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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南雄市体育馆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来自国际、国内的众多顶尖自由博击选手同台竞
技，通过力量、速度、技巧、毅力、耐力等全方位的激
烈对抗，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令人热血沸腾的
铁拳争霸赛事。

这场名为“雄州决”世界自由搏击南雄争霸赛旨
在推动南雄旅游及体育文化事业发展、弘扬“南雄崇
文尚武精神”，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让更多
人认识南雄、了解南雄、记住南雄，同时带动南雄经
济的发展。

据了解，此次赛事是南雄市举办的首届博击赛
事，比赛邀请了方便、杨茁、邓力、吴雪松等拳坛高手
出席，武林风拳新一代冠军徐文建、徐州万达国际拳
王争霸赛冠军艾米（卢旺达选手）、“MMC 战神录”
50kg 冠军李美佳（女子选手）等一批国际、国内顶尖
选手参加比赛，赛事的专业水平与影响力较高。

比赛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博击赛事
这个窗口宣传南雄、推广南雄，带动南雄全域旅游的
发展。在成功举办好第一届的基础上，南雄未来还
将连续地、持续地举办此类赛事，通过一系列赛事来
提高南雄知名度和影响力，打响南雄全域旅游品牌。

绰号“炸药”，武林风、昆仑决双冠王杨茁作为特
邀嘉宾出席比赛，他告诉记者，他带领着队伍参加了
此次比赛，比赛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赛事准备充分、
组织有力，保障了选手充分发挥。赛事有助于推广
自由博击运动和树立全民健身理念，他希望有更多
的体育爱好者加入到自由博击这项运动中。

韶关日报记者 袁少华 通讯员 董子龙

本报讯 近日，新丰县沙田镇天中村自发组
织乡村休闲旅游文化节，多措并举向外来游客展
示和推介优势乡村游资源和农特产品，吸引游客
愉悦消费，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

活动当天，天气晴暖、碧空万里。田中村文
化活动中心彩旗招展、鲜花盛开、锣鼓喧天、醒狮
高舞，中心内品高质优的农特产品摆放井然有
序，由东莞来的两个旅游团为这里举办的天中村
首届文化节增添了更多喜色。游客们在这里畅
游美丽乡村，领略红色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景
观，感受生态之美，还深入百香果、柑桔等种植基
地参观田园风光、体验丰收喜悦，品尝并购买村
里的农特产品。

据悉，天中村是抗战革命老区，是新丰西部
地区连通珠三角的“南大门”。近年来，该村在东
莞东城街道的对口帮扶下，以党建为引领，大力
整治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激活发挥特色产
业、自然生态、秀美山水、红色文化、客家风情等
优势资源禀赋，打造具有持续“造血”功能的乡村
游综合体。近期，已有多批珠三角地区的旅游团
前来观光旅游，体验田园生活、消费农特产品。

韶关日报记者 黄俊 通讯员 潘俊才

南雄举办首届“雄州决”

世界自由搏击争霸赛

推广全民健身
助力全域旅游

新丰天中老区自发组织
开展宣传推介乡村游活动

激活资源
振兴乡村

为了繁荣冬季旅游市场，促进冬季旅游消
费，近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 2020·河
北邀约——“冬季游河北 福地过大年”推广活动
在北京举行，通过集中发布全省各地冬季旅游节
庆活动和特色产品，推出冬游河北精品线路和景
区门票减免等优惠措施，邀请各地游客到河北戏
冰雪、泡温泉、游古城、赏民俗、品美食、过大年。

为了给各地游客提供更新鲜、更实用的河北
旅游线路参考，此次特别推出了乐享河北精品线
路册，包括面向国内游客的周末游、冬季游、深度
主题游等特色线路和面向海外游客的精品线
路。这些线路都是通过“河北旅游人气线路征集
活动”，向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征集，再组织专家进
行完善提升，最终编辑而成的。同时，现场还发
布了“2020乐享河北迎春惠”活动信息，河北近百
家景区、企业推出了 100 多项优惠措施，包括门
票免费、打折优惠等，让冬游河北更加实惠。河
北各地围绕元旦、春节，组织开展了 300 余项重
点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冰瀑节、冰雪嘉年华、非
遗展演、民俗庙会、社火节、花灯会等等，给游客
多样化选择。

另据介绍，河北冰雪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张
家口崇礼，随着 2022冬奥会的临近和京张高铁的
开通，这里已经成为冬季旅游热门打卡地。目前崇
礼已经建成了富龙、云顶、万龙、太舞、多乐美地等
多座滑雪度假小镇，拥有各级雪道180多条。田虎

上百项优惠措施邀客河北过大年

河北进京
推介冬季旅游

日前，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找年
味 来山西”2020 山西文化旅游中国年活动推介
会在北京举办。

据了解，2020山西文化旅游中国年活动主推
以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的年俗文化活动，将
山西全省各地市的节庆文化遗产串成“线”、连成

“片”，大力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春节期
间，山西省将开展 10大类 1400多项覆盖面广、参
与度高、地方特色浓的活动，让各地群众和中外
游客赏北国风光，看古城花灯，逛传统庙会，闹新
春社火，感受三晋民俗文化，体验多彩冰雪世界。

在参与年俗活动的同时，还有 175个名为“黄
河人家、长城人家、太行人家”的院落等待游客前来
入住体验。其中，以黄河山水、黄土风情、田园风光
农家生活、地方民俗、戏曲歌曲、特色美食等为主的

“黄河人家”，以长城遗迹、古战场遗址、边塞风情、
民族融合、边贸互市、军事文化等为主“长城人家”，
以太行山水、红色遗址、革命故事、民俗文化、地方
非遗、地理标志产品等为“太行人家”，将让游客感
受到山西浓浓的年味、原汁原味的乡俗。

此外，2019 年 12 月 30 日，大张高铁开通运
营、大西高铁全线贯通，北京到大同由原先的 6
小时左右压缩至最快 1小时 42分钟通达，大同到
太原也由原先的四五个小时压缩至最快 1 小时
54分钟通达，标志着山西构建纵贯南北、连接北
京的快速客运通道迈出重要步伐，为北京游客

“找年味 来山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到 2022
年底，山西还将打通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旅
游大通道，建成“黄河一号”“长城一号”“太行一
号”三条全国一流的旅游公路示范工程，打造一
批体现山西特色的精品旅游公路，基本实现主体
区内“城景通、景景通”一张网，为三大板块旅游
崛起、精准扶贫提供重要支撑。

结合旅游公路与高铁线路，山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也针对此次中国年特别推出了晋北、晋中、
晋南、晋东南、晋西五大地区的六条主题线路，沿
着主题线路，游客可以一边走一边体验山西各地
的年俗文化特色。 人民

山西打造中国年系列活动

六条主题线路
千余项活动

日前，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WTCF）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在京共同

发布了《世界旅游经济趋势

报告（2020）》。

《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

告（2020）》从全球、区域、国

别、城市等多个视角出发，

围绕全球旅游经济走势、区

域发展格局变化、重要国家

突出特征、城市的核心支撑

作用等问题做出了全景式分

析，并在上年度提出“T20”

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全球前

20 个重要国家的旅游发展

特征和近年走势进行了细致

刻画。

报告指出，2019 年全球

旅游总人次（包括国内旅游

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为 123.10亿人次，较上年增

长 4.6%；全球旅游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和

入境旅游收入）为 5.8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 6.7%，这一比例较上年下降 0.1%；全球入境旅

游收入与国内旅游收入波动趋势放缓，有望实现

“五连增”。展望 2020，全球旅游面临不确定性并

将实现微幅增长。预计 2020 年全球旅游总收入

增速为 3.6%，其中中国旅游总收入增速将达到

6.1%。

据了解，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是世界

上第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全球性旅游组织，自

2012年成立至今，始终秉承“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

好”的理念，积极搭建多边交流平台，促进全球旅

游城市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全面提升旅游城市的

竞争力和影响力，为推动世界旅游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自 2016 年开始，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携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每年研究、发布《世

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旨在全面把握全球旅游发

展趋势，深入分析旅游行业热点问题，科学预测全

球旅游未来前景，为各国政府、相关城市、旅游行

业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小宗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以下简称文旅部）官网发
布公告宣布圆明园、七彩丹霞等 22家旅游景区被确
定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笔者了解到，这是继去年
对 7 家 5A 级旅游景区进行处理后，文旅部在景区动
态管理上的又一次“大动作”。相关专家指出，5A级
旅游景区代表了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供给，更多“5A
级”的出现，满足了游客品质化、多样化的需求，同
时，愈发成熟的景区动态管理机制也是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增22家“5A”更好满足游客需求
此次发布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确定 22家旅游

景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指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
办法》，经有关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推荐，
文化和旅游部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并于 2019 年 12
月 31日完成公示，确定以下 22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景区；河北省保定

市清西陵景区；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太行山大峡谷八
泉峡景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胡杨林旅游区；辽
宁省盘锦市红海滩风景廊道景区；吉林省通化市高
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旅游
景区；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古镇景区；浙江省丽水市缙
云仙都景区；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景区；山东省东营
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河南省新乡市八里沟景区；湖
北省襄阳市古隆中景区；湖南省株洲市炎帝陵景区；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
市百色起义纪念园景区；重庆市彭水县阿依河景区；
四川省雅安市碧峰峡旅游景区；贵州省黔东南州镇
远古城旅游景区；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地景
区；甘肃省张掖市七彩丹霞景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帕米尔旅游区。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
晓龙表示，22 家 5A 级旅游景区颁牌，既能够满足游
客多样化、高质量产品的选择需求，又能够满足地方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对于即将到来的春
节黄金周出游旺季，文旅部此次举措也可谓向游客
送上了一份诚意满满的高品质出游指南。

“有进有出”的动态机制
已成旅游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

笔者了解到，2015 年起，取消“终身制”的 5A 级
旅游景区被纳入到动态管理中。2015年 10月，山海
关成为首个被“摘牌”的 5A 级旅游景区；2016 年，湖

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重庆市南川区神龙峡景
区先后被取消 5A级旅游景区资质；2017年，三家 5A
级旅游景区被严重警告。直至去年，文旅部全面展
开全国 A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整改提质行动，处理
5A 级旅游景区 7 家，其中，山西省晋中市 5A 级旅游
景区乔家大院景区被直接“摘牌”。

而在不久前刚刚举行的 2020年全国文化和旅游
厅局长会议上，文旅部相关负责人在布置 2020年工
作任务时也专门指出，将持续开展 A 级旅游景区和
度假区复核检查，推出一批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由此可见，景区动态管理机制已成为
我国景区管理工作的常态。马晓龙对此表示，建立
有效的进入与退出管理机制是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从实际效果来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的动态管理机制对景区持续增强服务能力、提升旅
游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体现了文旅部
提升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方面的努力，相信这种机
制未来还会不断趋向于成熟。

同时，马晓龙特别强调，5A级旅游景区的“金字
招牌”只是一个进入门槛，代表着景区现在的水平和
品质达到了一种官方认可的现行标准。但最终游客
还是会用自己的脚去“投票”，因此如何不断提升景
区文化内涵，如何进一步提高景区公共服务能力，让
游客真正感受到获得感，是所有 5A级旅游景区都应
该持续不断创新和努力的方向。 磊磊

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达123.1亿元

全球旅游总收入达5.8万亿美元

我国再增22家5A级旅游景区

动态管理机制助力高质量发展

▶银杏正黄时。资料图片

宛若仙境的胡杨林。资料图片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

“广东省旅游风情小镇”名单，乐昌市九峰镇作为韶

关市唯一乡镇跻身榜单。

九峰镇位于韶关乐昌市北部，镇上农业资源丰

富，培育有6万亩的桃树、李树。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态

宜居环境，九峰镇重视城镇绿化建设，村内一派欣欣

向荣，加上其气候宜人，被誉粤北“世外桃源”。

九峰镇自然环境优美宜人，山美水秀，村庄保

留着“小桥流水”的古朴乡村风貌，九峰镇茶料村被

国家农业部评定为“2016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九峰森林资源丰富，2017 年 10 月 9 日，被广东省林

业厅评为“广东省森林小镇”。如今的九峰春华秋

实、满处花海、宛如世外桃源。九峰不仅山水美丽，

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人才辈出，是抗日名将

薛岳的故乡。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明清起，九

峰便有舞香火龙的习俗，每当元宵节和中秋到来之

际，村民便扎成一条条形态逼真的蛟龙举行节日欢

庆活动。民间时常有举办书画展，全镇有群众自发

组建的民间艺术表演团队十多个。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山歌《啦打》让人感受无与伦比的浪漫与激

情。

近年来，九峰镇镇坚持实施“产业兴镇、旅游强

镇”的发展战略，聚焦万亩花海和“黄金柰李”特色旅

游资源，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全力补齐旅游服务中

心、公路、厕所等基础设施短板，大力扶持特色民宿

发展，精心承办“桃花节”“黄金柰李水果节”“九峰花

海山地半程马拉松赛”“‘乐昌桃花杯’全国女子象棋

甲级联赛”等节会赛事活动，成功打造了“九峰花海、

自在人家”旅游品牌形象。

韶关日报记者 钟政宽

乐昌市九峰镇上榜首批“广东省旅游风情小镇”

作为韶关市唯一乡镇跻身榜单

▲乐昌市九峰镇上榜首批“广东省旅游

风情小镇”。 图片由乐昌市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