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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就是交流，要倡导优质旅游产品打造、优质
服务提升、特色品质彰显，才能更好地实现共享。

“城市旅游已经进入了生活引领和内容创造的
新时代。在这个进程中，城市居民、生产者、商家和
公共机构作为主导力量，理应共融共生、创新发展。”
戴斌表示，同时也要看到，游客在欣赏美丽风景和分
享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以多元的视角打量本地生活，
以多样的动力与本地居民共同推进城市文明的演
化。

意大利贝纳尔达市市长塔兰托·多梅尼科·拉斐
尔说，贝纳尔达市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历史
悠久，“只有我们的市民了解了自己城市的历史、建筑
物、艺术品，才能向全球各地的游客进行展示。把市
民转换成文化大使、把游客变成暂时的‘市民’，把我
们独特的价值传达出去，这就是所谓的‘旅游共享’。”

“共享经济也给旅游业带来不小挑战，比如旅游
安全、文化冲突和产品价格竞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
法律保障、文明认知和有效的运营管理去解决。”新
疆乌鲁木齐市副市长李伟说，该市近年来牢固树立
全要素、全地域、全资源的全域旅游发展新理念，投
入近百亿元对景区道路、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服
务配套设施进行完善改造升级，不断丰富旅游新业
态，实现了城市价值再造。③6

□本报记者 宋敏

在共享经济下，旅游是创新的、分享的、
服务大众的。共享经济如何引领旅游城市
新发展？5月28日，来参加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的市长们分享了各自的经验。

“说到‘共享’，其实，1000年前的北宋
时期就已经有了共享的概念。比如骑马，就
是共享单车的古代版。”开封市市长高建军
说，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出街市办事，如果
路途比较远，有人专门租马，100文一天；如
果不会骑马，还可以另加50文找个“代驾”，
帮您牵着，这就是北宋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
共享画面。而如今开封作为宋文化的代表
城市，正在全力做好“以文化城、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形成“全城
一景、全域旅游”的共享业态，致力于把旅游
做成“产品多元、主客共享、合作共赢、追求
创新”的旅游，使开封的城市旅游更优质。

据介绍，围绕“景城一景、主客共享”的
理念，开封在发展中既注重旅游景区内涵的
提升，又注重城市环境的改善、城市品位的
提升，如建设了开放式的大宋御河、开封西
湖、一渠六河等，既不断加强城市路网、无线
网络、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又不断完善餐厅酒吧、夜市、购物中心等
商业接待体系，真正让游客感受到城市生活
的温度，提高本地市民的幸福指数。

云南丽江市委常委、副市长卢爱军认
为，发展旅游业不能撇开一个城市的发展，
不能为发展旅游业而忽视居民的感受。“随
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多
元化、多样化，越来越关注文化内涵，我们必
须适应这个趋势。”卢爱军说，丽江把旅游业
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通过探索全域旅
游、健康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推动旅
游资源多样化、服务便利化、市场国际化，目
前已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民宿目的地之一。

在美国檀香山市市长柯克·威廉·考德
威尔看来，一方面希望吸引对他们城市的历
史、文化和环境感兴趣的游客来访，另一方
面也要考虑城市的实际承载能力，要在数量
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对于城市旅游业的
发展，首先我们想保留最原始、自然的部分，
同时也希望推崇安全和平、和谐包容的精神
传统。面对旅游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必须
用开拓创新的国际视野，站在更高维度进行
研究，才能保证旅游业持续保持活力”。③4

□本报记者 宋敏

“经常有记者和同行问我最
喜欢哪一座城市？考虑到今天的
主题是‘优质旅游’，是当着各位
市长的面公布答案的时候了。”5
月 28日，在 2018中国（郑州）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主题发言中
说。

“今天的旅游绝不是跟着导游
的小旗子逛景区、听讲解那么简
单。实际上，从行前的目的地信息
收集和消费决策开始，游客就开始
与城市形象打交道了。”戴斌说，很
多时候，游客是否选择某座城市，
恰是因为《加州旅馆》《卡萨布兰
卡》《成都》这样的经典歌曲流行；
游客愿意并能够感受到的城市品

质，可能是来自共享汽车司机的安
全感以及广场舞大妈脸上洋溢的
幸福，“这种城市整体由内到外散
发的气质，是由行政主体与市场主
体、社会机构和社区居民共同建

设、相向而行的。”
在戴斌看来，美好生活已成为

优质旅游的新动力。“从世界旅游
发展经验来看，完善的商业环境以
及由此而生的品质生活，日益成为
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他
认为，在共享经济和智慧旅游时
代，城市的商业环境越完善，越是
国际性或区域性的消费中心，游客
就越愿意到访，而且体验感和满意
度会越高。

“综上所述，我喜欢的城市是
优雅、时尚而有活力的，是商业、感
性的，同时也是善意、平等、包容
的。”戴斌最后说，游客也是城市优
质旅游的建设者和同行者，学会倾
听游客的声音，让城市成为多元文
化与共同价值协调发展的新空间，
无疑是明智的选择。③7

□本报记者 宋敏

5 月 28 日，在 2018 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谈
及“共享经济时代下的旅游共享”
话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
委员会会长苏格提出了几个关键
词——“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共建
共享、民心相通”。

“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问题，归
根结底都和发展问题相关，要继续
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的突出位置。”苏格说，今年是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
供了持续强大的动力。未来中国发
展仍将是各国发展的重要机遇，中
国构建聚焦发展的“朋友圈”、促进

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
苏格表示，中国外交在新时代

致力于“两个构建”：推动构建新型
国家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具体到旅游业也是这样，旅游
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合作、共

赢的产业，这与‘一带一路’倡议所
提出的核心理念具有内在一致
性。”苏格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此基
础上的旅游共享合作，将通过不断
地增加双方人员往来，有效带动物
流、房地产、零售等各个行业的发
展，为企业带来重要的商机，有利
于健全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为提升其在全球产业中的地位增
添新的动力。

苏格说，河南区位优越、历史悠
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产业发
展势头很好，“希望河南充分利用好
这种国际大型会议平台，进一步加
大交流合作，互相学习，增进友谊，
因为旅游让我们变得更亲近。”③4

□本报记者 宋敏

“每一次来中国，到河
南、到郑州，都会感受到巨

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经济的发
展，更有文化的传承。”5月 28日，
来郑州参加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的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马
里奥·哈迪如是说。

“亚太地区是全世界旅游最
重要的区域之一，未来我们期望

一种比较慢但更优质的旅游方
式，让旅行者得到更多体验。”
马里奥·哈迪说，“有些企业可
能会觉得‘共享经济、旅游共
享’是全新的概念，但是我们

的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去适应这
些新变化。”他介绍说，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第 12条是“确保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旨在“降

耗、增量、提质”，“这个过程需要
多方参与，包括企业、消费者、决
策者、研究人员等，这也是我们提
出共享经济的原因。”

共 享 经 济 下 如 何 发 展 高 质
量旅游？马里奥·哈迪说，“我觉
得高质量的关键词是‘尊重’，就
是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让他
们真正积极地参与和融入本地
的 文 化 ，了 解 本 地 的 传 统 和 历
史，同时尊重也是一个互相的过
程，游客也要学会尊重当地的法
律 和 风 俗 ，欣 赏 别 人 的 劳 动 成
果 ，这 样 才 可 能 感 受 旅 游 的 快
乐，才可能在行走时成为当地人
眼中的风景。”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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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在签到处合影留念。⑨3

开封一千年前
就有了“代驾”

美好生活成为优质旅游新动力
——访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旅游让我们变得更亲近
——访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苏格

高质量旅游的关键是“尊重”
——访亚太旅游协会首席执行官马里奥·哈迪

□本报记者 宋敏

5 月 28 日，2018 中国（郑州）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共享

经济时代下的城市优质旅游”无疑

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来自海内外

的嘉宾、客商认为，共享时代下，旅

游赋予了世界更多的美好意义，而

发展城市优质旅游需要共商、共

建、共享，这已成为共识。

走向优质旅游新时代

当前，城市旅游已经从早期的景区、酒店和旅行
社为主的封闭世界，走向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
互动的开放体系。

“在游客诉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大众
旅游新阶段，旅游业正在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
发展，也就是我们所倡导的优质旅游新时代。”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如果没有广泛的民意认同，
没有社会力量的协同，优质旅游就不可能有持续发
展的基础，“新时代城市旅游发展应当且必须以最大
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寻求最大社会公约数。”

业内专家认为，无论是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建
设、市场推广，还是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都应有扎实的社会调研和压力测试，广泛开展座谈、
走访、信息公开、媒体宣传等。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特别顾问安妮塔·曼迪蕊
塔表示，共享时代意味着更多责任，一个城市有自己
的独特魅力、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如何呈现、保持，
需要主客双方共同努力；要积极倡导生活化旅游产
品体系打造和全域化旅游体系建设，让城市更具品
质，让乡村更被向往。

旅游共享再造城市价值

在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10余种具
有中原特色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彩亮
相，引人驻足。⑨3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在共享经济和智慧旅
游时代，城市的商业
环境越完善，越是国
际性或区域性的消费
中心，游客就越愿意
到访。”

旅游本身就是一个开
放、包容、合作、共赢的
产业，这与‘一带一路’
倡议所提出的核心理
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高质量的关键词是‘尊
重’，就是给游客提供
更好的体验，让他们真
正积极地参与和融入
本地的文化。”

访谈

嘉宾对参展的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品赞不绝口。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