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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綠皮書》由中國社科院旅遊研
究中心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推

出。綠皮書援引世界旅遊組織數據顯示，這是
中國首次在公民出境遊消費金額這項指標上排
名第一，而此前的2010年和2011年，中國一
直排名第三。此次排名中，德國從以前的第一
位退居第二位，公民出境遊消費金額達到838
億美元，低於2011年的消費金額859億美元，
美國公民出境遊消費金額位居第三，為837億
美元。

遊客更融合 各國爭相招攬
綠皮書認為，隨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生
活水平的提高，相較於作為目的地而言，中國
作為客源地近年來受到的國際關注更多。對
「中國旅遊」（China Tourism）的關注轉向
對「中國遊客」（China Tourist）的關注，成
為近年來一個更趨明顯的發展趨勢。而在各國
經營者眼裡，中國遊客正在變得更加獨立、更
加關注和融入當地文化、更富有經驗、更加自
信。為了吸引中國遊客，各國政府通過簽署
ADS協議、簡化簽證程序、開展旅遊營銷、完
善中文服務等一系列手段進行激烈競爭。
綠皮書同時認為，出境消費躍居世界第一，
凸顯中國市場日益受到關注，但另一方面，購
物比重的高企既與中國總人口出境率和個人出
境率較低造成的「透支消費」以及社會習慣造
成的集合式「影子消費」有關，也與進口商品
綜合稅率過高所導致的「轉移消費」密切相
關。在一定意義上，這正是中國出境旅遊所處
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
來看，只有當出境旅遊變成普及性與經常性的

旅遊活動之後，這種消費方式才會發生轉
變。從這個意義上說，購物為旅遊消費主體項
目，說明中國的遊客消費行為還處在從嘗試型
向成熟型逐漸發展的階段。

競爭力滯後 未算旅遊強國
研究者並指出，比較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
競爭力報告》和《旅遊競爭力報告》發現，中
國的國家旅遊競爭力落後於國家競爭力。在該
機構發佈的《2012-2013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中，中國以總分4.8分在所評價的144個國家和
地區中位列第29位（而旅遊競爭力則在140個
國 家 中 僅 列 第 45
位）。可見，中
國是世界公認
的旅遊大國，
然而與龐大
的經濟總量
和就業人
口相比，
旅遊對國
民經濟的
貢獻度還低
於全球平均
水平。中國目
前也還算不上
旅遊強國，可
持續發展和社
會總體發展水
平成為制約中
國旅遊發展的
重要瓶頸。

去年「血拚」1100億美元 首超德美 全球稱冠

境外境外
消費消費 最最國人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社科院昨天發布的《旅遊綠皮書》援引世界旅

遊組織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次數

為 8,318.27 萬人次，消費達到 1,020 億美元

（約6,172億元人民幣），超越2011年排名世

界第一及第二的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

國際旅遊消費國。而另據中國旅遊研究院此前

預計，2013年中國出境市場仍將保持快速發展

態勢，預計出境旅遊人數達9,400萬人次，出

境旅遊消費將實現1,100億美元（約6,656億

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旅遊發展
局表示，2013年首11月的訪港內地旅客逾
3,685萬人次，較2012年同期上升17.3%。當
中，內地訪港過夜旅客，亦有13.5%的增長，
錄得超過1,550萬人次。旅發局又指，現正評
估2014年訪港旅客數字，待有結果後將會盡
快公佈。
旅發局表示，會致力維持客源市場的多元

化，及吸引過夜旅客，故會集中於全球15個
主要市場和5個新興市場進行推廣，於2013至
2014年度，將70%的推廣資源投放到國際市
場，餘下30%則投放到內地，而當中近85%資
源分配到非華南地區，以吸引更多過夜旅客，
另外，又積極開拓客源，包括發展在亞洲區剛
起步的郵輪旅遊、高經濟效益的會展客群，以
及開拓俄羅斯、印度、越南等多個新興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
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8日在北京
發佈的2013-2014年的《旅遊綠皮書》預
測，2014年，全球訪港遊客預計將達
5,600萬人次，同比增長5.7%。其中，內
地訪港遊客總數將突破4,100萬人次，增
幅由2013年的12%降至約7%。
中新社引述綠皮書數據顯示，2013年
1月至8月份，訪港遊客達3,556萬人
次，同比增長12.5%。其中內地赴港遊
客2,682萬人次，同比增長18.8%，佔全

部訪港人數的75.4%，以「個人遊」方
式訪港的內地遊客人數達 1,799 萬人
次。

看好香港郵輪旅遊
綠皮書認為，中央惠港政策措施的支

持是香港旅遊業發展的「外部助推」力
量，「內生動力」則主要體現在香港旅
遊業的資源整合與政策調節、宣傳推廣
與形象定位、大型推廣項目綜合效應、
提升服務質量等。

綠皮書預計，未來，香港旅遊仍有進
一步的發展動力。《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補充協議中提出，「加大力度支持以香
港為母港的郵輪旅遊發展」，「允許內
地旅行團乘坐郵輪從香港到台灣後，繼
續乘坐該郵輪前往日本或韓國旅遊再返
回內地。」目前，國家旅遊局已就郵輪
旅遊實施發出通知，並進一步明確了具
體操作細節，預計以香港為母港的郵輪
旅遊將開始熱銷。

今年訪港內地客增幅料減

倡恢復五一黃金周
緩解十一長假壓力

十多年前，多數國人的腳步還甚少走出亞洲。如
今，經濟殷實、出手闊綽的中國「土豪」已經成為全
球旅遊業競相爭奪的最重要市場。然而，伴隨洶湧
的中國出境旅遊潮，一些有關國人出遊陋習的負面新
聞也如影隨形：乘國際航班爭奪行李架空位、到埃及
神廟塗鴉 「到此一遊」、在紐約騎「華爾街銅牛」拍
照、馬爾代夫潛水拿走珊瑚……類似事件暴露在公共
外交的聚光燈下，不僅令遠在祖國的同胞倍感蒙羞，
還招致目的地國家居民的非議，從而引發不必要的文
明衝突。

去年5月，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召開貫徹實施《中華
人民共和國旅遊法》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就呼籲中國遊
客要注意言行。他批評部分中國遊客的素質和修養不
高，還列舉了包括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旅遊景區亂刻
字、過馬路時闖紅燈、隨地吐痰等行為。汪洋強調，
要樹立「中國遊客的良好形象」。

遊客展示國家形象
國人走出去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中國。中國公民出

國、出境遊的持續升溫，是中國30年發展所積累的綜
合實力和國民實際財富增長的展示，但五千年文明古
國、禮儀之邦，帶出國的不應該只是資本和消費力，
還應展示出新一代中國公民健康文明的素質以及良好
的國際形象。

你所在處，便是中國；你的行為，就是中國形象。
據世界旅遊組織預測，到2020年，中國每年「出境
遊」人次將超過1億，屆時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遊客
輸出國。面對蓬勃增長的「出境遊」，徹底杜絕中國
遊客不文明行為事關中國的大國形象，我們亟需加強
監管、加大法制建設、促進文明進化、注重疏導、直
至漸進改善，而這一切
都需要每一個國人的共
同努力。■記者 王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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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國社科院昨日發佈的《旅遊綠皮
書》建議，為應對旅遊擁擠，應繼續推
動法定節假日放假安排的優化，包括增
加2-6天法定假日，以期恢復「五一」
黃金周，加長春節放假時間等。

建議加長春節假期
綠皮書中《中國國內旅遊的發展分析與

前瞻》一文分析指出，2006-2012 近六年
「十一」黃金周國內遊人增長193.15%，
預計2014年「十一」黃金周這種現象非但
難以緩解，可能還將有更加擁擠的趨勢。
為此，綠皮書提出幾點建議：首先，政府
和社會共同努力，積極推動帶薪年休假的
進一步落實，以讓職工個性化的假日需求
（包括旅遊需求）能夠得到較好的釋放；
其次，國家決策部門，繼續推動法定節假
日放假安排的優化，包括增加2-6天法定
假日，以期恢復「五一」黃金周，加長春
節放假時間等，讓老百姓能夠有更多一些
的共同長假日，便於他們安排與家庭和親
友共享旅遊；第三，旅遊主管部門和其他
相關部門協同努力，推動全國有條件的著
名景區研究並制定出自己的擴容建設辦
法，以盡量滿足旅遊者對著名景區的嚮
往；此外，鼓勵各地選擇有條件的非著名
景區積極進行環境和服務的優化，並推動
其做好市場的推廣，以期實現對遊客的適
度分流。
該報告認為，如果這些改善措施能夠

在今後得到加強，那麼，近幾年內，部
分地區的假日擁堵將有可能逐步地得到
一定程度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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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國國「「豪客豪客」」在倫敦名店掃貨在倫敦名店掃貨。。

■■巴黎街頭常見中國遊客巴黎街頭常見中國遊客。。

■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今年內地訪港遊
客增速將放緩。

豪豪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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