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濱海新區日前面向京津兩地五十餘家旅行社
召開了旅遊推介會，精心策劃推出了濱海風情遊、濱海
工業遊、歷史文化遊、漁鄉風情遊、新區風貌遊五大精
品旅遊產品。

據了解，2013年，濱海新區根據區內得天獨厚的旅
遊資源和精彩紛呈的旅遊景區，精心策劃推出了濱海風
情遊、濱海工業遊、歷史文化遊、漁鄉風情遊、新區風
貌遊五大精品旅遊產品。

據悉，在濱海風情遊中，遊客可以玩轉航母主題公
園、極地海洋世界、東疆灣沙灘旅遊島，領略京津地區
獨有的海洋文化和旖旎風光；在濱海工業遊中，遊客可
以走進位於濱海新區的百年老工業企業和全球500強企
業體會工業旅遊的獨特魅力；在歷史文化遊中，遊客可
以參觀百年北塘古鎮和銘刻海防記憶的大沽口炮台遺址
博物館，體味濱海新區歷史的古樸厚重；在漁鄉風情遊
中，遊客可以趕海拾貝、出海捕魚、提籃採摘，盡情陶
醉於農漁休閒的寧靜與安逸；在濱海新區風貌遊中，遊
客可以欣賞清新亮麗的城市景觀，親身感受濱海新區開
發開放的發展成果。

天津濱海新區
打造特色旅遊品牌 助力區域經濟

三沙遊首秀一票難求
4天3夜遊2島 費用近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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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滿載中國遊客的 「椰香公主
」 號遊輪從海南海口秀英港啟航，開展為
期4天3夜的三沙海上旅遊首航活動，他們
將造訪三沙市所屬的西沙群島其中鴨公島
和全富島。據悉，首航完成後，海南方面
將總結經驗，擬定更完備的行程安排，方
便更多民眾赴三沙旅遊。

【本報記者何春光海口二十九日電】

■滬鐵客流量超春運高峰

鳳凰欲外遷涉旅行業

【本報實習記者步瀟瀟北京二十九日電】29
日是 「五一」小長假第一天，全國高速公路開始
免收小客車通行費。交通部門預計，今年全國 「
五一」旅遊出行量同比增長15%至20%。

小客車高速免費3天
今年 「五一」小長假期間，全國高速公路和

普通公路繼續實施重大節假日免收7座以下（含7
座）小型客車通行費政策，自4月29日0時至5月1
日24時，免費車道實行 「入口不發卡、出口抬杆
放行」的通行模式。據交通部門的預計，今年 「
五一」節期間全國將出現旅遊交通流量密集的情
況，旅遊出行量將較往年同期預計增長15%至
20%，並以中短途、遠郊近郊旅遊休閒為主。

據預測，4月28日下午至4月29日為出行高峰
，假期3天基本都在高位運行，5月1日午後出現
返程高峰。根據北京市交管部門統計，今日北京
天氣晴好利於出行，從早晨7時許開始，多條高
速車流開始明顯增加，加之連續發生多起追尾剮
蹭事故，京藏、京承、京港澳、京開和機場等各
條高速公路發生嚴重擁堵。

此外，五一節免費通行期間，所有抗震救災
車輛在四川省高速公路網優先免費通行。四川省
交通運輸廳高速公路管理局將設置專用通道，在
通往災區的高速公路的主線收費站及關鍵收費站
設立應急救災專用通道，並在確保抗震救災車輛
安全、快速通行的基礎上設立小型客車免費專用
通道。

首都機場預計運客65萬
中國鐵路總公司從28日起實施五一假日運輸

方案，蘭州、西安等地都加開了前往嘉峪關、華
山、延安等熱門景區的臨客列車。今早在北京站
廣場前，由於離京旅客人數激增，廣場周圍出現
車輛擁堵情況，北京站今日全天上下車人次將突
破25萬。隨客流不斷攀升，全國鐵路今天共加
開臨客列車308列，發送旅客總量或將突破800萬
人次。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29日也迎來 「五一」小長
假前第一個出港客流高峰，全天計劃起降飛機
1540架次，預計進出港旅客24.46萬人次。據了解
，今年 「五一」小長假期間，首都機場預計運送

旅客超過65萬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約21.6萬人
次，較去年同比增長2.7%。

本報記者29日從上海鐵路局獲悉，今年「五一」小長假首
日華東地區鐵路迎來旅客出行最高峰。滬鐵轄區的長三角皖
蘇浙滬「三省一市」鐵路全天預計發送旅客超過165萬人次，比
今年春運最高日還要多出40萬人次，再創歷史新高。同時，
滬鐵的旅客發送量在全國18個鐵路局中繼續保持第一位。

當天，滬鐵全局增開列車91列，包括長途車9列和中短
途82列。上海站加開的臨客主要為南京、合肥、阜陽方向，
上海南站加開臨客主要為徐州、江山、深圳方向，上海虹橋
站加開臨客主要為北京、南京、杭州方向。

【本報記者楊楠】

五一出行 中短途休閒為主

在 「長壽之鄉」廣西巴馬的賜福
湖畔，余乃勝常常一個人靜靜地拍攝
夕陽。

「城裡都是樓，看不到夕陽。」
余乃勝說。他和妻子在巴馬經營一家度假村。

就在兩年前，這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對他們來說是天方
夜譚。

當時，余乃勝還在深圳經營一家工廠，每天開路虎堵
在去各種應酬的路上。 「堵車堵得脾氣越來越大！」

「當時就想逃離深圳，我本來就是個慢性子。」33歲的
余乃勝說。於是，他轉手了工廠，出門旅行。一天，他走到
「盛產」百歲老人的巴馬，愛上了那裡的閒適， 「一衝動就

買了湖邊的一個小旅館，留了下來。」
在雲南、西藏，像余乃勝這樣的人不少。慢並不意味

沒有發展。余乃勝擴大了原來的旅館規模，在當年買來的幾
間平房旁邊，又建了一棟木樓和一棟磚樓，並精心進行了裝
飾， 「讓客人們住得舒服點，睡到自然醒。」

比起在深圳的日子，小夫妻的生活慢了許多。余乃勝每
天都吃早飯：紫薯、甜玉米加上黑色小米熬的粥， 「在深圳
的時候常常一忙起來，早餐就錯過了」。

人們對慢節奏的渴望在新浪微博上也有所體現，帶 「慢
生活」字樣的微博帳號就有上千個，博主們有周末去郊區種
地的城市菜農，貪戀織物柔軟手感的棉麻控，每天下午給同
事講兩個笑話的小哥，還有資深 「呆客」、拼布老師、裁縫
等等。

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在繁忙工作之餘，在生活節奏上形
成一種放慢的習慣，有助於整理情緒，紓緩壓力。對於大多
數人來說，目前還不具備完全實現 「慢生活」的條件，但至
少可以先從 「慢心態」手，循序漸進地調整生活節奏。

（新華社）

【本報訊】中新社鳳凰二十九日報道： 「中
國最美小城」湖南鳳凰古城自4月10日實施門票 「
新政」以來，引發社會關注。而鳳凰政府當前擬
「去商業化」，恢復古城原貌的新舉措，使社會

輿論再次聚集這座 「邊城」。
記者獲悉，鳳凰政府正在對古城 「去商業化

」新政徵求商戶意見，希望引導古城涉旅行業轉
移、外遷、轉型升級，鼓勵居民恢復原始居住生
活狀態，不再從事商業經營。

鼓勵外遷原為保護古城
據鳳凰縣政府提供的《鳳凰古城涉旅行業轉

移轉型升級的暫行規定（徵求意見稿）》顯示，
涉旅行業指鳳凰古城內與旅遊有關的商舖、酒吧
、餐飲，以及賓館客棧等產業。文件稱，相關部
門應對古城現有的涉旅行業重新核查、登記，嚴
控規模和數量，確保現有數目不增加。鳳凰縣副
縣長蔡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鼓勵古城涉旅
行業外遷，基於保護古城，同時是為了解決好古
城商戶的經營和生計問題。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發輿論發酵。一位名為
「墨鏡之鏡」的博友稱： 「鳳凰政府怎麼這麼多

主意，上月考慮收費，這月思考去商業化，真是
擔心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張友紅夫婦在古城內經營一家小粉店，店舖
一年租金4萬餘元人民幣。隨近期散客減少，收
入由原來黃金周一天進帳2000到3000元，變為目前
的僅幾百元。張友紅稱， 「去商業化」的出發點
甚好，但他不願遷出古城：他擔心遷出後老門面

無人看管，新面店又沒有顧客。
株洲的孫山西去年在古城內以80萬元的價格

接收了一家有20多間客房的旅館。今年 「五一」
小長假第一天，僅有三間房入住了客人，且目前
網上沒有任何預定消息， 「往年400多元一晚的房
子，現在200多都賣不出去」。孫山西對涉旅行業
外遷的舉措較為反對，如果新選址無入住率，連
本錢也賺不回來。

專家：以「看得見的手」調節
不過，也有人對此有不同意見。一位不願具

名的龍姓居民一直居住在古城內，他表示，如果
能恢復古城原貌，是非常不錯的。涉旅行業外遷

後，古城內遊客減少，環境變好，居民住得也舒
心。

浙江大學旅遊學院院長周玲強認為， 「去商
業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地方政府努力進行業態
調整，不能讓商業文化驅逐原生態文化。鳳凰在
商業布局上，要建立很好的規劃，通過 「看得見
的手」去進行調節，其中包括資源調配與重新規
劃，對經營活動梳理和規範，從而達到多方利益
的 「再平衡」。

吉首大學旅遊與工程管理教授袁正新認為，
鳳凰古城目前商業氣息太濃，古城文化氣味卻被
淹沒。但當地鼓勵將涉旅行業外遷的舉措實施後
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小長假首日，北京大量市民出遊，加之高速公路免費通
行，29日0時至17時，北京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超過120萬輛
，同比增逾一成。29日7時以後，京開、京港澳、京藏、京
承等高速公路重點路段出京方向車多擁堵、車行緩慢。北京
市交通委相關負責人透露，交通事故是29日道路擁堵的主要
原因之一。

經統計，29日0-17時收費公路共發生交通事故32起，
其中京藏11起、京港澳10起、京開5起、京承至少1起。預計
30日北京市高速公路交通量約為186萬輛，比去年同期增長
約22.30%，交通壓力將會更大。 （中新社）

29日，第二屆斗門鎮文化旅遊節在珠海斗門鎮宋皇裔宗
祠菉猗堂舉辦，全程包括進獻祭品、進香、獻酒、讀祝文和
焚寶奉獻等。吸引了眾多遊客慕名前來。

斗門鎮鎮委委員李榮樂介紹，這裡的趙氏屬於宋皇室 「
鼎分三派」中的 「魏王派」，明代景泰五年，魏王趙匡美的
第15代後人趙隆以其曾祖父的別名 「菉猗」立祠紀念。今年
初，有559年歷史的菉猗堂按照 「修舊如舊」的原則，完
成修繕正式對外開放。

據了解，本屆斗門鎮文化旅遊節從4月29日至5月1日舉
辦，除了皇族祭禮外，還有接霞莊舉辦宋朝成人禮，斗門老
街舉辦鑼鼓櫃、雜耍表演、御溫泉 「皇族趙氏世家」傳世禮
樂等21項節目。 （中新社）

此次三沙首航，將於30日凌晨抵達西沙群島，由
於首航仍屬於 「試水階段」，故僅會安排前往西沙群
島的其中2個島嶼，分別是鴨公島、全富島，遊輪預
計5月1日上午回到海口。

早在今年4月中旬，本報記者便聯繫海南省旅遊
委方面，希望能隨船採訪首航，但旅遊委的相關負責
人表示，目前三沙旅遊還處於試水階段，首航的遊客
限制較多，還沒有大範圍的邀請媒體。

同等艙位普通遊客價高三千
隨後，記者又電話聯繫了海南海之緣國際旅行社

市場傳媒總監吳暉，希望能獲得一些訂票的消息，但
他告訴記者，三沙首航是由康泰旅行社承包，海南和
內地其他旅行社只可提供名單預留艙位，預留後還要
審核政治背景並提交健康證明，由於受到 「椰香公主
號」遊輪的運力限制。現在在海之緣旅行社預定的三
沙航程出團日期已經排到了今年的八月中旬。

另據新聞晨報報道：據悉，本次首航成員共347
人，其中政府機關人員較多，而一般遊客不到1/3，
通過旅行社報名的遊客僅有100人，其中還有不少是
和旅遊相關的圈內人士。

據悉，參加本次旅行的公務員來自海南省多個部
門，登記的單位有交通運輸廳、公安廳、司法廳等數
十家單位；而100名普通遊客來自全國各地，多為一
些企業、單位的領導，或私營業主，其中還有兩名大
學生。

報道還稱，旅行社提供給普通遊客的條件最好的
艙位也僅是二等A艙，但海峽股份公司的一張內部報
價表上卻顯示，從最高端的豪華商務艙到特等艙、一
等艙都應有盡有。據悉，這張報價單僅向政府方面安

排的 「接待人員」提供，不僅艙位高端，而且在價格
方面也實行雙重標準，所有的同等艙位，普通遊客都
要多付3250元。

體驗祖國美景不心疼費用
普通遊客報名三沙遊，加上往返機票，每個人差

不多要過萬元，堪比國外遊，但對於能夠去到三沙，
參加首航的遊客也表示很興奮，並不心疼費用。

來自湖南的馬女士告訴晨報記者，他們一行4人
，選擇了比較好的二等艙，每人的費用是一萬多元，

就是為了去看看西沙的美景。記者問她是否覺得值？
她說，雖然錢花得多，但她覺得能去西沙看看無所謂
。她遊歷過世界很多地方，覺得還是中國的景色最美
，這次就是要去體驗三沙那種原始的美。

由於三沙市有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三沙旅遊
的開放早已吸引了無數遊客的目光。三沙市委書記、
市長肖傑此前曾表示，三沙市旅遊的開放有重要的
主權意義。 「三沙有非常豐富的旅遊資源，開發海上
旅遊、三沙旅遊是發展三沙特色產業的內容之一，同
時通過旅遊也會宣示我們國家的主權。」

商家憂流失旅客 居民稱環境變好

慢節奏漸成中產時尚

■京高速小長假首日事故頻發

■粵斗門舉辦宋代皇族祭禮

簡訊

▲4月29日，2013中國昆明國際文化旅遊節昆明狂
歡節在春城昆明開幕，精彩的雲南少數民族表演讓
許多外地遊客直呼過癮 中通社

▲4月28日， 「椰香公主」 號遊輪從海南海口秀英港啟航，開展為期4天3夜的三沙海上旅遊首航活動
資料圖片

◀4月29日，湖
南鳳凰古城沈從
文故居前的街道
人滿為患。當日
鳳凰古城內的各
熱門景點遊人如
織，而部分古城
內的老街略顯冷
清 中新社

▲28日，泛亞鐵路東線昆明至蒙自正式開通
客運。圖為列車安全正點到達蒙自北站，旅
客走出車站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