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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旅游的一大亮点是内地
游客重回香港，并呈逐步恢复增长态
势。香港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际，香港
正在重新成为内地游客出境游的首选
目的地之一。

此前因为多种因素而减少的内地游
客数量开始回升。据香港旅游机构统
计，今年上半年内地访港旅客达 2089.2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3％，占香港入
境市场的 75%。每 4 个去往香港的游客
里就有 3 个来自中国内地。香港零售业
自今年 3 月以来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同比
上涨。携程旅游发布的《暑期内地赴香
港旅游报告》显示，七八月间，报名香港
自由行、跟团游的人数，相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 30%。这是香港游持续低迷之后首
次恢复强劲增长态势。

近日，国家旅游局与香港特区商务
及经济发展局在京签署《关于进一步深
化内地与香港旅游合作协议》，进一步
加 强 内 地 与 香 港 旅 游 领 域 的 交 流 合
作。根据协议，双方将从建立工作机
制、落实中央惠港政策、加强旅游产业
互动、开展旅游联合宣传推广、加强旅
游监管合作、深化粤港澳区域旅游合
作、促进双向青少年游学交流等七方面
加强旅游交流合作。业内专家分析，这
意味着香港有望重新成为内地游客出
境游的热门选择。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近年
来，内地与香港在旅游合作方面取得的
成绩可圈可点，旅游已经成为两地合作
的重点领域。2016 年，内地与香港人员
往来达 1.24 亿人次，是世界上最大的双
向旅游市场。今后，两地要加强旅游市
场开发，深化旅游监管合作，共同维护好
旅游市场秩序，将旅游合作推向新高度。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接
下来将进一步挖掘香港在生态旅游、文
化旅游、邮轮旅游等方面的增长潜力。
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
的即将开通，这将为香港和内地扩大旅
游市场规模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在
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特区政府
愿与国家旅游局联合开展宣传推广，携
手开拓共同市场，不断提升两地旅游的
美誉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旅游业实现

“民心相通”的特殊作用。
携程旅游的最新统计显示，暑期选

择自由行、跟团游产品赴香港的人数，单
月超过 2 万人次，相比去年增长达到
25%-30%。这一增速达到了近一年来的
新高。在暑期出境游目的地排行榜中，
香港排名第三，仅次于曼谷、新加坡。

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四个一线城
市位居暑期内地赴港旅游城市排行榜
前四位。杭州、南京、成都、天津、重庆、
武汉、天津、成都、武汉等新一线城市紧
随其后。二线城市赴港旅游增速最快，
很多内地游客首次出境游选择香港。

71%的内地游客赴香港观光度假是
选择自由行产品，29%的游客选择跟团
游产品。在报名跟团游的用户中，近
100%选择的是没有购物店的纯玩团。
此外，可以随心所欲的定制游也成为内
地游客赴港的新选择。

从游客实际选择的产品、出游体验
以及点评看，内地游客赴港旅游已经摆
脱了低价购物团的困扰，可以从吃住行
游购娱等各个方面，真正深入体验香
港。一系列香港游新玩法也开始走红，
包括漫步中环香港人文观光一日游、张
爱玲文化之路、徒步香港离岛南丫岛和
大屿山，品尝米其林晚餐等主题深度游
逐渐受到内地游客的追捧。

它峰岩秀逸、怪石嶙峋、奇松千姿、
云海飘飘，既有五岳的“雄、险、峻、秀、
幽”，又有黄山之“奇”，这是神奇的造物
主在江西上饶雕琢的一件完美的艺术
品，它就是三清山。

三清山自古就有“天下第一仙山”
的美誉，秀美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道文
化交相辉映，是一处集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于一
身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因玉京、玉
虚、玉华三峰峻拔，宛如道教玉清、上
清、太清三位尊神列坐山巅而得名。

在诗人眼中，三清山是“云雾的家
乡，松石的画廊”；在画家眼中，三清山
是中国山水画的自然摹本；在地质学家
眼中，三清山是西太平洋边缘最美的花
岗岩；在生物学家眼中，三清山是第四
纪冰期生物的避难所，是研究生物演变
的摇篮。

就是在这里，一项世界级赛事即将
举行。中国·上饶·玉山“三清山”杯
2017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将在江西玉山
拉开帷幕。斯诺克世界公开赛是同类
赛事中最顶级的赛事，其影响力、号召
力不言而喻，斯诺克作为一项注重“绅
士”精神的智慧运动，其展现出来的“优
雅、精致和安静”的体育文化和“三清天
下秀”所展现的“婉约、精致、秀美”之秀
不谋而合，这是最静美的山与最安静的
运动的千里约会。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
任吴华介绍，近年来，随着“旅游+体育”
产业的兴起，三清山风景区乘势而上，
以建设“全域、全景、全时空”的全域旅
游样板景区为抓手，积极促进体育元素

进入景区、深入景区、融入景区。首先，
打造好平台，在核心景区配套建设总长
10公里的当前国内最长高空栈道，成功
举办了两届高空越野马拉松赛；还将在
山下沿曲折的环山旅游公路建设全国
最为惊险刺激的山地自行车赛道，适时
举办越野自行车赛；同时通过连续两年
举办“三清山”杯全国围棋公开赛和桥
牌公开赛，打响了赛事品牌并将持续跟
进。其次，培养好文化，深入挖掘三清
山1600余年的道教内涵，加快“文旅”深
度融合，为各类体育赛事注入独具三清

山特色的文化元素，充分彰显“律动三
清，秀出真我”的底蕴与气质。最后，展
示好形象，与具有影响力的媒体结成战
略伙伴，变“碎片化”宣传为“集中式”营
销，提升三清山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三清山风景区连续多年实现游客
接待量增长。今年上半年，接待境内外
游客808.52万人次，同比增长13%；综合
收入 76.03 亿元，同比增长 19%，其中入
境游约为45万人次，占游客总接待量的
5%。入境游的客源构成主要来自韩国、
日本、台湾、东南亚等地区。其中东南

亚、台湾占入境游总量的一半以上。
三清山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知名

度，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对此，
吴华指出，三清山目前正在通过提升
产品、客源、运营三个方面的国际化
来拓展国际市场。一是产品国际化。
按照国际标准的标识解说体系、接待
住宿体系、交通道路体系、旅游信息
体系、金融结算体系来策划国际化旅
游产品。三清山主动融入到全省、全
国的入境旅游营销部署中去，进一步
丰富业态、丰富产品、发展休闲度假
产业，着力提升对境外游客的吸引
力。二是客源国际化。加大与海外知
名旅行社的合作，优化三清山海外客
源市场结构，降低海外客源市场风
险。下一步，将重点开拓东南亚市
场，在稳固好港澳台等客源市场的基
础上，开拓新的发展平台，改善境外
旅游市场结构。三是运营国际化。引
进国际国内著名品牌，支持国际旅
游、文化资本在三清山投资或经营品
牌连锁企业，汲取国际品牌公司的成
功管理经验，提高景区运营管理水
平。放大三清山希尔顿酒店品牌效
应，并通过其国际影响力，吸引其
6000 万会员乃至更多其他欧美国家的
游客来江西、来三清山观光、休闲、
旅游。

“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2017年‘三
清山’杯斯诺克世界公开赛的这个更
高层次更广覆盖的平台，以体育与旅
游互融的模式，让更多人了解三清
山、走进三清山、感受三清山！”吴华
憧憬道。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是最接近蓝
天的地方。1956 年，昆明机场口岸第一
条飞往缅甸的国际航线正式起航，这条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条国际航线当时
被誉为“红色航线”“政治航线”“外交
航线”。正是这条航线打破了西方敌对势
力对我国实施的全面封锁，周恩来、刘
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这里走
向世界各地。62 载风雨兼程，如今的昆
明机场口岸，已先后开通 25个国家和地
区 54 条航线，年出入境客流量达到 266
万人次。

便捷通关是空港口岸的“生命线”。
随着机场的搬迁，昆明机场口岸作为中
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门户枢纽的辐
射力不断提升，与搬迁前相比，旅客年
流 量 从 148.5 万 人 次 增 加 到 265.6 万 人
次，航班从 12885 架次增加到 20438 架
次，机场日均旅客已达到 9000 人次。特
别是春节、暑期、国庆节黄金周，“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南博会”

“两会”等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昆明
机场已成为外国首脑、各国宾客出入境
的重要通关口岸，打响了“国门名片”
的服务品牌。据不完全统计，转场5年以
来，共为来自泰国、老挝、新加坡、巴
基斯坦、尼泊尔等50个国家和地区10000
余名政要办理出入境礼遇服务，赢得了
各国宾客和服务对象的一致好评。

今年6月8日起，昆明机场口岸实行
7×24小时通关保障，这标志着昆明机场
口岸成为全国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后第六个实
现全天候通关保障的航空口岸，昆明边检站在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上又迈出坚实一步。

“用警营文化建设推动空港边检文化培树，让官兵快乐工
作，幸福生活。”这是昆明边检站政委杨春林对培树特色边检
文化的总结。这个站提炼出了“魅力昆明，阳光边检”宣传
口号和昆明边检精神，为警营文化注入了律动的灵魂。空港
文艺小分队、边检时尚小乐队、警营小广播、摄影兴趣小组

“四小”特色文化队伍迅速成长壮大。文化滋养精神，进而转
化为边检工作的持续驱动力。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官兵似
柏，挺拔青翠。独特的边检文化，深深地感染着每位官兵，
在执勤现场，可以看到检查员一张张温暖如春的笑脸，听到

“魅力昆明，阳光边检……”的嘹亮歌声。

内地访港游客恢复增长
占香港入境市场近八成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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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加体育 助力斯诺克

三清山秀出国际范儿
李丰华

游客在香港金紫荆广场游览。 新华社记者李 鹏摄游客在香港金紫荆广场游览。 新华社记者李 鹏摄

三清山主峰三清山主峰 方永进方永进摄摄

休渔数月的南海又热闹繁忙
起来了。启航、下锚、抛网、收
获……开渔节是大海的节日、渔
民的节日，如今也成了游客的节
日。8 月 16 日，南海史上最长的
休渔期结束，当天，以“穿越千
年古港，相约冼太故里”为主题
的广东省茂名市博贺镇南海开渔
节在茂名千年古港博贺港举行。

伴随嘹亮的号角声和震撼的
锣鼓声，在打扮得花团锦簇的博贺
港，停泊着1000多艘渔船。中午时
分，宣布出海的号令一下，博贺港
内原本帆樯林立、千舸锚泊的平静
海面，瞬间汽笛长啸，渔船同时升
起风帆，在头船的带领下驶向碧波
荡漾的南海，开启新一季的忙碌，
心怀收获满满的美好期望，展现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壮丽景
象，传承千年古渔港的文化。

溯其源头，开渔节来自于沿
海渔民自发举办的“祭海”开船
仪式。开渔节意味着休渔期的结
束、新的捕鱼季开始，也承载着
渔家儿女对丰收与平安的寄托。
博贺港是全国十大渔港之一、广
东省三大渔港之一。博贺南海开
渔节是广东省十二大节庆活动之
一，是一个典型的渔家文化盛
会，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以“渔文化”为主线，展示“渔
文化”的顽强和拼搏，展现海洋

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创新。本次
博贺南海开渔节是央视 《魅力中
国城》 节目首个落地宣传的项
目，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开渔节现场，还有展现浓
厚岭南文化特色的麒麟舞、鳌鱼
舞、高脚狮舞、布龙、马贵土牛
舞、鬼仔戏新唱、跳花棚等等表
演。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的开
渔节，博贺港都是按照民间习
俗，举行传统的祭海，拜船仪
式，这次与岭南民俗文化节交相
融合，联袂上演，尚属首次。它
不仅延续了茂名千年海洋文化，
还促进了各地民间艺术交流。

据了解，茂名以博贺南海开渔
节为契机，全力打造“茂名滨海新
区海丝遗迹”与“冼夫人文化”两大
历史文化名片，展示以岭南文化为
主的中国民俗文化精品，塑造“渔
跃南海”的茂名城市旅游名片。

博贺港是中国沿海目前在建
的最大深水港之一。早在 1400 多
年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
夫人就向海而兴，组织力量建造
船舶，从博贺港出发，开展初具
规模的海上贸易，与东南亚、南
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成为
中国踏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
者。冼夫人足迹不仅遍布岭南地
区，东南亚不少国家至今仍留存
为数不少的冼太夫人庙，千年来

香火依然鼎盛。汉朝到清朝年
间，博贺港航运商贸发达，桅杆
林立，千帆竞发，文化交融，展
现熠熠生辉的海洋文化，彰显了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辉
煌。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 《建
国方略》 中曾规划中国大陆沿海
九大商港，其中便有博贺港。

如今，茂名乘“一带一路”
的 东 风 ， 大 力 发 展 海 洋 经 济 。
2016 年，“茂名滨海新区海丝遗
迹”正式入选“广东十大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与此同

时，茂名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内外
的游客。茂名的海极具亚热带风
情，绵延180多公里的海岸线，分
布着放鸡岛、浪漫海岸、南海旅
游岛等著名景区。这里有多处绵
延十几、二十公里，宽300多米的
优质沙滩。你可以在沙滩上漫
步，感受白色的沙子从脚趾缝里
流淌出来的酸爽；你可以在海里
畅游，感受亚洲能见度最高的潜
水基地的鱼群和珊瑚。

近年来，茂名旅游业快速发展，
旅游业的前景以及发展方向越来越
受到人们关注，旅游业已成为茂名
重要的经济产业，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城市的格局也已初步形成。

茂名将滨海旅游发展摆在旅
游发展的首要位置。全市滨海旅
游产业已初具规模，成为了茂名旅
游产业龙头。目前，全市拥有省级
滨海旅游产业园区 1个，滨海旅游
景区（点）10多个，其中包括放鸡岛
海洋度假公园、浪漫海岸国际旅游
度假区、御水古温泉度假区国家 3
家国家 4A 级景区。2016 年，滨海
旅游共接待游客 1376.05 万人次，
占全市60.25%，实现旅游业总产值
143.86 亿元，占全市 59.37%。以博
贺镇为例，在大力发展海洋渔业经
济的同时，依托“海”字，以其独有
的民俗文化，唱响了“旅游经”。先
后举办了放鸡岛、浪漫海岸文化旅
游节、港口海主文化公园庆典，
博贺疍家文化节、博贺龙舟大
赛、乡村民歌大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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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贺南海开渔节上的表演。博贺博贺南海开渔节上的表演。

航拍博贺南海开渔节航拍博贺南海开渔节 陈景明陈景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