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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4亿人次出游，猪年春节玩什么？
文/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黄 扬 任垚媞

2018年上市险企保费平稳增长
新华人寿保费创历史新高

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人寿5家A股上市险企日前披露保费
数据。2018年，5家上市险企共实现保费收入2.19万亿元，同比增长10.8%，新华人寿保费收
入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平安保费收入7191.44亿元，同比增长18.9%，其中平安人寿、平安财
险、平安养老险和平安健康险保费收入分别为4468.85亿元、2474.44亿元、211.12亿元、37.03亿
元。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保费收入分别为4965.18亿元、3199.44亿元，同比增长4.6%、14.6%。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8年寿险行业保费负增长的情况下，上市寿险公司保费收入逆势
增长。其中，中国人寿保费收入5362亿元，同比增长4.7%；新华人寿保费收入1222.86亿元，
同比增长11.9%，保费规模创历史新高。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保
险市场，保险机构要加速回归保障本源，
在提升规模的同时提升服务能力，加强保
险业务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协同配合，提高
经营管理效率。 （据新华社报道）

春节的脚步近了，您那
颗爱旅游的心是不是早就
按捺不住啦？携程等旅游机
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猪年
春节黄金周，我国将有约4亿
人次出游。人们的旅行半径
比往年扩大了，出境游将前
往约90个国家和地区，以国
内典型旅游城市为目的地
的出行人数也增长明显。“避
寒”和“冰雪”是两大出游主
题词。

有人想避寒有人爱冰

雪

原国家旅游局数据中
心统计，2018年狗年春节黄
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3.86
亿人次游客；出境游客已达
600万人次左右。携程旅行网
等机构结合已有预订数据
及狗年春节出游情况分析，
猪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将有
约4亿人次出行，其中出境游
人次将近700万；人们将前往
约90个国家和地区。

“避寒”和“冰雪”是人们
春节出行目的地选择的两大
主题词。旅游机构分析，2018
年至2019年“避寒游”旺季比
往年提早了一周左右到来。

“南下避寒”的游客不仅来自
北方城市，上海、南京、成都
等气候湿冷的南方城市也渐
渐成为“候鸟游”的主要客源
地。

伴随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临近，冰雪旅游持续升
温。哈牡高铁开通，为前往雪
乡、亚布力等地的游客提供
快捷舒适的出行享受。

境外目的地选择亦呈
现类似特点。预订前往泰
国、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
等地温暖海岛的游客大幅
增长；同时，冬季境外冰雪
游同比增长50%左右，赴日
本滑雪以及去南极或北欧
各国领略“冰天雪地”美景
的游客预订量同比大幅攀
升。

“这将是全国各地乃至
全球各地更红火的春节黄

金周。”驴妈妈品牌发展部
总经理李秋妍介绍。这家旅
游平台称，截至目前，国内
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大增，
价格较淡季高出3至5成；出
境游则同比增长3成，价格
上浮约10%。

文体旅深度融合

综合携程、驴妈妈等多
家旅游机构分析，从目前居
民春节出游的行程安排和
产品预订来看，旅游产品选
择体现出文体旅更深度融
合的特征，人们消费升级但
花钱更为理性。

冰雪运动不再是北方
人的“专利”。在长白山、哈
尔滨等地，滑雪、冰钓、赏冰
雕等冰雪运动逐渐升级成
为立体、综合的旅行体验，
颇受上海、广东等南方游客
关注。

多家旅游机构称，博物
馆、文化遗产、民俗展演成
为游客安排行程中的“必选

项”。鼓浪屿、黄山风景区、
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具有当
地历史文化特色的景区是
2019年元旦、春节的热门目
的地。

更从容的旅游路线和
产品深受游客喜爱。驴妈妈
旅游网基于其预订数据分
析，猪年春节无论北上还是
南下，“温泉游”都成为不可
或缺的项目之一。

“旅游产品的选择，体
现出人们对修身养性的重
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说。

同时，人们更愿意在提
升住宿舒适度和深度体验上
花钱。多家旅行社均表示，猪
年春节期间超过7成的游客
将举家出行，带动备有较好
设施及较全娱乐项目的亲子
酒店预订量大幅提升。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
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我国
居民在出境游时最集中求
助的问题是美食、景点和交
通，对购物的关注度持续下

降。

旅游浓缩“新生活理

念”

文化、健身、休闲……
处于消费升级阶段的中国旅
游业，日益融入更多“新生活
理念”。众多境内外旅游目的
地捕捉到我国居民出游需求
的新变化，更精准地新增旅
游产品供给。文化和旅游部
称，2019年春节前将会同体
育部门继续推出新一批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体育旅
游新业态的发展。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日前发布冬季上海游特色提
示，冬季跑步、海派文化、博
物馆及艺术展是其中的亮
点。故宫博物院展出近900件
（套）文物，恢复昔日皇宫过
年的装饰、活动，为观众呈现
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

伴随着新一年高铁网
络运力扩容，多家旅游机构
新增更多应季的旅游产品；

区域间旅游合作更为紧密。
携程旅行网上线“哈牡高铁
冬游记”专题；驴妈妈旅游网
与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推出杭黄高铁旅游专列系
列产品。

此外，澳大利亚、日本、
印度尼西亚等多个春节热门
的境外目的地，纷纷推出吸
引中国人出行的服务。例如，
布里斯班举办的第九届亚太
当代艺术三年展携手中国艺
术家举办美术展览。

另一方面，多地陆续发
布出游提醒、完善旅游公共
服务，保障居民过个开心年。
中国消费者协会最新发布消
费提醒，建议游客做好行前
准备、选择正规旅行社、注意
冬季运动安全等。上海相关
部门在近期展开旅游厕所等
旅游公共服务调研，并将进
一步完善城市服务，提升中
外游客出游便捷度；安徽将
通过强化旅游住宿业行业
安全监管、开展冬季旅游综
合大检查。

文明旅游直接反映人
们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事关公民切身利益，事
关国家和民族形象。近年
来，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引
导和对旅游不文明行为的
持续约束，人人支持、人人
参与文明旅游的社会风尚
逐步形成，公民旅游文明素
质不断提高。

营造浓厚文明旅游氛

围

2018年国庆假期，在湖
北黄陂木兰草原景区，游客
们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环
保垃圾袋，不让果皮、空瓶污
染青青草原；在上海田子坊
景区，游客们有序地沿着人
行道上的“之”字形通道缓慢
入场，没有争抢推挤……

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
启动“文明旅游 为中国加
分”百城联动活动以来，各
地各景区结合各自地域特
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明
旅游引导活动。31个省区市
的100余座城市广泛开展了
文明游客征集宣传、文明旅
游H5作品制作推广、文明
旅游志愿者宣讲等活动，营

造浓厚的文明旅游氛围。除
发放文明旅游宣传资料外，
各地志愿者们还通过为游
客提供文明旅游讲解、景区
垃圾清理、文明旅游进社区
等服务进行文明旅游引导
工作。

导游不仅要引导游客
感受山水之美，给游客提供
食宿行等方面的服务，还要
引导文明旅游。各地积极发
挥导游协会、金牌导游带动
引领作用，广泛开展“文明
旅游 导游先行”宣讲培训
活动，建立线上线下培训结
合的常态化文明旅游知识
宣讲培训体系，树立导游人
员宣讲文明旅游的责任感，
提高导游领队文明素质和
文明引导水平，越来越多的
导游成为文明榜样。

加强约束旅游不文明

行为

在清真寺矮墙上跳热
舞、用玩具击伤红嘴鸥……
这些旅游不文明行为被列
入“黑名单”，给一些行为不
端的游客敲响警钟，为文明
旅游秩序的确立发挥了正
向引导作用。

为强化对旅游不文明
行为的约束，中央文明办将
文明旅游纳入文明城市测
评，文化和旅游、民航、铁路
等部门制定实施《旅游不文
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办法》《铁路旅客信用
记录管理办法》，将不文明
行为记录在案。截至目前，
文化和旅游部（原国家旅游
局）公布了34批旅游不文明
行为记录，共35人被记录在
案。

2018年底，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旅游市场黑名单管
理办法(试行)》，明确“黑名
单”将实行线上线下同步管
理、分级管理，并将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认定的严重违
法失信的旅游市场主体和
从业人员，人民法院认定的
失信被执行人列入全国或
者地方旅游市场黑名单，实
施信用约束、联合惩戒等措
施。

提升出境游客文明形

象

游客文明素质直接影

响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
的形象。

为加强出境游文明行
为的宣传引导，文化和旅游
部在元旦、春节、五一、端
午、十一等出游高峰期，加
强文明旅游、安全出游提示
提醒，将文明旅游的督促检
查纳入旅游市场秩序治理
行动中。

《2018中国出境游客文
明形象年度调查报告》显
示，六成国外受访者欢迎并

认可中国游客来本国旅游，
中国游客出境游文明素质
和境外受欢迎程度较2016
年均有所提升。调查显示，
62.5%的国外受访者表示

“非常欢迎”或“比较欢迎”
中国游客来本国旅游，较
2016年上升4.5个百分点。
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中国游
客将对当地经济和旅游产
业带来积极影响。

尽管游客文明素质有
所提升，但文明旅游教育和

引导仍然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

据介绍，下一步，相关
部门将出台行动计划，明确
现阶段文明旅游工作总体
要求、主要内容和具体行
动，探索建立标本兼治、
持续深入推进文明旅游
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地
将继续开展系列活动，推
动公民旅游文明素质不
断提升，让文明旅游为风
景增色。

文明旅游成为社会风尚
文/新华社记者 胡 浩 王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