排和部门协作对于部分旅游景区门
票价格上涨过快过高，旅游景区发
展过分依赖门票收入的这一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宋瑞表示，我国有2万多家景区，其
属性、管理体制、收支制度、定价方
式等各不相同。在实践中，确实存
在部分景区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当
然，景区价格合理与不合理，应该按
照较为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标准
来判定。景区主要依赖门票收入确
实是我国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的问
题。这既与景区本身的经营方式、
服务项目等密切相关，比如能够吸
引旅游者购物、娱乐等其他项目缺乏
创意、旅游纪念品质次价高等，也和
旅游者认为其他体验类、购物类项目
可有可无、较为普遍的到此一游心理
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有关。”

日前，针对部分旅游景区门票价
格上涨过快，部分旅游景区存在不合
理的园中园、票中票现象，少数旅游
景区对落实老年人、青少年、学生、军
人、残疾人门票价格优惠政策不到
位，少数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虚高等问
题，国家旅游局将在全国景区系统组
织开展“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创建
活动。

国家旅游局表示，创建活动遵
循政府引导、景区自愿的原则，定期
向社会公布自愿承诺加入“全国旅
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条件的景区名

单，国家从政策、资金、项目、人才培
训、宣传推广等方面，加大对全国旅
游价格信得过景区的支持。“对于民
众广泛关注的景区门票价格问题，
国家旅游局勇敢直面，并拿出切实
可行的办法，显示了管理者的勇气
和担当。”宋瑞分析认为，“主管部门
通过行政管理、社会舆论等手段来
引导景区规范价格管理，在当前是
有其现实意义的。如果能与法律等
手段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景区门
票定价制度做出系统性安排，应该
能够更加长久地、根本性地解决这
一问题。”

“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要
求景区全面实行一票制，没有价格
欺诈行为，按规定全面落实对老年
人、青少年、学生、军人、残疾人门票
价格优惠政策，对预约门票实行价
格优惠，自愿公布门票价格真实构
成，承诺较长时间保持门票价格稳
定。景区根据这些条件，自主选择
是否加入。凡自愿作出这些承诺
的，即可成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
景区”。国家旅游局希望通过三年
的努力，全国多数A级景区都进入
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行列，景
区价格秩序明显好转。

对此，宋瑞表示，政府在规范景
区门票价格问题方面应做到区别化
对待。“哪些是市场决定的，哪些是
需要政府管制的，这需要具体明
确。”此外，宋瑞认为要实现规范景
区票价管理的预期目标，旅游部门
还需要与各类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各
地物价、工商等部门协作来完成。

(史聪聪)

清明假期近在眼前，春节后的
首个小长假不少市民出游意愿强
烈。记者从各大旅行机构了解到，
今年清明小长假比较受欢迎的线
路为短途的赏花游、高铁游；出境
方向则是东南亚、日韩线最火热；
摄影团等“新势力”也值得关注。

赏花游和高铁游“平分天下”
初春踏青是清明的一大传统。记者

在走访阳明路的一家旅行社门店时了解
到，选择省内赏花游的市民较去年有所增
多。“婺源、安义古村、凤凰沟等都是目前
最火热，市民选择最多的赏花线路。”店里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景点交通方便，一个
周末就能来回，是不少家庭出游的首选。

去年，沪昆高铁江西段全线贯通，乘
坐高铁出游成了热门选择。相较飞机、
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高铁出行在时间
和舒适度上都略胜一筹，因此不少旅行
机构都相继推出了“高铁游”主题促销活
动。途牛旅游网南昌分公司负责人表
示，浙江方向的“千岛湖-新叶古村赏油
菜花-大慈岩3日游”以及“苏州拙政园-
乌镇 2日游”等线路都打了“高铁牌”，就
是看中这股庞大的潜在客源。

摄影团吸镜 出境游划算
除了常规的线路，江西康辉国际旅

行社准备在清明期间推出一款古村落性
质的摄影线路。“我们想尝试做点特别
的，以摄影为主题吸引爱好者。不仅能
欣赏美景，还能了解相关知识。”旅行社
相关负责人表示线路将涵盖婺源、瑶里、
崇义等地，是周末出游的短途旅行。

一般来说，春节过后旅游业进入淡
季。3 月以来机票、酒店价格回落较明
显。出境线路价格呈下滑趋势，其中海
岛游部分团普降四到五成。某大型旅行
社出境计划部负责人表示，清明节期间
东南亚和日韩的线路预订火热。4、5 月
日本迎来樱花季，6000 多元的日本赏樱
行程卖得很好。 （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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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小长假在即，计划出游的人们开始增多，一些旅游景区门票价格酝酿上涨，部分地区的景

点上涨密集引发热议。3月23日，国家旅游局表示将推进景区门票价格改革。对此，中国社会科学

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表示，要达到预期效果，旅游部门还需对不同类型的景区门票定价制度做

出系统性安排。

投票活动进入倒计时投票活动进入倒计时

““创意景区创意景区””
新增新增99员员

南昌包机直航
泰国六日游报名开始

泰国之巅之
尖

上

● 线路名称：舌尖上的泰国——曼谷、芭提雅美食六日游
● 出发时间：4月5日
● 价 格：3880元/人
● 线路优势：泰国机场内专属接机服务

全天24小时中文旅游电话管家
免费电话卡，内含20分钟国际长途
绝无自费、无附加费

● 报名电话：0791—86849553、86849840
● 报名地址：红谷滩江西日报大厦1306室 江西日报旅游工作室

本报记者 赵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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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称职的
吃货来说，旅行途中
没有地道美食相伴，

就好像没有吃到奶油蛋糕上的那
颗樱桃，缺了一份滋味。体验泰式
风情，食物是一场重头大戏。五颜
六色的泰式菜肴赋予感官极大刺
激，看着就很有食欲。各式酱料与
香料的运用，酸与辣的重叠碰撞，
带来独特的清新口味。

由江西日报旅游工作室主办
的“泰”好玩了——南昌至泰国（曼
谷、芭提雅）直飞包机 6 日游正式接
受报名。行程涵盖水果海鲜养生
餐、渔村沙滩海鲜餐、离岛生猛海
鲜餐、海边 BBQ 海鲜自助烧烤餐、

鲜爽可口泰式御厨火锅餐、古式泰
餐、拉玛亚娜国际自助餐等七大美
食体验，将最具特色和价值的泰式
美食一齐打包端上您的餐桌。

对于喜欢夜晚搜街的游客来
说，行程安排了芭提雅杜拉拉水上
市场及亚洲夜市，纯粹地道的泰国
风情集市，可以尽情感受当地人
文，大吃特吃泰国各式小吃美食。
空闲时间也不必坐在酒店发呆，

《Discovery Thai 发现泰国》服务会
为您带来从商场疯狂购物到亚洲
最大的夜市漫游，从泰菜烹饪学习
到泰式 SPA 体验，让游客在泰国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能享受最适合自
己的泰美好。 （赵 影）

多地将上调景区门票价格多地将上调景区门票价格
国内部分景点旺季来临前涨价国内部分景点旺季来临前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