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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旅游局决定撤销湖南
省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重庆市南川
区神龙峡景区 5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经专家组实地核实，大多数5A级
景区都能够保持国家标准规定的要
求，但有少数景区在进入5A景区序列
后，疏于管理，引起广大游客强烈不
满。两个5A级景区的撤销，引起了社
会高度关注，也受到舆论的广泛热议。

管理混乱 投诉增多

国家旅游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说，橘子洲旅游区安全隐患严重，在
检查中发现，时有游客翻越临江警戒
线观景或拍照，却没有安全管理人员
制止或提示；景区环境卫生差，厕所
异味严重、污水污迹多，长时间无人
清扫，残疾人卫生间堆满杂物；景区
旅游服务功能严重退化，游客集中区
域休息设施严重不足；景区管理不规
范，存在“黑车”揽客等现象。

神龙峡景区的旅游安全隐患严
重，漂流作为景区主要旅游项目，对
游客没有进行漂流前的安全教育、安
全设施佩戴讲解演示；部分游步道紧
邻山体滑坡处，却没有设置安全防护
设施；旅游秩序混乱，滑索项目收费
却没有公示与发票；神龙洞烧香、求
签管理混乱，存在欺客宰客等现象。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
成表示，今年以来，全国旅游资源规
划开发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委托对部
分5A级景区开展质量等级复核。复核
的重点是近一段时期以来游客投诉比
较集中的5A级景区。

据介绍，本次复核方式是采取委
托第三方专家组进行独立暗访。专家
组专家每到一地，都以游客身份深入
到景区各个服务区域，对照审查5A级
景区质量等级标准要求和游客投诉问
题，进行检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
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宋金平认为，这
种做法保证了复核的客观性。

摘牌保证旅游质量

游客对景区的评价标准多来自于
自己的直观感受，游客郑嘉伟认为：

“无论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好的
景区要有一定的体量，形成聚合效
果。”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在某些景
区，比如有奇石怪林的地方，配备讲
解导游。

景点周围的基础设施也是游客极
为重视的方面。游客李海博提到自己
会比较注意景区是否有志愿者服务、
路标是否清晰可认。郑嘉伟比较注重
景区周围的交通、住宿、饮食、卫生
条件。

4 月 25 日零时，南锣鼓巷取消了
国家3A级景区资质，暂停接待旅游团

队。据统计，截至今年 4 月，南锣鼓
巷日均客流量超过 3 万人次，周末客
流量超过 5 万人次。而按照国家旅游
局此前公布的 《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
导则》 标准，南锣鼓巷景区的瞬时承
载量为1.7万人，游客人数严重超出景
区的承载能力。

这对当地街区风貌和设施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损坏，也破坏了游客们的
旅游体验。李海博说：“景区人多是必
然的，但是景区应该合理调控游客数
量，保证旅游质量。”

去年，山海关景区被摘牌，当地
政府对其直接负责人进行处理，加大
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有媒体评论：
山海关被摘掉5A级景区的牌子后，当
地管理者进行了整改。今年暑期周
末，山海关景区游客数量不多；没有
强迫游客在功德箱捐款的现象；景区

地面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旅游研究室主

任戴学锋认为，摘牌对提升5A级景区
管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被警告、取
消等级的景区努力强化管理提升服
务，没有被警告的景区也主动找差
距，努力保住评定时的管理水平。

5A景区取消“终身制”

宋金平认为，摘挂牌这一举措可
以促进景区管理水平提升，通过推出

“能上能下、奖优罚劣”的管理机制，
完善景区治理结构，保证 A 级景区的
整体发展质量；可以引起各级政府与
旅游管理部门、经营企业对旅游者利
益的真正重视，形成供给、监管、市
场有效对接，良性循环的发展局面；
可以促进景区经营管理机构对景区建
设常抓不懈，保证资金的持续投入。

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快速增长
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彭德成表
示，游客对景区服务质量的要求不断
提高，景区环境卫生、服务质量、安
全保障与旅游者息息相关。

今后，国家旅游局将进一步深化
5A级景区评定工作，加大事中事后监
管力度，推进景区安全、质量、秩序
常态化监管，督促指导各类旅游景区
不断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使5A级景区
始终保持环境优美、服务周到、品质
上乘、游客满意的旅游品牌。

目前景区的挂牌摘牌已初步形成
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机制。宋金平说，
创建工作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在评
定阶段，旅游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景
区的景观质量严格把关，并进行多次
暗访，确保景区创建完成各项标准才
给与授牌。在监管阶段，根据游客的
反馈、投诉情况，组织第三方机构暗
访，确认后对不同程度的景区给予摘
牌、严重警告等不同的处罚。这基本
上建立了一套事前抓成效、事中严把
关、事后重监管的管理机制。

消费升级、赢得尊重成为描述中国游客的年度关键词，
新一代中国旅游者不仅仅是“移动的钱包”，而是发挥越来越
大的“正能量”。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旅游集团最新发布的

《2016上半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报告》指出。
报告认为，中国游客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当城市

的中高收入阶层在国内的生活质量提升之后，他们希望去全
世界享受更好的服务，为个人与家庭获得幸福感。他们增加
支出购买更优质的旅游产品，深入体验目的地当地人的生活。

报告表示，2016年，中国继续蝉联全球出境旅游人次和
消费额的双料世界冠军。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上半
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 5903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4.3%。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全国人口都出国一次。中国已经
成为泰国、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朝鲜、马尔代夫、
英国等多个国家的第一大入境旅游客源地。

在线旅游网站和手机移动客户端成为中国游客查询、预
订的重要渠道。携程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通过跟团游、自由
行、国际机票、国际酒店、当地玩乐等业务，服务1000多万
人次出境游客，相当于每5个中国出境游客，就有1个通过携
程预订。报告测算，目前拥有出境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约
6500万人，相对于14亿的中国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市场潜力
依然巨大。

报告还发布了上半年出境游出发城市排行榜。上海、北
京、广州、深圳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境口岸，但“新一线”

城市为出境旅游市场贡献了最大的新客群，消费能力已经比
肩一线城市。2016年出境旅游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分别
为长沙、深圳、重庆、成都、武汉、昆明、福州、西安、南
京、杭州。

中国游客喜欢去哪儿？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继续主导中
国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2016年上半年，最热门的十大目的
地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泰国、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
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
游客更倾向于赴亚洲城市观光，前往亚洲周边的海岛度假。
欧洲恐怖袭击事件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一趋势更加凸显。越是
为中国游客提供便利、当地越是友好、安全性越高的目的
地，中国游客的增长就更快。

随着旅游经验的丰富和消费升级，中国游客幸福感提
升。根据携程度假产品的用户点评大数据，上半年，旅游者
平均点评分为 4.60分 （满分 5分）。以 100为最高值，旅游幸
福指数为 92，是近几年的峰值。从群体看，朋友出游相比家
庭、情侣的幸福指数更高。从吃住行等旅游要素看，领队服
务的点评分最高。

报告中一项对数百位领队的调查发现，90%的领队认为，
2016 年上半年中国游客出境游的文明旅游程度有提升或者明
显提升，不认同中国游客素质低于其他国家的说法。部分游
客不文明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
低，大部分中国游客文明素养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差，不应
该被妖魔化。鉴于很多国家在大规模出境游兴起过程中，也
存在类似不文明现象与争论。随着全球化环境下长大的新一
代旅游者崛起，中国出境旅游者在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
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5A景区打破“终身制”“能上能下”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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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敖阳利） 日前，北京欢乐
谷迎来 10 周岁生日，推出“十周年庆典
日常优惠票”、“军人免费畅游”、“京津
欢乐谷一票两园”等系列优惠政策。作
为中国自主创新的第一个主题公园连
锁品牌，欢乐谷实施“东西南北中”区域
发展战略，秉承“建不完的欢乐谷、玩不
完的欢乐谷”的发展理念，让游客“常玩
常新”，引领中国主题公园的发展。

自 2006 年开园至今，北京欢乐谷
已先后推出三期创新产品。按照“常
建常新”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北京欢
乐谷遵循市场需求和发展规律，以科
技产品理念为自我要求，不断进行迭
代更新，坚持不懈地为游客提供新、
奇、特的欢乐体验和安全优质的产品
服务。例如，将文化景观与游乐设施
的巧妙结合，通过主题文化包装及故
事演绎给游客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

10 年来，北京欢乐谷坚持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并
重，它的成功开发与高质运营产生了良

好的连带效益和集聚效应，在带动区域
发展、完善城市功能、构建和谐社会、满
足大众娱乐生活、创造城市综合效益等
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今年也是欢乐谷连锁品牌 18 周年
纪念。1998 年，深圳欢乐谷一期开
业，标志着中国首个参与型、体验型
的主题乐园诞生，也奠定了“欢乐谷
发展模式”。基于布局全国的战略发
展，欢乐谷先后在南部的深圳、东部
的上海、西部的成都、北面的北京、
中部的武汉等城市连锁运营，开创中
国主题公园“连锁”发展的新模式。

针对上海迪士尼开园以及北京环
球影城开工建设，不少业内人士担忧这
些外来强势品牌的入驻会对欢乐谷的
发展造成冲击。对此，北京欢乐谷副总
经理李向阳表示，这些品牌的入驻会让
中国旅游市场的蛋糕越做越大，它们所
带来的西方文化也会刺激本土民族企
业挖掘更多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差异化
发展，最终实现共赢。

你可能攀登过不少名山大川，涉足过大
大小小的江河溪流，但是你知道水土流失也
可创造出特殊的地质景观吗？笔者近日游览
了吉林乾安泥林国家地质公园，被这壮观独
特的地貌所震撼，更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
折服。

乾安泥林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吉林省松原
市乾安县西南部40千米处，地跨所字镇、大布
苏镇 2个镇。乾安县是中国仅有的一个用《千
字文》依序择字为村镇取名的地方，辖区内奇
特的人文地名如水字镇、让字镇、所字镇等，
形成了一道国内独一无二的区划景观。

步入景区，视线所及的泥林沟壑纵横，
叠峦起伏，只有泥柱顶部，被些许青草覆
盖。看到此景，笔者不由自主地快步向前，
迫切地想看清它的真面目。走近之后，抬眼
便是数以万计形状各异的泥柱如林、连峰接
岭和土壁陡峭。身处其中，顿觉天高地远，
仿佛穿越到了原始时代。

沿着景区修建的栈道便可步入泥林的腹
地。深入到泥林深处的栈道，随着地势高低起
伏而蜿蜒前伸，沿路可以看到水流冲刷过后

“空洞”的柱体，与水流和沙土顽强斗争中生
长出的几株野草，以及地表水流过后在土地
留下的印记。坝沟内流水潺潺，据当地的导游
介绍，这里还有自流泉井，水质清澈，含有对
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能治多种疾病。

从导游口中我们得知，泥林所处的这种

地貌叫潜蚀地貌，是流水沿着黄土中的裂隙
下渗“潜蚀”，使土粒流失，因而产生洞
穴，最后引起地面崩塌而形成的地貌。而处
在表层的土是盐碱的结晶体和沙砾的结合
体，由于没有植被，雨后地表很快就干涸皲
裂。因此，也有地质专家称泥林为“假喀斯
特”和“类喀斯特”地貌。一位来自云南的
游客不禁感叹：“南有石林，北有泥林”。

入腹地之后，再步行五六分钟就来到了
大布苏湖边。大布苏湖平静开阔，湖水清澈
见底，当地人介绍说，这里是候鸟、野兔、
狐狸、野狼、蛇等鸟兽常常出没和繁衍栖息
的地方，也是狩猎、捕捞、放牧的好地方。有学
者认为大布苏湖是霍林河下游遗留下来的湖
泊，后来由于江河改道，中断水流，砂化加固，
靠地表水径流，从四周碱地汇入很多钠、镁
等，使淡水湖变成浓度较大的盐碱湖。

我们从栈道再攀爬到泥林之巅远眺，目
睹了景区全貌的绰约风姿。大布苏湖碧波荡
漾，荻花飞舞，丹顶鹤、白鹤、大天鹅在湖中嬉
戏，草原雕在空中翱翔。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
自然和谐，你会生发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也是
这一特殊景观值得珍惜、值得守护的所在。

比地貌更震撼的，还有这片古老的土地
蕴含的历史。在泥林自然博物馆里，两只猛
犸象的化石被等比例的修复还原，仅化石就
高达 5米多。由化石可以推算出，这片土地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当时这里生存

着大批猛犸象、披毛犀、原始牛、剑齿虎等
动物群。博物馆的讲解员告诉大家，猛犸象
的灭绝，可能跟这片土地的地貌演变有关，
环境的变化让它们的生存条件逐渐恶劣，以
至灭绝。看着化石还原的猛犸象，笔者仿佛回
到了原始时代的泥林，壮硕的猛犸象、披毛
犀等大型动物在这片土地上狂奔，大地因为
猛兽的奔跑而震动……

此外，这里还陈列着中外考古学家发掘
的13种珍贵的脊椎动物化石。虽然经历了多
年的风雨，但由于这里独特的地质条件，这
些脊椎动物化石保存得十分丰富和完好。除
了化石，考古学家相继从泥林中挖掘出许多
古代石器、陶器、青铜器、兵器、古钱化石
装饰等，这些都可以证明，数千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就有人聚居在此，并从事生产活动。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无法相信单凭雨水
和泥沙竟能幻化出这般神奇的世界。走进泥
林，一块块洁白的化石告诉我那些远古的故
事；一枚枚古币铜钱，讲述着人类是如何从
这里走过；一条条流水冲蚀过的沟壑，让我
看见时光流过的痕迹……

北
京
欢
乐
谷
十
年
﹃
常
玩
常
新
﹄

北
京
欢
乐
谷
十
年
﹃
常
玩
常
新
﹄

擦亮旅游地标
吉林·乾安泥林
擦亮旅游地标
吉林·乾安泥林

摘牌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消费升级 赢得尊重

中国游客幸福感提升
本报记者 赵 珊

北京欢乐谷北京欢乐谷

本报电（李志刚） 日前，国家旅游局决
定废止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2005年7月6日发布）。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已被国家旅游
局印发的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旅办发 ［2012］ 166号） 所取代，国家旅游
局 2005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 《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评定管理办法》的有关内容已不适应新形
势、新要求。因此，2016年6月30日国家旅

游局第 8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废止〈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的
决定》，自7月19日起生效。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公
共服务，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和国务院法制办《关于报送部门规章清
理结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国家旅游
局于2016年3月启动了国家旅游局规章的清
理工作，目前清理工作进展顺利。

国家旅游局：

废止2005年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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