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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

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

事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主 办：辉旅游教育

总 编：李 辉

执行总编：姚雪莹（上半月）、马美琪（下半月）

本期责编：张欣悦

上半月刊编委：李佳文、路 鑫、张欣悦

下半月刊编委：周 涛、侯 雪、王明佳

上半月刊：每月 05日发布

下半月刊：每月 2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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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被遗忘的秋色，一到深秋两棵千年银杏美成画，知道的人却不多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在不同人的眼里，秋天是不同的代名词。对于

时运不济的人来说，秋风萧瑟，难免心生“悲寂寥”；对于付出劳动的庄稼人来说，秋天是

硕果累累的丰收的季节。也就是因人而异，秋天才会有给人不同的心境，才会有“秋日胜春

朝”的感慨。对于热爱旅游的人来说，秋天的风景也是极美的，比如金秋季节，素有“八朝

古都”之称的开封，数以千品种的菊花开满整个古都，“满城尽带黄金甲”亦不过如此，还

有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其境内的古观音禅寺，一棵由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距今

已有 1400 多年历史的千年银杏，成为古都西安秋天的象征。

其实在安徽也有一处风景不殊给西安古观音禅寺的地方，只是因为名气不及它，甚至是

被人们遗忘的地步，但是也正是因为这里知道的人甚少，游客并不多，所以它至今仍然保存

着最初的样子，它就是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境内的古报恩寺。

报恩禅寺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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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深秋的季节，国内入秋的城市，银杏也都逐一的开放，市民们也都纷纷的走出家门

来一场寻“杏”之旅。不过呢，说到银杏最美的风景，也是人气最高的赏银杏胜地还是非西

安境内古观音禅寺中一棵由唐太宗亲手所栽，距今已经 1400 多年历史的古银杏莫属了。每

当深秋时节，这里的银杏叶黄了，金黄色的落叶铺满院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整个古观音禅寺排队赏银杏的游客更是数以万计，仅仅排队等待与银杏合影的队伍都要排一

个小时以上，甚至需要限流才行可见其人气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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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淮南市境内的报恩禅寺，虽然没有其超高的人气，但是这里的风景却丝毫不输给

它。首先，在历史上这里并不输给古观音禅寺，这里也是一座唐朝时期的佛寺，其始建于唐

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 年），由玄奘法师主持修建，迄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与古观音

禅寺不过相差 100 多年的历史。和古观音寺一样，报恩禅寺在建寺的时候便也种下了银杏，

虽然银杏比其迟种了一百多年，但是这里却种下了两棵银杏，时至今日已有 1300 多年的历

史，美到深秋的季节，这里的银杏美成一幅画，丝毫不输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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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的报恩禅寺，其规模之大，建筑之雄伟，在江淮大地上可谓首屈一

指。不过知道它名字的人并不多，平日里除了一些香客之外，很少有游客来这里打卡，所以

对于报恩禅寺内的两棵在风雨中屹立了 1300 多年的千年银杏树知道的游客也不多。虽然人

气不高，但是这里的秋色还是美得像一幅画。

报恩禅寺这两棵 1300 多年历史的千年古银杏，至今依然生机勃勃的。每当深秋的季节，报

恩禅寺的秋色正式上线，进入报恩寺大院，越过高大红色的照壁，迈进山门，院内苍松翠柏，

郁郁葱葱，但是最醒目的还是树高有二十多米在寺院外就能够看到古银杏。金黄色的银杏叶，

在秋风的吹动下，飘落在寺院内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园内的地面宛如铺上了黄金的地毯，成

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让这座千年古禅寺更具有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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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报恩禅寺被遗忘，所以这里依然保存着最初的禅意，这里的古色古香，在秋日千

年银杏的映衬下更是美成一幅画，趁着知道的人不多，不妨早点去感受这份极具禅意的秋色！

【资料转引自：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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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天池又称白头山天池，坐落在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是中国和朝鲜

的界湖，湖的北部在吉林省境内。长白山气势恢宏，资源丰富，景色非常美丽。在远古时期，

长白山原是一座火山。据史籍记载，自 16 世纪以来它又爆发了 3次，当火山爆发喷射出大

量熔岩之后，火山口处形成盆状，时间一长，积水成湖，便成了现在的天池。而火山喷发出

来的熔岩物质则堆积在火山口周围，成了屹立在四周的 16 座山峰，其中 7座在朝鲜境内，9

座在我国境内。这 9座山峰各具特点，形成奇异的景观。

天池位于著名的长白山十六峰的环抱簇拥之中，背倚海拔 2749 米的长白主峰白头峰，

其池水的海拔高度为 2192 米，比新疆的天山天池还要高出 200 余米，是中国最高、最深的

火山湖。天池南北长 4.85 公里，东西宽 3.35 公里，池水总面积达 9.82 平方公里，虽然海

拔只有 2194 米，但却是我国最高的火口湖。其最大的水深可达 373 米，即使是平均水深也

在 200 米以上，是我国最深的湖泊，总蓄水量约达 20 亿立方米。同时，长白山天池也是松

花江、鸭绿江以及图们江的发源地，素有“三江之源”的雅称。

长白山天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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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白山天池的海拔较高，水温较低，而且常年没有较大的变化，一年之内有一半的

时间湖面结冰，其冰层厚可达 1至 2米。即便是在气温较高的夏末秋初，偶尔气候转坏，顿

时狂风大作，冰雹雨雪倾盆撒落。池中惊涛击岸，池边沙飞石走，山中松涛狂吼，令人不由

得不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威力！

天池的内壁是由白色的浮石及粗面岩构成的峭壁悬崖。天池终年笼罩于浓密的厚雾之

中，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待到温暖的夏季来临，阳光明媚。天空晴朗之际，登顶白

头山天池，但见群山环绕，白云于山腰上缠绵缭绕，池中之水愈发出落得澄蓝清澈，水波似

镜；山岩陡壁倒映其中；池畔的长白杜鹃、高山雏菊、罂粟花竞相怒放，红、黄、白、紫群

芳争艳，真是美仑美幻，令游人乐不思归。

天池的水从一个小缺口上溢出来，流出约 1000 多米，从悬崖上往下泻，就成著名的长

白山大瀑布。大瀑布高达 60 余米，很壮观，距瀑布 200 米远可以听到它的轰鸣声。大瀑布

流下的水汇入松花江，是松花江的一个源头。在长白瀑布不远处不远还有长白温泉，这是一

个分布面积达 1000 平方米的温泉群，共有 13 眼向外喷涌。

天池住宿十分方便，高中低档价格各异的宾馆和招待所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客人的住宿需

求。有长虹大酒店，设施齐全，下塌方便舒适。还有被吉林省旅游局评定为二星级旅游涉外

饭店白山宾馆。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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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疆又上了热搜。起因是喀什地区发现 137 例无症状感染者，一时之间，全国上

下为新疆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是了，在疫情情况逐渐明朗的今天，新疆真的让人为之揪心。

而且，新疆还是个那么美丽的地方。

去过新疆好几次，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广阔的荒漠、无边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起

伏的森林、静谧的湖泊……狂野放浪中掺杂着自然随和。

当你真的行走在新疆的土地上，一草一木都让人印象深刻。比如我今天要介绍的——北疆白

沙湖。

如果你去搜索，其实新疆有两个同名的白沙湖，一个在南疆帕米尔高原，一个在北疆阿

尔泰山边缘。虽然同是新疆，但南疆、北疆的美却大不相同。

以位于新疆中部的天山山脉为界，天山以北即为北疆，以南则为南疆。南疆风情内敛含蓄、

底蕴厚重；而北疆风光则是更为纯粹的热烈奔放。

帕米尔高原不需要多介绍，曾有人说，来到帕米尔高原，你就知道了天堂的模样。而阿

北疆白沙湖秋色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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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泰山亦很特别，斜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境，绵延 2000 余公里。

就在阿尔泰山边缘，白沙湖静静卧躺着。

只听名字白沙湖，大抵是能猜到，这湖水与沙脱不了关系。说来也是神奇，新疆竟然能

有如此秀丽的幻境，几乎要跳脱人们对它粗犷的一贯印象了。

白沙湖海拔约 650 米，水域面积为 0.5 平方公里，是一个被沙丘环绕的沙漠小湖。

令人不解的是，白沙湖是沙漠中独生的一池深水，形似豌豆荚，东面凹进，西面鼓起。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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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及成因不详，颇受科学研究者关注。

并且，白沙湖湖心、湖岸、湖周生长着反差极大的气候及生态环境下的多种植被、半干

旱灌木丛植被，也让人不解。

湖中是芦苇、菖蒲等水生植物；湖周 50 米，是高大茂密的银灰杨、白杨、白桦混生的林带；

50 米外的沙丘上，则生长着山楂、白杨、绣线菊等植物。层层叠叠的各色植物，交相辉映，

犹如一个完美无缺的自然大盆景，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尤其是秋日前来，湖面静谧如镜，树林红叶似火，美得无比震撼。再配上高远萧索的天

空，没有人能抵抗得了这样的绝美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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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白沙湖并不大，在湖边漫步观光是游玩白沙湖最主要的方式。湖边有大约长 1 公里

的木制栈道，步行其上，可以尽情欣赏树影婆娑的湖滨美景，感受秋日芬芳。

不知是不是阳光不够强烈的缘故，眼前所见，在无尽的苍穹之下，高原沙山闪烁着柔和

的金色。那起伏的身姿，宛如大海里的波涛，不停翻涌。

山体的一面就像是像是初生婴儿的肌肤，令人即使远远看着，也会不禁想伸手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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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幽静、深邃。没有风的时候，四下安静，天空、云朵、树木投射在水中，好似那里

成为了一块整洁的画布，一双妙手画出了一幅构图饱满的大作。红色、橙色、绿色，交织在

一起，令人移不开眼。

随着步伐的走动，白沙湖的景色也在不停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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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角度，部分湖面被树木遮蔽，仅剩的一点水面还被芦苇水草掩盖，只有一点点天空

的倒影证明了这里有湖水的存在。湖中之景可谓是光影陆离、精彩纷呈。

而湖周，则被秋色渲染，细细碎碎的颜色互相对比，童话感十足，让人一眼仿佛就如坠

梦中，不愿醒来。

有些角度，湖边几棵白桦修长劲拔，身姿卓然而屹立。黄绿相间的枝叶之中，躯干闪着

粼粼银光，无论是在哪一处山林中，都会成为瞩目的风景。不禁思考，若是夏日前来，绿意

盎然的时分，想必又是另一种风采了吧。

有些角度就是彻底的开阔，已经看不清具体的某一棵树了，你只能感受到红叶在蔚蓝天

空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就像一簇簇在燃烧的火苗。

湖光山影相映成趣。这样的美景，让你开始疑心，此刻是真实的吗。

秋风拂过，你亦醉了。想必又是另一种风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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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形成如此人间绝景。面对这一份遥远的纯净，面对四下

无人的辽阔与寂寥，你一定会再次爱上新疆。

【资料转引自：新浪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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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聊斋城，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这里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里。

淄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丰富资源条件，其中，聊斋文化的开发，

是淄博旅游的重头戏之一。

聊斋城旅游景区内的蒲松龄故居，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蒲松龄当年居住的原貌。故居为典

型的北方农村院落，郭沫若题写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故居大门。院内有蒲翁

当年著书的聊斋、蒲翁生平展室、蒲翁十分钟爱的文石展厅和当代文人骚客的书画展厅。狐

仙园以聊斋故事为主体设计建造，内设蒲松龄生平及著作、蒲公开铺设馆生涯、名人书画等

展室。石隐园原系毕氏花园，蒲公设馆毕府 30 年，写下了大量有关石隐园的诗词佳篇。园

内怪石林立，绿树成荫。满井寺为古寺重建，以双重门拱牌坊为入寺山门，内有天王殿、大

雄宝殿、三圣殿、钟楼等建筑。聊斋宫外景似琼楼横空，碧湖青山，如天上宫阙。宫内采用

彩塑、电影特技、灯光声乐等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了蒲翁笔下神妖鬼狐的艺术形象。

整个聊斋城占地 800 亩，将建设成体现蒲文化特点的文化园林。漫步聊斋城，将避开都

市闹城的喧嚣，尽情体验一代文豪蒲松龄笔下所描绘的鬼狐世界、冥冥仙境。

聊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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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园是淄川蒲家庄投资兴建的。是以园林为表现形式，以聊斋故事为主题的组群式的

大型名园景区，它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这里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里，

属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山东省五大旅游景区之一。

蒲翁后人为适应旅游市场的发展要求，组建了淄博聊斋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他们以弘扬

蒲文化为己任，不断加大聊斋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已形成柳泉、聊斋宫、狐仙园、石

隐园、满井寺、俚曲茶座、墓园等旅游景点，使聊斋园的建设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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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城旅游景区内的蒲松龄纪念馆，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蒲松龄当年居住的原貌。故居为

典型的北方农村院落，郭沫若题写的“蒲松龄故居”的金字门匾，高悬故居大门。院内有蒲

翁当年著书的聊斋、蒲翁生平展室、蒲翁十分钟爱的文石展厅和当代文人骚客的书画展厅。

柳泉，又名“满井”，为当年蒲翁设茶采风之地。现立有沈雁冰题写的“柳泉”石碑。青石

砌就的泉口，泉水四溢，令游人流连忘返。蒲松龄除《聊斋志异》外，还创作了上千首俚曲

作品，俚曲茶座正是演唱观赏俚曲的上佳去处。游客驻足品茶，听上几段俚曲，自是一种难

得的享受。狐仙园以聊斋故事为主体设计建造，内设蒲松龄生平及著作、蒲公开铺设馆生涯、

名人书画等展室。石隐园原系毕氏花园，蒲公设馆毕府 30 年，写下了大量有关石隐园的诗

词佳篇。园内怪石林立，绿树成荫。此园移到蒲翁故里，再现了蒲公舌耕笔耘的生活经历。

满井寺为古寺重建，以双重门拱牌坊为入寺山门，内有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钟楼等

建筑。聊斋宫外景似琼楼横空，碧湖青山，如天上宫阙。宫内采用彩塑、电影特技、灯光声

乐等表现手段，艺术地再现了蒲翁笔下神妖鬼狐的艺术形象。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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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同意的时间？什么时间开始实

施？

答：经 2013 年 4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次会议通过，2013 年 4 月 25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号公布。2013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2.问：哪些人群适用本法？

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到境外的游览、度假、休闲

等形式的旅游活动以及为旅游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经营活动，适用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必备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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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旅游者在旅游法开始实施后享受哪些权利？

答：①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②

旅游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③旅游者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约

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4.问：在旅游旅途中什么人群会享受优惠和便利？

答：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

便利和优惠。

5.问：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有哪些？

答：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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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旅行者在旅游活动中不应该做的事情是？

答：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不得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干扰

他人的旅游活动，不得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7.问：旅行社可以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吗？

答：不可以。

8.问：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应该由谁来交纳？

答：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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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问：设立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答：设立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有必要的营业设施；

（三）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本；

（四）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0.问：旅行社可以组织、接待旅游者，到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吗？

答：不可以。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

除外。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

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资料转引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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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

园，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期盼。

只有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了，农民幸福指数提升了，才能真正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农者，天下之本也。”农村人居环境直接影响我国整体人居环境的水平，关系到

广大农民的健康福祉和社会文明和谐，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稳定发展大局。

2003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先提出并部署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工程，拉开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序幕，实现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境、公共服

务的极大改善，农村整体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并赢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加美好。“乡村振兴了，

改善居住环境 建设宜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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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好了，乡村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关注农村生态环境发展，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为

建设美丽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了新动能，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成为充满魅力和希望的一方水土，不仅是一场攻坚战，

更是一场持久战，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最需久久为功，全力以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继续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做好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

村容村貌提升，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因此，要坚持把农村环境治理与乡村产业发展、

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农民收入增加结合起来，加快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等突出短板，

统筹推进，标本兼治，从最基本、看得见、农民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抓起，“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系统治理、长效治理中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水平质的飞跃。

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主体是广大农民，实施范围是广大农村。过去农民关心“有没

有”“够不够”，现在对美好生活有了新期待，更在乎“好不好”“美不美”。建设美丽乡

村，追求是时时事事，而不是一时一事。只有通过农村环境“洗脸”打造宜居乡村、农

民素质“洗礼”打造美德乡村、农业产业“洗牌”打造生态乡村，实现美丽生态、美丽

经济、美丽生活的“三美融合”，才能让广大农民养成美的德行、得到美的享受、过上

美的生活，绘就多姿多彩的美丽乡村和气象万千的美丽中国。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多、任务重的

系统工程，更是功在当代、惠泽千秋的民生工程，必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从“人民期盼”出发，以“人民满意”落脚，既要坚持问题导向，逐步解决群众关心的

人居环境痛点难点，更要坚持群众视角，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发动群众热情参与。同时，

要有效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建立起包括政府、村集体、村民以及相关各方在内的共谋、

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多元体制机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解决好垃圾处理、污

水治理、卫生改厕、村庄绿化、村道硬化等突出问题，努力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让

广大人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李治钢）

【资料转引自：杭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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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旅游时代,通过实施“旅游+”战略,促进旅游与各相关行业的融合发展,是“十三

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头戏。

当旅游遇到交通,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日前,由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航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交通运输与旅游

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出了答案。

《意见》提出加快旅游与交通的融合发展,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到 2020

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运输体系。

旅游交通融合正当时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支撑。近年来,

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已成为旅游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张大为表示,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交通运输

的通达性和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人民群众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出行需求,交通

运输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为此,《意见》提出了四项重点任务,包括要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健全交通设施旅游服务功能。不断创新旅游交通产品,着力提升旅游交通服务的品

质。

旅游+交通，擦出什么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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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交通融合发展,也是旅游部门所想所需。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表示,

交通发展得越好,旅游就发展得越快。同样,旅游业的发展也为交通的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带

来了新需求,激发了新活力（爱基,净值,资讯）。《意见》的出台,是适应大众旅游时代要求、

着力解决旅游业瓶颈制约和游客出游难点痛点问题的有效举措。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为广大

旅游者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和舒适性的产品和服务。

旅游与交通融合发展还有利于旅游交通安全建设。《意见》提出要着力强化安全保障,

健全完善特殊路段的安全保障设施。健全旅游客运驾驶员、船员培训、考核、监督机制,完

善房车准驾制度,健全旅游交通应急预案等。

此外,为进一步增强交通旅游融合发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意见》要求各省区市建立违

法违规企业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共同开展试点示范工程。同时,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

道,“十三五”期间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不低于 2000 亿元优惠贷款,期限可达 30 年。

“快进慢游”相得益彰

作为旅游与交通融合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提出,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当前我国快

速崛起的大众旅游对交通运输新需求出发,提出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更加方便

游客出行,更加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所谓“快进”,是指依托高铁、城铁、民航、高等级公路等构建“快进”交通网络,提高

旅游通达性和便捷性,要求通往4A级景区要有一种以上快进交通方式,通往5A级景区要有两

种以上快进交通方式。这其中包括高铁、民航等。而“慢游”则是指推进建设集“吃住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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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娱”于一体的交通网络,因地制宜建设旅游风景道,根据旅游业发展要求建设自行车道、步

行道等“慢游”设施,打造具有通达、游憩、健身、教育等功能的主题线路,支持红色旅游景

区、民族特色村寨、风情小镇的旅游公路建设。

谈及旅游风景道的打造,彭德成表示,这是为了迎合自驾游的趋势,提升自驾游的旅游体

验,让旅游者把在路上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所谓的旅游风景道,不要求是普通的水泥路,

而是油砂公路,让车辆行驶起来乘客更为舒适。风景道要依山就势,有坡度,有弯度,提高道路

的绿化程度。同时,休息、购物、餐饮等设施建设也要跟上。”彭德成如是说。

事实上,旅游风景道的打造也是我国“十三五”旅游规划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按照规划,

要实施国家旅游风景道示范工程,形成品牌化旅游廊道。“十三五”期间,将建设 25 条国家旅

游风景道,其中包括川藏公路风景道、大巴山风景道、大兴安岭风景道、海南环岛风景道、

黄土高原风景道、长江三峡风景道、香格里拉风景道等。

为了适应新需要、创造新供给,《意见》还提到,要增开旅馆列车等特色旅游专列,推出

遗产铁路旅游线、精品铁路旅游线,开发适合旅游特点的特种观光列车;支持发展海上邮轮旅

游、内河游船旅游、水上游艇旅游,鼓励支持航运企业拓展邮轮旅游航线;鼓励开发空中游览、

航空体验、航空运动,建设低空旅游产业园、通航旅游小镇等。支持运力闲置的客运班车向

旅游包车转型等。

【资料转引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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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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