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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赵珊）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近
日在京发布了《2017 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和 2018 年发展预测》。
报告指出，今年旅游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持续优化，旅游经济继续保持
良好运行态势。预计，今年全年中国国内和入境旅游人数超过51亿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过5.3万亿元，旅游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就业的综合贡
献率都将超过10%。

中国国内旅游市场高速增长，入出境市场平稳发展。周末游、自
驾游、都市游、乡村游、周边游等细分市场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出境旅
游市场增长稳定，入境市场增长近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全面恢复
增长通道，全年国际旅游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

旅游在外交和港澳台事务工作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由中国发
起的世界旅游联盟（WTA）正式成立。中哈旅游年、中澳旅游年、中丹
旅游年、中瑞旅游年、中国—东盟旅游年以及一系列高层次国际合作

活动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亮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
会在中国召开，期间成功举办“一带一路”旅游部长会议并发布《“一带
一路”旅游合作成都倡议》。旅游外交在推进全球旅游治理，构建全球
旅游命运共同体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有五大利好：一是稳步复苏
的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夯实国际旅游市场的经济环境，二是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将推动旅游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三是旅游业战略地位
将更加凸显、政策红利将加快释放，四是旅游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五是旅游作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的主力军和新动力作用将更加突出。

报告预计2018年国内旅游持续增长，出境旅游稳定增长，入境旅
游平稳发展，旅游投资维持高位，旅游就业稳步增加。国内和入境旅
游人数有望超过5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预计突破6万亿元。旅游
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新解决旅游就业100万人。

首届北京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和 2017 健康旅游
发展高峰论坛日前在京举办，来自国家旅游局、国
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专家及众多海内外
嘉宾围绕健康旅游进行了探讨。

在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全域旅游时
代背景下，作为五大幸福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
和健康，其融合发展形成的健康旅游成为新兴业态
和关注热点。健康旅游的发展将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和新时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蕴含巨大价值

记者在博览会现场看到，健康旅游参展机构呈现
多样化，包括旅游管理机构、医疗管理机构、中医药健
康旅游示范区、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健康养生、医疗美
容、医疗保险、旅行社等。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在 2017 健康旅游发展高
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健康旅游正在迎来融合发展、创
新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旅游+”融
合发展的背景下，健康旅游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旅游
和健康需求的新方式，出现了高端医疗、特色专科、中
医保健、康复疗养、医养结合等市场热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20年，医疗健康相关
服务业将成为全球最大产业，观光休闲旅游相关服务
位居第二，两者结合将占全球GDP22%。中国健康旅
游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极大激发了健康旅游新需求。

有预测显示：2020年中国旅游业和健康服务业总

规模将分别达到 7 万亿和 8 万亿元，健康旅游具有广
阔的融合发展空间。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健康旅游需要，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卫计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
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健康旅游发展
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北戴河、舟山群岛新区、九华
山、桂林市、三亚市等旅游目的地已成为首批健康旅
游示范基地。中国健康旅游发展方兴未艾。

健康旅游蕴藏着巨大市场潜力和社会价值，将成

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推动力。健康旅
游的发展有利于解决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服务质量，创新旅游
供给方式，丰富旅游产业业态。

内容丰富多彩

旅游本身有健康的内涵，通过旅游，人们的身心
得到改善和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产业运行与
企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宏浩介绍说，在全球范围

内，健康旅游规模非常巨
大，而且增速非常快。健
康旅游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医疗旅游，一是
养生旅游。健康旅游在
中国处于起步阶段，但健
康旅游是人们的刚性需
求甚至是长期的需求，因
此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

健康旅游产品目前
供给还不充分，这要求
整合健康旅游的产业链
上下游资源，打造健康
旅游产业生态圈，合作
壮大整个健康旅游的规
模，通过持续不断全方
位的创新，推进健康旅
游持续健康地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医药健康旅游实验室负责人赵
子鹤向记者介绍，现有的健康旅游产品形式主要包括
求医问药型、观赏认知型、保健疗养型和产品采购
型。按照健康旅游区域的功能，可划分为像北京、上
海这样的一二线城市医疗旅游区，海南、腾冲等地的
生态康复旅游区，贵州等地的保健购物旅游区和长白
山等地的养生休闲旅游区。健康旅游的商业模式应有
健康观光旅游、健康体验旅游、健康购物旅游、健康
会展旅游、健康学术旅游和健康生态旅游等。健康和

旅游的融合是健康服务技术和旅游产业的跨界融合，
而不是简单的叠加。中国健康旅游行业未来的行业特
点应是“走进百姓、区域发展、民族医药、精准扶
贫”。

中医药游独具魅力

中医药旅游是健康旅游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
健康旅游的独特魅力所在。赵子鹤说，中医药旅游
是以中医药的深厚文化内涵、独特理论体系和内容
为依托，以各种中医特色养疗技术和健身方法、药
材的观赏购买和使用为基本吸引物而产生的多种旅
游活动。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关
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中医药健康旅游人数将达到旅游总人数的
3%，中医药健康旅游收入达 3000 亿元；到 2025 年，
中医药健康旅游人数将达到旅游总人数的5%，中医药
健康旅游收入达5000亿元。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去年下发通知，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建成
10个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100个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1000个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项目。

中国的中医药旅游受到海外人士的青睐。海外游
客来到北京，不仅可以爬长城、看故宫，还可以享受针
灸、推拿等中医服务。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秘书
长陈立新介绍，中医药是中国独有的，是中国的品牌优
势、技术优势，也是文化优势。北京拥有丰富的中医药
资源，有多家中医院、多位国医大师和中医系统的院
士，有最多的中医药国际组织，有优秀的中医药大学和
著名的中医科学院。北京非常重视推动中医药旅游的
发展，为外国朋友提供打包的中医药服务。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今年发布了首批 30个北京中
医药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包项目，涵盖失眠中医综合治
疗、头痛针灸综合治疗等30项，以特色病种为核心，筛
选出治疗方案明确、疗效可期、时间可估、全流程服
务、价格合理的服务项目，并可根据患者需求在就医
的同时安排旅游项目。

近日，由巨如集团、德安杰环球顾问集团主
办的中国旅游投资盛典暨优质项目对接会在北
京举行。与会的旅游业者探讨了旅游投资的热
点问题。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调查中
心在会上发布的《2017 中国旅游投资舆情报告》
显示：中国旅游投资正在从过热状态走向平稳和
冷静期，未来将是不断挤出泡沫的过程。真正的
投资才刚刚开始。特色小镇是中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是未来主要投资领域，但目前存
在着过热现象。

巨如集团董事局主席胡立勇说，希望通过本
次大会实现政府与资本的直接对接，资本与项目
的有效落地，搭建起中国顶级的政企交流平台，
助城市品牌腾飞，为地方旅游发展提供重要机
会。该集团去年携手德安杰环球顾问集团及合

作伙伴，共同发起设立“100亿中国旅游景区产业
发展基金”，推进以景区为爆点的地方全域旅游，
形成中国优质旅游景区合作产业矩阵。

在信息化时代，旅游者对于旅游体验和旅游
信息服务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也是智慧旅游发展
的内在需求。在产业需求转型、生态需求改善、
文化软实力需求提升的大背景下，智慧、文化、生
态这 3个概念与旅游融合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巨如集团近年来倾力打造集旅游规划、景区托
管、旅游综合体、智慧旅游、特色旅行社、旅游营
销、旅游传媒、旅游衍生品、房车露营、旅游基金、
高端会所连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通过全域
旅游全产业链集群，提供高科技旅游开发的一站
式无缝对接解决方案。未来，巨如集团将不断创
新思路，整合优化资源，全面扩大智慧文旅的海
外布局。

日本的樱花 3月份开，云南大理南涧
无量山樱花谷的樱花12月份绽放。

12月 2日一早，我随着参加中国南涧
跳菜艺术节暨无量山樱花节开幕式的媒体
朋友们一起走进樱花谷景区。道路两侧已
有冬樱花绽放出羞怯的容颜，一簇簇的粉
红樱花恣意开满枝头，一串串嫣红的花蕾
缀满枝头，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沿路前行约 500 米，就见集厂房、餐
厅、茶文化陈列室为一体的大理华庆茶庄
园镶嵌在无量山沿山势攀爬的绿色茶园
里，错落有致的冬樱花树花团锦簇，繁花
似锦，有开成大红色的，浓得骄艳欲滴，
有开成淡红色的，轻柔婆娑似娇羞的女
孩，织就一幅如烟似雾、万绿丛中飞红霞
的美景。

温暖的阳光刚刚洒在对面 2号景区倾
斜的山坡上，明暗相间，光影迷离，那一
墒墒茶梯像极了一组组灵动的五线谱，那
一树树粉粉的樱花仿佛上面跳动的音符，
谱写着一曲红樱与绿茶相守相恋的乐章。
侧耳倾听茶树与樱花之间的窃窃私语和绵
绵情话，我不禁想起诗人舒婷的 《致橡
树》：“你有你红硕的花朵，像霞像玉，也
像火炬。”

在 1 号景区大理华庆茶庄园的茶山
上，我用镜头和目光不停地捕捉着茶园中
那些不该错过的美景，这时我才发现，前
几天朋友圈花讯中的那些含苞欲放的樱
花，仿佛一夜之间被时光唤醒，从严酷的
冬天中醒来，绯红了 1号景区整个山坡上
的片片茶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樱花开。边走边拍，一路邂逅上海、
四川、南京自驾车游客。

樱花谷中处处皆美景，如果说 1号景
区是风姿绰约、美艳动人的少妇，那么 2
号景区则是知性、优雅、浪漫、迷人的大
家闺秀，隐藏在原来南涧县医药公司药材
基地里的 3号景区，则犹如藏在深闺人未
识的乡村美少女，依然保持原初古朴真实
的模样。来到无量山樱花谷，走进每个景
区，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人们有所不知，其实18年前，这里只

是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旁一个接近荒芜的
茶园，真正的名字叫“蛇妖箐”。2000
年，4 位台商出资租赁下了这片当时叫

“无量德安茶场”的茶山 50年经营权，在
这里种植乌龙茶和铁观音。为了给这些茶
树遮阴，并为茶叶添入自然花香，他们在
茶园里移栽了一批冬樱花。

每年冬季，冬樱花怒放，给这个茶园带
来了别样的风景。不过，10多年来却从来没
有人想到把这一风景当做一个景点。蛇妖
箐茶山的冬樱花，一年又一年寂寞地绽放又
凋谢了。直至2010年前，这里顶多就是一个

在摄影发烧友中小范围知晓的取景点。
“茶园栽种冬樱树，闲绕花枝便当

游。”早年台湾茶农的“无心插柳”及近
年来南涧县委政府的“有意栽培”，民间
自发的传播热情和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助
力，三者合力，成就了无量山樱花谷 3A
级景区今日的飘香万里的美丽。

亲爱的朋友们，趁阳光正好，时光未
老，看樱花，不必苦等人间四月天，也无
需远赴日本，就到人间仙境大理南涧无量
山吧，这里是全国春天最早达到的地方。
岁末，我和樱花在无量山樱花谷等你来。

幸福产业强强联合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健康旅游 激发万亿市场的新业态
本报记者 赵 珊

河北《沧州日
报》日前推出“文
化八仙桌”活动，
利用周末向大众和
游客传播当地民俗
文化。图为市民和
游客在“文化八仙
桌”现场，聆听艺
术 家 讲 解 沧 州 曲
艺。

傅新春摄

游客品味沧州民俗文化游客品味沧州民俗文化

中国旅游投资走向平稳冷静
陈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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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王华北） 近日，由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拉
萨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环渤海区
域游客援藏签约仪式暨冬游西藏
推介会”在北京举办。西藏自治
区政府副主席多吉次珠表示，长
期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
切关怀下，在北京市等对口援藏
省市的无私支援下，西藏旅游事
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旅游业已
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和

富民兴藏的龙头产业，在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西藏旅游业迎来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

12 月 12 日在广东珠海已启
动了游客援藏的序幕。这种全新
的援藏方式，有助于西藏加快建
设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步
伐 。 未 来 3 年 ， 对 口 援 藏 省

（市） 游客援藏总量将达到 2000
万人次。

本报电（李丰华） 近日，世
界旅游联盟与中国浙江省政府战
略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在北京举
行。在世界旅游联盟组委会主
任、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和浙
江省省长袁家军的共同见证下，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与浙江省
副省长梁黎明签署战略合作文
件。以此为标志，世界旅游联盟
总部正式落户杭州萧山湘湖。

世界旅游联盟于今年9月12
日在中国四川成都成立，是由中
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

合性、非政府、非营利世界旅游
组织。世界旅游联盟以“旅游让
世界和生活更美好”为宗旨，以
旅游促进和平、旅游促进发展、
旅游促进减贫为使命，以互信互
尊、互利共赢为原则。世界旅游
联盟的总部选址工作，激发了各
大旅游城市的申报热情，经过多
轮比拼，最终杭州凭借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良好的国际化基础
和有力的政策保障，获得评审专
家的一致好评，最终以高票高分
脱颖而出。

今年国内和入境游人数超过51亿人次

旅游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率将逾10%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落户杭州

“游客援藏”3年将输送游客2000万人次

无量山的冬季樱花无量山的冬季樱花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来自俄罗斯的游客在海南三亚太极康体养生中心体验推拿按摩。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