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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旅游消费金额
上涨28.6％

2015 年，旅游市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近 日 ，国 内 在 线 旅 游 网 站 芒 果 网 发 布 的

《2015 年度旅游市场盘点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显示，2015 年居民用于旅游消费的
金额同比上涨 28.6%。同时，2015 年旅游市
场热潮明显增多，旅游淡旺季市场之间的差
别正在逐步缩小。

据芒果网的统计数据，2015年居民用于
旅游消费的金额同比上涨 28.6%，其中用于
购物的消费占比超过一半，达57.3%，其余住
宿、景点则分别为 20.8%、18.3%。而在购物
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成为境
外消费的主力军，在境外爆买团中几乎有一
半都来自这四个城市。此外，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的数据，去年中国游客海外支出达
1648 亿美元，较去年增加 28%。对此，芒果
网副总裁邱佳表示，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一边旅
游一边购物成了旅游潮流。 (艺 华)

开年“视觉盛宴”
南昌天沐自贡灯展开锣

南昌的朋友们有福了，不用远赴四川就
能在家门口看到气势磅礴的自贡灯展——
由南昌天沐温泉酒店倾力打造的 2016 首届
迎春浪漫自贡灯展，于元月1日登场（灯展亮
灯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2
日）。23组自贡花灯均由自贡灯展公司为天
沐量身打造，在制作方面突破了传统工艺局
限，充分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等造型
手法，融合传统人文故事、地域特色等精彩
内容于一体，通过自贡品牌灯彩形式展示。

灯会是人们一年一度寄托理想、祈祷丰
年必不可少的盛事。“天子与万民同乐”就是
指古代灯节盛景；自贡灯会，是南国灯城的
内蕴所在，它成型于清明时期，逐渐衍展为
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并在特定时段进行并有
一定传承线路的大型民俗文化活动。自贡
灯会，源远流长,闻名遐迩,近十年来更以其
独具的风韵，特有的魅力，载誉中外，走向世
界，被称自贡奇观的“三绝之一”。这次活动
还有很多小朋友们喜欢的卡通人物、美轮美
奂的花灯。 （秋 天）

南矶湿地生态风景区
“保护候鸟”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近日，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举行“用爱
托起‘小候鸟’飞翔的梦”公益活动。整个活
动口号为“关爱小候鸟，守护赤子心”，旨在
为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被称
为社会意义上的“小候鸟）提供来自景区的
人文关怀。在南昌市妇联、江西高校志愿服
务联盟、凤凰家园社区志愿服务社志愿者们
的引领下，来自南矶乡和红谷滩新区的 200
多名留守儿童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南矶湿地生态旅游节期间募集
的候鸟保护资金，将一部分用来资助社会意
义的小候鸟（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和农民工
子女），另一部分用来救助自然意义的小候
鸟（南矶湿地栖息的受伤、受困候鸟和濒危
鸟类）。资金使用情况将通过电视、网络等
新闻媒体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陈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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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旅游界

10大重磅事件

1. 515战略

事 件：1 月 15 日至 16 日，2015 全国旅
游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作工作报告，对全国旅游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提出了包括5大目标、10大行动、
52项工作举措的未来三年工作目标，也被称
为“515 战略”。大会结束后，“515 战略”迅
速成为蹿红全年的行业热词。

点 评：“515战略”对中国旅游业发展进
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对新常态下旅游业的
功能定位、发展思路、工作目标等进行了全
面部署。近一年来，“515 战略”推进力度颇
大，推动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在业内
掀起了强烈的冲击波。

2. 厕所革命

事 件：“515战略”提出，要发动全国旅
游厕所建设和管理的大行动，业内称之为

“旅游厕所革命”。计划三年内，全国共新建
旅游厕所 33500 座，改扩建旅游厕所 25000
座，使游客如厕舒适度来一场大提升。2月
26日，国家旅游局在桂林召开全国旅游厕所
建设和管理工作会，全面部署了旅游厕所建
设和管理工作。其后，李金早局长发表署名
文章《旅游要发展 厕所要革命》，引起业界
强烈关注。

点 评：旅游业要想实现品质的更大提
升和突破，必定要在一番宏大叙事之后，注
重细节、挖掘细节。厕所无小事，细中见功
夫。以厕所革命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旅游发展和品质提
升，是一番值得期待的事业。

3. 旅游+

事 件：8月，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发
表署名文章《开明开放开拓迎接中国“旅
游+”新时代》，首次亮出“旅游+”的观点。9
月，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 2015 中国“旅
游+互联网”大会上，李金早指出，“旅游+互
联网”有着巨大的优势和广阔的前景，在未
来 5 年将带来 3 个 1 万亿的红利——1 万亿
元需求红利、1万亿元市场红利、1万亿元增
值红利。随即，“旅游+”成为业内人士热议
的话题。

点 评：“互联网+”热潮之下，各行各业
都在琢磨如何“+”起来。旅游业的开放性、
延展性、融合性等特征，为做好+文章提供
了最适宜的土壤。“旅游+”的提出，播下了
融合发展的希望之种，展现的是旅游业的产
业自信、行业自信、事业自信。

4. 投资收购

事 件：5月，携程联手铂涛集团、腾讯收
购了 Expedia 所持有的艺龙控股权；7 月，万
达战略领投同程，总投资超 60亿元，这是国
内在线旅游企业迄今获得的单笔最大投资；
9 月，锦江股份收购铂涛集团 81%股权；10
月，携程以换股形式实现了拥有约45%的去
哪儿总投票权；11月，海航旅游战略投资途
牛 5 亿美元，成为途牛第一大股东，持有途
牛约 24.1%的股份⋯⋯购并热潮来势迅猛，
势不可挡。

点 评：今年旅游投资收购力度之大、频
率之快，让旅游产业显得风起云涌、变化莫
测、商机无限。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表达了
对旅游业的一腔热情，这也有力印证了旅游
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腊梅”现象。

5. 青岛大虾

事 件：国庆期间，一名四川游客在青
岛遭遇“天价虾”，点菜时 38 元一份的虾，
结账时竞被告知是 38 元一只。该事件经
过舆论发酵，迅速成为黄金周旅游的社会
关注热点。

点 评：一次不起眼的“宰客”行为，发生
在游客集中出游的特殊时段，经过媒体炒作
以后，便可毁掉人们对一座城市的美好印
象。这在近年来是较为典型的案例。毫无疑
问，未来，旅游业的发展还要面临更为复杂的
综合环境，城市管理者该如何主动作为，积极

营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成为破局的一大关键。

6. 市场整治

事 件：年初以来，旅游市场秩序整顿呈现了
空前的“雷霆效应”：国家旅游局印发《依法治理
旅游市场秩序三年行动方案（2015年）》；国家旅
游局、公安部、工商总局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治
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通知》；聘请旅游服务质
量“万名社会监督员”、全国招募700名旅游质量
监督志愿者；上下联动宣传“不合理低价”；《旅游
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办法》出台，对无良商家
实施“旅游失信行为记录”⋯⋯

点 评：旅游市场秩序是当今各行各业消费市
场秩序的一个缩影。对虚假广告、价格欺诈、非法
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等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
势，向破坏旅游市场秩序的踏“红线”、闯“雷区”行
为宣战，既是维护广大游客利益的必要之举，也是
防止旅游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必然要求，目的
就是为了保障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

7. 5A摘牌

事 件：10 月，全国刮起了一股对名不副实
的５Ａ级景区“摘牌风”，由于这是评A以来首次
打破“刑不上大夫”惯例，在业内引起了较大的震
动。大致情况是山海关景区５Ａ级资质被取消；
丽江古城、西溪湿地、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明十
三陵景区等６家５Ａ级景区被严重警告，全国通
报并限期整改。

点 评：此次5A摘牌从一个侧面透露了相关
主管部门对A级景区实现动态管理的信号，能上
能下、有进有出将成为常态。可以预期的是，未
来相关主管部门还将通过摘牌、警告等手段，督
促景区不断加强管理、改进服务、提高品质。只
有心存戒惧和敬畏，这个产业才能更健康发展。

8. 游客黑名单

事 件：4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游客不文明
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即俗称的“游客黑名
单”。《暂行办法》提出，游客不文明行为被记录
后，旅游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
补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向公安、海关、
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

点 评：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一些游客
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引起了社会强烈关注。为了
提升公民文明旅游意识，从教育警示角度来看，
游客黑名单增加了游客不文明行为的“道德成
本”和“信用成本”。

9. 境外血拼

事 件：2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题为
《“中国资金”春节期间席卷日本列岛》的文章称，
百货店的销售额出乎预料地创新高，日本列岛因

“中国资金”而沸腾，在家电方面，电饭煲等“招
牌”商品依然畅销，今年人气大增的是温水洗净
马桶盖。中国游客境外血拼成为其出境游的一
个显著现象。有报告预计，中国游客的海外支出
今年将增加 23%，达到 229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
大购物群体。

点 评：中国游客出境游的购物热情引得世
界关注，这里面有价格方面的原因，有对本国产
品质量不满意的原因，还有中国人旅游消费习惯
的原因，等等。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正成为一个新
课题，而不论如何引导，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才是根本之道。

10. 旅游创客

事 件：8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开
展百万乡村旅游创客行动，三年内引导和支持百
万名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专业技术人员等
通过开展乡村旅游实现自主创业。8月18日，全
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推进会议在安徽黄
山市召开。会上，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 20 个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点 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旅游

创业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一批旅游创客们不仅
有前辈创业者吃苦耐劳的拼搏劲头，还有互联网
的创新基因，目前在民宿、乡村旅游、OTA 等领
域都有不错的斩获。顺着潮流走、迎着风口飞，
期待旅游创客为我们书写更多传奇。 （宗 和）

岁末临近岁末临近，，又到了年终盘点模式又到了年终盘点模式，，回首这一年回首这一年，，旅游业有笑有泪旅游业有笑有泪。。欢喜欢喜

地看到最容易被忽略的地看到最容易被忽略的““厕所问题厕所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失望地看到青也失望地看到青

岛天价大虾宰客一步步拆掉山东多年来竖起的岛天价大虾宰客一步步拆掉山东多年来竖起的““好客好客””招牌招牌。。我们回顾这我们回顾这

一年旅游的一年旅游的““热词屏霸热词屏霸”，”，发现正是这些事发现正是这些事，，在改善我们的旅行与生活在改善我们的旅行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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