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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故事⑧旅游扶贫故事⑧

国内景区陆续开放，旅行社部分经营活
动开始恢复，游客的出游脚步从城市游、周边
游慢慢开启，旅游消费正在逐步恢复。国内
游是2020年中国旅游市场的看点。提升供
给质量，培育新兴业态，就成为国内游发展的
重中之重。

景区有序开放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内游市
场加快复苏。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截至3月
16日，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3714家A级
景区恢复对外营业，复工率超过30%，已开放
的旅游景区主要为山岳型景区、开放型景区
和市民公园等室外旅游场所。据携程统计，
其平台上恢复预订的景区已超过 1000 家。
由于疫情仍未结束，景区积极采取限流措施，
目前游览人数仍远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在目前开放的景区中，人气最高的自然
风光类景区有香山、鼋头渚、亚龙湾森林公
园、蜈支洲岛、天涯海角、青秀山、西岭雪山
等。携程集团副总裁、全球玩乐事业部CEO

喻晓江说：“春暖花开，游客在名山大川这些
非密闭的景区，享受自然风景和清新空气，有
利于放松心情。在线预约已成为景区开放的
标配。市民游客积极使用线上购票、在线收
听语音导览等非接触方式健康游览。”

近日，上海、陕西、新疆、四
川等多地恢复旅游企业部分经
营活动。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
的首批产品开始恢复上线接受
预订。一些地区的线下门店也
已开业。旅行社开始有序复工，
国内游市场加快复兴。这极大
提升了旅游从业者的信心。据
记者了解，恢复上线的首批旅游
产品，主打少聚集、更私密的私
家团、精致团，以现在时令的踏
青、亲近自然的休闲游为主。携
程跟团业务在快速恢复上海、陕
西、新疆、四川等本地游产品。
恢复后的跟团游把游客健康放
在首位，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
司机导游上岗前需要测量体温
并佩戴口罩，随团准备护理包，
包含口罩、酒精、洗手液等用品。

提质旅游消费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旅游产
业增长的持久动力。旅游产业
振兴的关键是扩大消费。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
等2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其中“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
级”是核心内容之一。浙江、山东、辽宁、江苏
等多地计划发放文旅消费券等刺激消费。

在近日巅峰智业主办的文旅振兴公益
直播大会上，专家学者纷纷为扩大旅游消
费支招。青岛大学文化旅游高等研究院院
长于冲认为，旅游消费是疫情后旅游产业
振兴的支点。旅游产业振兴首先从省市的
周边游启动，带动国内旅游消费的振兴。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
部旅游管理教指委副主任马勇认为，疫情
过后，人们的旅游消费体验将会发生变化，
大家更看重康养，让心灵和身体放飞，融入
大自然。城市周边游、乡村休闲游的出游
频次会有所提高，甚至会成为高频消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化和旅游
部“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厉新建表
示，2020年旅游业的发展一定是国内游为重
中之重。对人们国内游的质量要求会发生
变化。在国内游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我们
需要围绕着市场秩序、产品质量、标准落地、
正视差异、补齐短板、强化优势、选准重点、

服务大局上做一些重点的谋划，出台一些相
应的政策。

培育新兴业态

17年前非典时，旅游同样深受重创，但之
后国内游市场没有萎靡不振，而是迅速进入
恢复期。17年后，中国国内游规模和质量都
有了显著提升。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8.4%，国内旅游收入
5.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国内游
韧性更强，抗风险的能力也更强。

提升供给质量，培育新兴业态，成为国
内游发展的重中之重。《意见》明确提出，培
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鼓励发展博物馆
游、科技旅游、民俗游等文化体验游，开发
一批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旅游线路、旅
游目的地、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特
色的创意旅游商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
提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和品牌影响
力。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入境海岛
游、近海旅游、乡村旅游、冰雪游、历史古都
文化游等特色旅游。

疫情期间，旅游业专家和从业者举办
多次线上论坛，共同探讨振兴之策。旅游
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并不会随着疫情而改
变，疫情反而会提振部分旅游产品的市场
需求。未来，国内游将迎来多产业融合的
时代，加速与医疗、养老、体育、研学等交
融。康养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游等被大
家纷纷看好，将迎来大发展。对于旅游目
的地而言，争取更多的游客，不仅只有好山
好水自然风光，更需要营造一个舒适的生
活休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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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正是赏樱好时节。武汉东湖的早樱
和往年一样在枝头绽放。日前，我借采访之机，走
进了武汉东湖磨山景区的樱花园。早就听闻武汉
樱花的大名，今年却是在疫情特殊时期第一次与它
邂逅。亲眼看到樱花，我才觉得“繁花似锦”“百媚
娇羞”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这番春日盛景。樱花园
里株株早樱怒放，东边一株，西边三两株，把整个花
园点缀得生机勃勃。几株樱花树倒影在一塘春水
中，微风轻抚，水波涟漪，偶有片片花瓣飘落，在风
中摇曳，颇有世外桃源的意境。

我想，如果不是武汉突遭新冠肺炎疫情，此
时盛开的樱花树下，应该和往年一样游人如织

吧。正是观赏春日樱花的日子，人们却戴上口
罩，见花而闻不得。武汉市民宅居家中，欲赏花
而出不得。

武汉的春天已经到来，真心盼望疫情赶快过
去，武汉人民能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也希望他们
能赶上这美好的春光，享受樱花盛开的好时节。

近期，武汉疫情持续向好，相信“清零”的
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都说人间最美四月天，期待
着每个人都能早日摘下口罩，能尽情欣赏武汉的
樱花，那将是樱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候。

（作者为在武汉一线采访的《生命时报》记者）
上图：武汉东湖绽放的樱花

几经峰回路转，一路颠簸一路
歌，放眼望去，云雾中的巴山大峡谷，
崖群峰丛，静谧安详，泉鸣深涧，如珠
落玉盘。大峡谷地处四川省达州市
宣汉县，是全县最边远贫困的地区。

大峡谷集多样性生物景观、水体
景观、土家风情和巴文化景观于一体，
但因缺乏有效开发和运营管理，加上
交通条件受限，导致百姓守着金饭碗，
却过着穷日子。如何实现“穷区变景
区、景区变富区”，让百姓守住绿水青
山，又过上脱贫奔小康的新生活？

宣汉县充分调研论证，决定走旅
游脱贫的路子，探索出景区“企地共
建”的模式。2017 年中国旅游集团
中旅风景运营团队进驻巴山大峡谷
筹建开园，建立了“片区贫困劳动力
资源数据库”，招收了6322名贫困人
口务工，成功建成大象洞、桃溪谷、画
架沟、悬崖栈道、罗盘顶滑雪场、巴部
落亲子乐园、桑树坪露营地、巴人山
寨、九龙民俗体验一条街等景观。
2018年8月开园至2019年底，巴山大
峡谷景区共接待游客223.49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15.17 亿元，呈
现“井喷式”增长态势。大峡谷变成
了山区百姓幸福美丽新家园，也成为
辐射川渝陕结合部文旅融合开发扶
贫的龙头景区。

如今，走进巴山大峡谷景区所在
地——渡口土家族乡，只见街道两旁
的酒店、客栈、餐馆、超市密集，往来
的各地游客熙熙攘攘，一座由核心景
区带动的旅游集镇呈现勃勃生机。

渡口土家族乡马老村村民于涛

是厨师，长年在外打工。随着景区建
设，他回到家乡开起了土家特色餐
馆，三个月营业收入达48万元。“不仅
挣了钱，还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
的孩子，家里人都高兴。”于涛笑着说。

和于涛同村的龙光兰，以前在江
苏务工。景区开园后，她回来办起民
宿。她说：“从开业到现在，短短三个

月，收入有 3 万多块钱，我觉得很满
意。景区开发对我们农民大有好处。”

巴山大峡谷的旅游开发，让于涛、
龙光兰实现了梦想，也加速了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目前，渡口土家族乡
有超过8670人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
行业。宣汉县在大峡谷核心区，以村
为单位组建了旅游专业合作社21个，

民宿客栈243余家，直接带动巴山大
峡谷片区102个贫困村、9万余名贫困
群众端上了“旅游碗”，吃上了“致富
饭”，并辐射带动周边21个乡镇46万
余人增收致富。

巴山大峡谷处于巴人祖源地，片
区聚居着7万名巴人后裔——土家族
人，是巴文化发祥地的核心区。44岁
的土家族农民杨大田白天在景区作保
安，下班后和大家一起在广场上表演
歌舞。“作为土家儿女，让更多人了解
巴文化是我的责任，歌舞是我的表达
方式。”杨大田自豪地说。宣汉县坚持
民间文化民间演，建设独具土家族文
化特色的美丽乡村。巴山民歌唱起
来、巴人舞蹈跳起来，红红的篝火前，
热烈的土家歌舞总会引来众多游客。

巴山大峡谷，群山连绵、碧波荡
漾，眼望奇花异草，手捧野果飘香，这
不就是梦开始的地方吗？“造血式”的
旅游扶贫令这片曾经贫穷艰苦的山
区变成了美丽富裕的生态宜居乡村。

本报南宁电（记者庞革平）“壮美广
西·三月三暖心生活节”将从3月26日开
始举办。为期两个月的生活节将举办系
列节庆促销活动，发放暖心消费券，企业
实施促销，构建多点消费，线上线下融合，
更加便利居民生活。

“汇聚广西·桂品出乡”主要依托淘
宝、聚划算、支付宝等平台，组织广西老字
号品牌、特产核心品牌、伴手礼品牌等
1000多家桂字号企业，优选2000多款特
色产品线上促销。“山水壮乡·畅游广西”
通过阿里巴巴旗下飞猪平台等进行线上
引流，组织广西200家旅行社、500家A级
景区、600家限额以上住宿、文化、娱乐企
业上线促销，吸引全国游客和广西游客
乐游广西，包括“白衣战士”免费游、“周游
广西”半价游、“美景打卡”五一游等，带动
全区旅游、住宿、购物、文娱等出游消费。

经过多年的培育，“壮族三月三”在
消费领域已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今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首
次合作举办“壮美广西·三月三暖心生活
节”活动，以“壮族三月三”作为核心时间
节点，分阶段逐步推进，形成若干消费节
点，逐步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广西
版“双十一”活动品牌，推动消费升级，争
取实现商品成交额有大幅提升，推动广
西商品全球买、全球卖，打造一系列网红
产品和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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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给旅游业带来巨大冲
击，但也带来破旧立新、转型升
级的机遇。互联网企业凭借自
身独有的聚合、链接、拉动和修
复功能，以构建优质消费环境
为核心、以激发消费潜力扩大
消费规模为目标、以辅助政府
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抓手，可提
供一组标准、一包工具、一张名
片、一场节庆和一套系统，助力
旅游业的复苏和升级。

一组标准，营造优质旅游
消费环境。缺少对旅游产品和
服务的标准化管理，游客的消费
信心就难以提高。互联网企业
近年来积极参与建立行业标准，
推出了《中国景区旅游消费便利
度指数标准》、《线上酒店服务质
量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餐饮
商户卫生服务信息在线披露规
范》等。这些反映了旅游消费环
境在不断优化，也将直接激发游
客消费的信心。

一包工具，提升文旅企业

在线化水平。景区逐步恢复开
园，互联网提供的实名制、线
上预约、无接触入园等在线管
理方式，是提升景区管理和调
度水平的基础工具，符合文旅
产业在线化发展的大趋势。

一张名片，为旅游目的地
聚焦客流。如今，目的地营销
的需求已从火车站大广告牌、
新闻节目前10秒发展到线上整
体形象的展示。互联网企业的
强大整合能力可以把旅游目的
地所有吃住行游购娱产品集中
到专题页面，打造独特的城市
IP，让抽象的营销概念找到具体
产品的载体。

一场节庆，引爆文旅消费热
点。文旅产业的繁荣需要节庆
活动的刺激。近年来，互联网平
台打造的各种购物节已成为百
姓生活的热点，而线上旅游节庆
活动也将成为一种新消费习惯，
餐饮、酒店、民宿、娱乐、购物等
生活服务全业态消费产品可纳

入到旅游节庆活动中。
一套系统，助力文旅产业

智慧化升级。互联网企业对大
数据的应用将更加深入细节，
以“文旅智能+”为景区打造从
购票到出园的全流程智慧化游
园综合解决方案。比如以“美
团文旅大脑”指挥平台，为目的
地提供客源地、年龄分布、消费
水平、实时客流监控、预定趋势
以及目的地异常报警等维度的
用户数据分析，供目的地管理
和决策。

在抗击疫情中，互联网企
业的功能已经凸显，文旅产业
的恢复与振兴应借力互联网，
以整个社会智慧化的动能驱动
文旅产业更加高效优质。

互联网企业赋能旅游
路梦西

四川巴山大峡谷：

端旅游碗 吃致富饭
余思璐

远眺巴山大峡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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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赵 珊）文化和
旅游部近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游客
及时关注境外疫情形势，暂勿前往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的国家旅游。

公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
围持续蔓延，部分国家和地区疫情严

重。文化和旅游部提醒游客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充分评估出国旅游引发的
感染风险，暂勿前往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德国、美国、瑞士、英国、荷兰、瑞
典、挪威、丹麦、奥地利、比利时、伊朗、
韩国等高风险国家旅游。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中国游客

暂勿前往疫情严重国家

广西将办三月三暖心生活节

旅游漫笔市民在佛山市仙湖景区的风铃木树林拍照。
龙 翔摄 （人民视觉）

人们在蓬莱市八仙过海景区西侧海滩与海鸥互动。 于良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