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35年的回顾和未来35年

的展望
1、过去 35年，我国旅游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从短缺型旅

游发展中国家向初步小康型旅游大国

的历史性跨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

个方面：

● 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奢侈品，

发展成为大众化、经常性消费的生活

方式。国内旅游从1984年约 2亿人次

增长到 2014 年的 36亿人次，增长了

17倍。入境游客从 1978 年的 180.92

万人次增长到 2014 年 1.28 亿人次，

增长了近71倍。

● 旅游业已经从外事接待型的事

业，发展成为全民广泛参与就业、创

业的民生产业。

● 旅游业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现

代产业，旅游业对相关产业贡献大幅

提升。

● 旅游市场已从入境游为主,发

展到入出境旅游并重，深度国际化大

交流、旅游外交功能凸显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以接待入境旅游

者为主，国内旅游仅有小规模的差旅

和公务活动，更不存在有规模的出境

旅游。经过3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形

成了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

三大市场三足鼎立的格局。

● 旅游业发展由点到面、由局部

到整体，形成了各地、各部门全面推

进的大格局。几乎所有的省区市都将

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85%以上

的市地州盟、80%以上的市县区将旅游

业定位为支柱产业。

2、未来35年，我国将由大到强、

由快到好，实现从初步小康型旅游大

国到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国，再到初步

富裕型旅游强国的新跨越。到2020年，

从初步小康型旅游大国迈向全面小康

型旅游大国，年人均出游次数到 5次

以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

旅游业在规模、质量、效益上都达到

世界旅游大国水平。到2050年，我国

成为初步富裕型国家，实现从全面小

康型旅游大国到初步富裕型旅游强国

的新跨越，年人均出游达10次 以上，

我国旅游发展质量、水平、效益、综

合竞争力、旅游文明程度等达到世界

发达国家前列，全面实现旅游现代化、

国际化、信息化和品质化。形成一批

世界级旅游城市、世界级旅游企业、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世界级旅游景区、

世界级旅游院校、世界级旅游专家，

形成一批世界旅游品牌。

传统的旅游观念需要升级更新
1、一说到旅游，人们就会提及旅

游“六要素”——“吃、住、行、游、

购、娱”，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应当说，“六要素”精辟概括了旅游

活动，是直到现在对旅游业描述最简

洁、最准确、传播最广的概念。

如今，激发人们旅游的动机和体

验要素越来越多，需要拓展新的旅游

要素。总结旅游业这些年的发展，在

现有“吃、住、行、游、购、娱”旅

游六要素基础上，可否概括出新的旅

游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

前者为旅游基本要素，后者为旅游发

展要素或拓展要素。

“商”是指商务旅游，包括商务

旅游、会议会展、奖励旅游等旅游新

需求、新要素；“养”是指养生旅游，

包括养生、养老、养心、体育健身等

健康旅游新需求、新要素；“学”是

指研学旅游，包括修学旅游、科考、

培训、拓展训练、摄影、采风、各种

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闲”是指休

闲度假，包括乡村休闲、都市休闲、

度假等各类休闲旅游新产品和新要素，

是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和主体；“情”

是指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

念日旅游、宗教朝觐等各类精神和情

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奇”是

指探奇，包括探索、探险、探秘、游

乐、新奇体验等探索性的旅游新产品、

新要素。

拓展出“商、养、学、闲、情、奇”

旅游发展六要素，也只是基于现阶段

实践的总结，随着旅游不断升级，今

后还会拓展出更新、更多的旅游发展

要素。这是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2015-2017年全国旅游工作

部署
2015年国内旅游39.5亿人次，增

长 10%；旅游入出境 2.48亿人次，增

长4.6%，其中入境1.28亿人次，与上

年基本持平；出境 1.2亿人次，增长

10%。国内旅游收入3.3万亿元，增长

12%；国际旅游收入580亿美元，增长3%；

旅游总收入 3.66万亿元，增长 11%。

除入境旅游外，全面实现“十二五”

确定的发展目标。这三年，为了保持

旅游的发展趋势，我们将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

● 坚持问题导向，依法整治旅

游市场秩序

长期以来，旅游市场秩序失范已

成千夫所指。相当一部分地方旅游市

场乱象丛生，欺行霸市、垄断市场、

非法经营、欺客宰客、强迫消费。人

民群众对这种治理乏力、正气不彰的

状况极为不满。我们要敢于担当、主

动作为，形成标本兼治、惩建并举、

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建立市场监督

的长效机制，通过一系列“组合拳”，

明显遏制旅游市场乱象。建立健全服

务等级“退出制度”。对旅游市场秩

序问题实行一票否决，摘掉一批市场

秩序混乱的A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

饭店牌子，处罚一批有违法违规行为

的企业。建立旅游目的地警示制度。

对整治不力、管理不善的地方，发出

整改通知；根据整改效果，分级发布

红、橙、黄、蓝旅游警示。让旅游市

场秩序好的地方“游客盈门”，差的“门

可罗雀”。重点打击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的“黑社”、“黑导”、“黑 车”、

“黑网站”等非法行为。建立健全旅

游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发布“旅游失

信行为记录”，使违法违规旅游企业

和从业人员无藏身之地。

● 坚决惩治旅游不文明行为，营

造文明旅游大环境

文明旅游关乎国家和民族形象，

体现公民素质。虽然文明旅游问题已

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但文明旅游还没

有成为广大游客的普遍习惯。紧紧抓

住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从

最恶劣事件抓起，通过惩治旅游不文

明行为，达到弘扬文明旅游的目的。

国家旅游局协调电信部门，通过手机

短信，使游客一踏上境外旅游目的地，

就能收到国家旅游局发布的“讲安全、

讲礼仪、讲卫生，不大声喧哗、不乱

写乱画、不违法违规”的温馨提示。

选择文化、演艺、体育等领域的名人，

作为文明旅游提个醒儿活动的“文明

旅游提醒人”，使文明旅游理念深入

旅游不应是奢侈品，要成为大众生活方式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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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

● 强化底线思维，构筑旅游安全

保障网

安全是旅游行业的生命线。随着

我国公民出游规模日益扩大，旅游安全

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建立旅游目的地安

全风险提示制度，深化旅游气象合作，

加快“中国旅游天气网”及旅游气象服

务示范区建设，发布旅游目的地气象预

警，提升旅游行业灾害性天气 预警防

范能力。与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共同

建立对旅游用车联合检查制度。协助交

通部门全面推动旅游客运汽车安装具有

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并实行联

网联控。建设国家旅游应急指挥平台，

并实现与各省区市平台的对接。积极探

索利用公安、消防、武警等救援力量和

专业化救援队伍为旅游紧急救援提供服

务的新机制。

● 全力推进乡村旅游和旅游扶

贫、旅游致富工作

要认真抓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的

实施，切实帮助做好乡村旅游规划指

导、市场推广、人才培训和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开展乡村旅游改

厨、改厕和环境卫生整治。重点支持

一批有条件的乡村发展特色旅游，带

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要干出样子、

走出路子。高度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因地制宜发

展不同特色的乡村旅游。要在乡村旅

游发展中切实保护好、维护好农民的

根本利益。

● 积极开发休闲度假产品

借鉴旅游发达国家做法，制定国

家旅游休闲区标准，开展创建国家旅

游休闲区试点工作。鼓励各地积极开

发市场需求旺盛的温泉旅游、滑雪旅

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

森林旅游、生态旅游等休闲度假产品。

支持各地推出一批高品位的主题公园

和旅游演艺节目。

● 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

围绕全国重点旅游区域、重点旅

游线路、重点旅游城市、重点旅游景

区，规划建设一批自驾车、房车营地，

推动完善自驾车、房车旅游服务体系。

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动建设一

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既弘扬中

华医学文明，又打造新的旅游产品。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研学旅游”活动等，建设一批

研学旅游基地，推进研学旅游全面开

展。完善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推出一

批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产品，鼓励

景区景点对老年旅游给予优惠。

● 积极发展红色旅游

开展薪火相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举办红色旅游

讲解大赛，组织红色旅游进校园，举

办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大赛，

举办首届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展销会，

摄制大型红色旅游系列记录片《红色

地标》。推进红色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

● 深化内地与港澳台的旅游合作

旅游交流规模大、经济互动强、

文化传播广、社会影响深，在保持港澳

长期繁荣稳定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加快推进内地与

港澳旅游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调推动粤

港澳游艇互联互通先行先试，促进澳门

与横琴新区旅游业一体化发展，推动澳

门和香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旅游

战略中发挥旅游支点和枢纽作用，支持

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 围绕 “一带一路”战略开展

国际旅游合作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旅游作为增进民间交往，

促进民众感情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

家外交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现在每年我国近 2.5亿人次的入

出境市场规模，已成为我们发出中国

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加强与世界联

系的重要平台，已成为新阶段我国对

外交往合作的重要内容。突出大国间

旅游合作，深化中美旅游对话与合作，

全面加强中俄旅游交流，拓展中俄红

色旅游合作新领域，推进中英、中法

旅游合作。巩固与周边国家旅游合作，

举办中韩、中印旅游年，推进与泰国、

印尼等国家旅游合作。积极扩大与传

统友好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交流

合作，举办中墨旅游年、中国-中东

欧旅游年活动。

大力开拓入境旅游市场，要塑造

“人文中国”旅游新形象，除陆上丝

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推广联盟外，

推动成立青藏铁路沿线、京沪高铁沿

线、北部湾、大香格里拉4个推广联盟。

认真组织黄河旅游推广联盟等赴海外

专题推广。

深化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合

作，共同推出首批10个中国国际旅游

示范市，增加中国旅游业在世界舞台

的话语权。

● 积极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世界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深刻地改变

着世界的面貌，同样也深刻地改变着

旅游业的运行方式。建立中国旅游服

务门户，以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

台（12301.cn）为载体，将其建立成

集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文明旅游倡导、

旅游企业监管、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旅游投诉、《全国旅游不文明记录》、

《旅游企业诚信记录》、旅游目的地警

示、旅游国际合作与交流、港澳台旅游

合作与交流等于一体的中国旅游服务门

户和社会综合管理平台。与农业银行联

合发行“中国旅游卡”，为持卡人提供

景区购票折扣、网上和电话预订优惠以

及酒店、保险、购物等各类专属优惠和

服务。

我国旅游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多方面的严峻挑

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面对党中

央、国务院的殷切期望，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我们中国旅游人

的心血、智慧、汗水！

——节选自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同志在

2015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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