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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让中国旅游发展得更好 

1 月 15 日，2015 年中国旅游工作会议在中国江西南昌召开。中国国家旅游

局局长李金早在题为《开辟新常态下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天地》的工作报告中，

提出中国旅游发展的“515 战略”，即今后 3 年，将紧紧围绕“文明、有序、安

全、便利、富民强国”5大目标，提出旅游 10大行动，开展 52项举措，涵盖了

旅游市场秩序、旅游安全、产业促进、旅游新业态、区域旅游一体化、旅游外交、

深化改革、融入互联网各个方面，全面推进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国内外多家媒体、旅游业界、学界及联合

会的多家会员单位对中国旅游工作会议高度

关注并进行了解读。中国旅游报、新华网、人

民网等多家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肯定，认为

报告的提出为中国的旅游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树立新自信、促进新发展。此次提出了诸多改

革措施，有助于旅游业在硬件、管理和服务方面进一步提升。 

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小安表示，这次会议跳出传统的旅游观念，在国民

经济、人民生活品质、文化发展等这个大背景之下来论述旅游,可以称之为“一

阵旋风”，这阵“旋风”会改变很多东西，中国旅游在世界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应更加深入地谋求在国际组织中的位置。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中山

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则表示此次报告中提出的内容有新意，值得专家深入探

讨研究。随着当前旅游新常态的慢慢改变，对旅游学界也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基

础理论的研究要跟上旅游产业的新发展。中国首旅集团总经理刘毅、中青旅总裁

张立军等多位旅游相关企业家认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体现在产业规模和市场主体的国际化、规划化等方面，国家政策的扶持正是助力

企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企业存

在着几个不适应：传统政府管理与旅游实践不适应、传统旅游产品与现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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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不适应、传统作业方式与技术变化不适应、传统生产模式和大资本进入不适

应，企业和政府部门应共同谋求发展路径，结合实际将政策落地。 

路透社表示，中国在 2013 年取代美国和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客源输出国，

但却由于个别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而备受质疑。中国计划在 2015 年建立游客

旅游不文明档案，大力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有利于提升中国公民在国际舞台的形

象。据 TODAY报道，中国国家旅游局正在为全球其他国家带来良好地示范作用。

因为随着全球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展旅游活动，彼此间的交流与文化冲突也会越来

越多，这使得不文明的“野蛮旅游”跨越了民族与国家的分别。管理不文明行为

并提升公民文明意识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反

映了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外的整体形象，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从而让旅游业

的发展更为平稳。 

旅游厕所革命的提出也广泛受到国际媒体

的关注。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在过去，西方

游客在到中国旅游时，经常被一排蹲坑老式厕

所震惊到，未来这一状况若能改善，对游客来

说，都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联合会机构会员美国 A&K集团表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有利于促进整个旅

游行业的良性发展，帮助企业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拓宽服务领域、提

高服务水平，促进行业间更深层次地交流，有着突出的指导意义。对于报告中指

出的关于“旅游安全”和“旅游消费转型”两点表示十分认同。会议提到中国旅

游业中应建立旅游安全预警机制，健全旅游安全设施设备，强化安全保障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保险保障水平，完善应急救援体系，旅游业从业者应把传统

产品升级和丰富新产品新业态摆在突出的位置，推动旅游产品结构由观光为主，

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发展转变，推动三大市场全面发展。该精神给了 A&K

极大的鼓舞，他们将坚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力求把更丰富完善的产品提供给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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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国旅游年”在韩国举行 

进入 2015 年，中韩旅游合作继续升温。1月 23日，中国为深入地在韩国推

广旅游活动，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盛大的“中国旅游年”开幕式。随着“中国旅游

年”红红火火地展开，两国民间情感沟通将得到加强，中韩友好的民意基础将得

到进一步地夯实。（来源：新华网) 

塞舌尔：被评为中国海岛游最佳目的地 

近日，由中国旅游榜中榜主办的第 10 届中国出境游风云榜颁奖盛典在北京

丽晶酒店圆满落幕，塞舌尔在本届评选中被评为“海岛旅游最佳目的地”。中国

出境游风云榜自创办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出境游业界参与投票业者最多、影响力

最大的业界活动之一，每年的举办都受到业内的好评。（来源：seychellesnewsagency.com) 

加拿大：“2015年加拿大最佳观光地”榜单出炉 

加拿大政府于 1 月 2 日正式宣布了“2015 年加拿大最佳观光地”名单，其

中多伦多位列榜首。排在多伦多之后的有雷弗尔斯托克、奥尤特克国家公园、温

哥华以及金斯敦等。在 2015年中，多伦多将会举办泛美运动会及第 40届多伦多

国际电影节，这些盛事将吸引众多游客。（来源：VACAY.CA) 

新西兰：希望规范外国游客驾驶安全行为 

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新西兰人希望政府能出台一些特别法规来约

束海外游客驾驶者的驾驶行为。其中超过 75%的受访者表示，希望汽车租赁公司

不要为有潜在疲劳危险驾驶的司机提供租赁服务。据统计，在 538件涉外交通意

外案件中，超过 75%的海外司机为过错方，但政府仍希望能以教育的方式代替出

台新法规。（来源：nzherald.co.nz) 

旅游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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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时报》公布“2015年52个必去地方” 

美国《纽约时报》于 1月 9日公布了“2015年 52个必去地方”名单，入选

的旅游目的地可以在报纸上全方位地宣传推广其城市特色及风光。报纸采用了多

页面形式的丰富画面来宣传这些目的地，同时线上网站也有针对性地放上了宣传

视频，希望借此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来源：skift.com) 

尼泊尔：护照上有了第三种性别 

据路透社报道，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尼泊尔也在护照的性别栏上新增

了“第三性别”。尼泊尔的护照已为那些不希望被认定为男性或女性的人群增加

“第三性”（indeterminate）选项，以“X”表示。此次关于护照新规定的出台，

旨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游客来尼泊尔旅游。（来源：界面) 

马耳他：致力于打造绿色旅游 

作为拥有马耳他“梦幻之岛”盛名以及富有低调之美的地方,Gozo 正在致

力于发展旅游业基础设施，以求到 2020 年以前达到符合生态岛屿标准的目标。

政府方面为完成这一目标，十分注重保护岛上当前的生态体系，尽可能减少碳排

放以及保护水资源。（来源：theworldfolio.com) 

西班牙：将大力发展购物游 领军全球购物游市场 

2015 年伊始，西班牙希望能够领军全球购物游，借此推动旅游业全面发展。

借由经济市场的繁荣来吸引游客前往大城市购物旅游，这将有力地吸引极具消费

能力的游客，激发游客的购买力以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来源：tourexpi.com) 

UNWTO：公布旅游创新奖获奖名单 

日前，第11届年度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三大类卓越创新旅游奖之

一的 UNWTO 尤利西斯旅游创新奖最终获奖名单被公布，其中包括了中国旅游研究

http://news.yahoo.com/nepal-issue-passports-third-gender-sexual-minorities-093738818.html


 

5 

 

院的“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项目等。UNWTO 自2003年设立该奖项

以来,通过鼓励创新推进了旅游业发展,进一步靠向全球旅游业道德规范原则和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来源：travelmole.com) 

泰国：致力于振兴下滑的旅游业 

泰国目前正在试图解决下滑中的国际形象,同时需要面对来自柬埔寨、老挝

和缅甸等国日益激烈的竞争。2014年 5月的军事政变后，泰国旅游局(TAT)在 2015

年期间将开展一项长达一年的全球推广活动，旨在推广泰国境内 12 个在过去并

不知名的城市以及 12 条新的旅游路线，以满足广大游客的不同需求，同时吸引

曾到访泰国的游客再次前来体验不同感受。（来源：travelagentcentral.com) 

韩国：计划为旅游业吸引232亿美元投资 

韩国政府部门于 1 月 18 日宣布，将全力打造崭新的商务环境以吸引当地企

业为旅游相关行业投资。根据计划，政府希望吸引超过 232 亿美元的投资，用于

建设综合性度假村、旅游酒店和风景优美的沿海地区观光带等，以及赌场等娱乐

设施。（来源：eTurbo News) 

葡萄牙：护照免签国家和地区数排名全球第三 

“亨氏全球签证受限指数”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 年葡萄牙护照免签全

球 172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全球第三。与免签 174个国家位列第一的芬兰、德国、

瑞典、美国和英国，仅相差 2个免签国。对葡萄牙移民来说，葡国护照可谓含金

量超高。拥有葡萄牙护照也就意味着，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来源：美通社) 

塞浦路斯：俄罗斯及以色列游客助力旅游业提升 

据报道，来自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游客数量激增使得2014年到访塞浦路斯的游

客数量呈现整体上升走势，这对于帮助塞浦路斯顺利度过连续三年经济衰退的困

http://place.qyer.com/finland/
http://place.qyer.com/germany/
http://place.qyer.com/sweden/
http://place.qyer.com/usa/
http://place.qyer.com/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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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数据显示，来自俄罗斯的游客约63.7万人次，同比增长

4.6%，而来自以色列的游客约68.8万人次，同比提升57.6%，显示出塞浦路斯经

济状况罕见的上升趋势。（来源：euronews.com) 

埃及：迎来超大规模中国旅游团 

一支由400余人组成的超大型中国旅游团于1月7日抵达埃及，这是自2011年

以来埃及接待的中国游客中人数最多的单一旅游团。据介绍，该旅游团是广州一

家公司组织的员工年终度假之旅。埃及旅游局特意为他们举行了隆重晚宴，并派

出官员参加，显示出埃及政府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晚宴以热情洋溢的埃及特色

歌舞开场，全场气氛热闹非凡，中国游客纷纷跟随演员手舞足蹈，尽情享受这难

得一见的异国风情。（来源：城市会员-埃及) 

 

 

迪拜：推广购物节20周年特别庆祝活动 

近日，迪拜政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联合

旗下节庆零售部门，联合推出了迪拜购物节 20

周年庆特别庆祝活动，活动从 1 月 1 日起持续

到 2 月 1 日，旨在通过迪拜特色的极致购物体

验吸引更多游客的到访。（来源：hoteliermiddleeast.com) 

休斯顿：第60届船展顺利开幕 

第 60 届休斯顿船展于 1 月 2 日在 NRG 中

心拉开帷幕，将于 11 日结束。这一展览是美

国同类展览中是规模最大、举办次数最多的展

出，也是休斯顿最具吸引力的活动之一，陪伴

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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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许多市民成长，十分具有当地传统特色，也是游人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 

（来源：houstonboatshows.com) 

哈尔滨：第31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开幕 

由中国国家旅游局、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第 31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已于 1

月 5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为期 80天。

从 1963 年创办冰灯游园会、1985年创办哈尔滨

冰雪节以来，中国哈尔滨冰雪节已成为向世界

展示黑龙江乃至中国旅游形象的重要窗口和加强国际旅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

台。本届冰雪节以“冰雪五十年，魅力哈尔滨”为主题，将开展冰雪旅游、冰雪

文化、冰雪时尚、冰雪经贸、冰雪体育类活动。（来源：哈尔滨旅游官网) 

布鲁塞尔：2014年 Visit.Brussels 奖即将揭晓 

每年，Visit.Brussels 网站都会为最好

的旅游计划和旅游产品项目颁发奖项，旨在感

谢奖项得主们为布鲁塞尔的旅游声誉所做出

的杰出贡献。每一个奖项的得主都致力于改善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提高布鲁塞尔作为旅游目

的地的国际声誉。2014年度 Visit.Brussels 奖将于 3月 26日正式揭晓。 

（来源：布鲁塞尔旅游-官网) 

巴黎：暴恐袭击后将开展旅游宣传活动 

为消除游人的顾虑，重塑安全的旅游目的

地形象，巴黎将于 2月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

开一系列旅游推广活动，包括在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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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进行推广。（来源：路透社) 

北京：喜获“国内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项大奖 

由携程主办的第 6届“最佳旅游目的地评

选”于 1 月 10 日在丽江举行。北京荣膺“大

学生最爱目的地 Top10”第 1 名、“最佳亲子

游目的地 Top10”第 4 名以及“国内最佳旅游

城市 Top10”第 7 名 3 项大奖。广大游客对北

京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喜爱度、旅游产品认同度，以及旅游综合服务体系满意度都

在不断提升。（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惠灵顿：2015年 FIFA U-20世界杯5月开幕 

世界上最好的年轻球员足球赛事 2015 年

度 FIFA U-20世界杯将于 5月 30日至 6月 20

日期间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届时将点燃惠灵

顿的热情，吸引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在 2014

年期间提前购买了本届赛事球票的球迷们将

获得不同程度的回馈奖励，不仅可以在聚光灯下见证未来足球巨星的精彩表现，

还能获得每场比赛至少 20美元的返现奖金。（来源：惠灵顿旅游-官网) 

巴塞罗那：最甜的徒步旅行项目 

“巴塞罗那甜蜜之旅”是巴塞罗那独特的

步行观光项目之一，报名参加的游客有机会在

品尝美食与美酒同时，了解独家的甜品制作技

巧等。该项目全程配备英文导游，行程包括了

参观市内知名的巧克力商店、蛋糕房和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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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有游客在这期间可以亲眼见识到传统加泰罗尼亚蛋糕和巧克力的制作技

巧。（来源：巴塞罗那旅游-官网) 

香港：C3日本动玩博览即将开幕 

C3 日本动玩博览 2015 是香港动漫年度盛

事，每年都能吸引大批爱好者前来参观，展现

日本原汁原味的动漫文化。多家闻名亚洲的日

本动漫游戏商将展示最新动漫及电玩产品，人

气动漫嘉宾和歌手也会出席表演。今年的活动

将于 2月 6日至 8日期间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门票可以提前在便利店及网

上购买。（来源：香港旅游-官网) 

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摩洛哥旨在发展全球性旅游目的地   

摩洛哥旅游开发署(SMIT)旨在让拉巴特,卡萨布兰卡成为“全球性旅游目的

地”,虽然当前经济状况还不是十分理想，但仍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SMIT打算

把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打造成世界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通过建造博物馆、剧院、

图书馆、解释中心、码头、餐馆、咖啡馆、购物中心、高档酒店等，打造文化创

新休闲度假胜地。（来源：eTurbo News) 

 

 

 

凯悦酒店集团：宣布出售5家酒店经营权 

为贴合资产回收策略，凯悦酒店于1月14日宣布将出售旗下5家酒店的经营权

和管理权，价值约合5300万美元。作为销售条款的一部分,凯悦与购买者将签订

特许经营协议,所有酒店将继续保留凯悦品牌。购买方打算额外再花费约600万美

酒店住宿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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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酒店的维护工作。（来源：marketwatch.com） 

 

歌诗达邮轮：发布可持续性报告 

日前，歌诗达邮轮发布了从2012年至2013年期间的可持续性报告,详细介绍

了该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可持续性报告是根据全球报告倡议(GRI)3.1

来完成的，在歌诗达邮轮的官网上可以找到完整的副本。（来源：eTurbo News) 

中国银联：加拿大新增数万家商户受理银联卡 

1月6日，银联国际宣布，与 Global Payments 加拿大深化合作，新增加拿大

数万家商户受理银联卡，进一步扩大银联卡在当地的使用范围。Global Payments

是全球领先的支付处理服务提供商，银联国际与其在境外多个市场合作拓展业

务。加拿大正成为中国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跨境支付需求日益强烈。 

（来源：中国银联-官网） 

DFS 集团：同洛杉矶机场签订额外免税合同 

日前，为了配合汤姆布莱德利国际航站楼(TBIT)的开放，DFS集团店面的工

程计划需要修改并因此产生了修订成本，为此，DFS集团有望获得在洛杉矶国际

机场（LAX）的额外免税合同延期。DFS 集团于2012年获得了 LAX的十年特许权，

包括开发及运营机场免税店面，该协议包括三个一年期延期选项。 

（来源：dfnionline.com) 

美国运通：伦敦和圣地亚哥为2015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 

2015年始终备受欢迎的知名旅游目的地以及令人兴奋的全新旅游目的地趋

势日前公布,这项调查是由超过200名美国运通北美旅游顾问根据客户的预订数

据的统计得出的结果。最为热门的目的地包括了因著名地标建筑和文化而倍受欢

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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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伦敦,以及能够为游客提供一系列户外冒险经历和独特美食享受的智利圣地

亚哥。（来源：美国运通-官网) 

 

佳天美：联手日航推出面向外国游客的日本游套餐 

日本旅行社佳天美（JTB）日前与日本航空面向访日的外国人散客合作推出

了日本国内旅行套餐。旅行套餐包括在羽田等国际机场起降的日航国内航班机票

及酒店住宿等。到达日本的国际航班由游客自由选择。第一批套餐已经于2014

年12月17日推出，后期还将会陆续推出其它丰富的优惠套餐产品。（来源：Japan Today) 

地中海俱乐部：中国复星以9.39亿欧元竞购成功 

由于中国富裕阶层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日益增长，加上中国缺乏奢华度假村

产品，中国复星国际为加入旅游产业奋力争夺法国地中海俱乐部购买权并最终取

得了成功。经过五轮大战，Club Med 的整体估值已经达到9.39亿欧元。中国复

星国际持有62.6%的股份，葡萄牙保险公司 Fidelidade 占20%，法国私募基金

Ardian占 5.8%，Club Med 管理层占2.9%，中国众信旅游占8.7%。（来源：irishtimes.com) 

携程：中国老年游市场显著增长 

据统计，中国中老年人群中约有 40%计划参加旅行团，购买中国境内游或国

际旅游产品。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携程看中了

这一商机后推出了特别定制的老年游专享旅游产品——“双亲团”，有全球上百

条精品旅游线路可供游客选择。为了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在行程设计、餐饮、

住宿、游览、安全、导游服务等方面专门进行了全面优化，旨在打造行程适中、

节奏适宜的旅行线路。（来源：中国日报网) 

 

 

旅社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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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旅业集团：计划出售境外旅游门店散客业务 

瑞士旅业集团计划把重点放在核心业务上，将出售境外旅游门店散客业务，

而更加专注于全球 B2B供应商业务。这一变化将毫无疑问地提高自由行业务的价

值和重要性。作为一个全球领先的旅游业服务提供商，将继续为全球旅业提供具

有竞争力的服务和解决方案。（来源：旅讯) 

中国国旅：携手柬埔寨旅游部共促旅游发展 

中国国旅集团和柬埔寨旅游部已于 2014年 12月 29日正式签署了《旅游产

业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双方强强合作，力争两年内吸引 100万人次中国游客到

柬埔寨旅游。随着柬中两国关系晋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的投资和游

客逐年增多。此次合作将为中国国旅集团在 2015年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来源：新华网) 

途易集团：收购邮轮欧罗巴号 

途易集团日前宣布，花费2.78亿欧元（约合3.29亿美元）购买了豪华邮轮欧

罗巴号，借此进一步加强旗下赫伯罗特航运业务能力，加强2015/2016年度财务

状况。该邮轮早前属于瑞士商人奥托米姆，途易集团以6700万欧元（约合7939.3

万美元）现金和2.11亿欧元（约合2.5亿美元）借贷的形式成为了新东家。 

（来源：travelmole.com） 

 

香港航空：颁发“2015最佳合作伙伴奖” 与携程延续长期战

略合作 

国际知名的 SKYTRAX四星航空公司香港航空 (Hong Kong Airlines)于1月8

日向携程旅行网(Ctrip.com)颁发“最佳合作伙伴奖”，以表扬携程于香港航空

机票销售上的杰出表现。香港航空商务总监李殿春先生及携程机票事业部总裁熊

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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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先生出席颁奖仪式，并宣布双方延续长期战略合作，在携程网站推出香港航空

旗舰店，把香港航空的优质服务推广至更广客群。（来源：香港航空-官网）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全新747-8首航北京-纽约航线 

北京时间 2015 年 1 月 7 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首次由波音 747-8

机型执飞的 CA981 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经过十三个半小时的飞行顺利抵达

美国纽约。这是国航首次使用波音 747-8机型执飞国际远程航线。为了庆祝 747-8

机型首航北京-纽约航线，国航为首航乘客送上了盖有首航纪念章的首航明信片

和纪念品。（来源：旅讯） 

温哥华机场管理局：温哥华机场国内航站楼完成扩建重开放 

温哥华国际机场(YVR)国内航站楼日前完成了扩建工作,于 1 月 13 日举办了

盛大的开放庆典。扩建后的航站楼拥有截然不同的客流量承载能力、快捷的行李

系统、升级的抗震能力和大量新入驻的餐饮购物品牌等。新航站楼的扩建将会把

YVR同加拿大其他目的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来源：newswire.ca) 

 

 

50万：迪拜计划至2020年吸引更多医疗旅游游客 

迪拜医院正在引进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吸引医疗旅游游客。迪拜卫生局(DHA)

的最新统计显示，接待的医疗旅游游客数量从2013年的12万名增长到了2014年的

13.5万名，有望在今年超过15万名。DHA表示将兴建至少22家新医院以大力发展

医疗旅游业，计划至2020年，可以达到年接待量超过50万名医疗旅游游客的目标。

（来源：Th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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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0万：斯里兰卡年度入境游客数创历史新高   

2014年12月28日，来自的德国的游客Torrance Jimmy成为了斯里兰卡最特别

的旅客。作为今年的第150万名入境游客，斯里兰卡创下了新纪录，年度入境游

客数首次达到150万人次。斯里兰卡希望在2016年能够成功吸引250万名游客。 

（来源：eTurbo News） 

170万：马耳他旅游可持续发展势头强劲 

马耳他的旅游业在2014年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纪录，据估计,2014年里马耳他

共接待了约170万名游客。同欧洲以及地中海地区的数据相比，马耳他旅游业表

现突出，随着旅游需求的不断提升，当地相关产业也得到了相应发展。政府应在

2015年至2020年期间进一步提供政策支持，以得到更好发展。（来源：timesofmalta.com） 

930万：巴黎卢浮宫为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 

据报道，2014 年著名的法国巴黎卢浮宫共计吸引了约 930 万名游客，稳坐

全球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宝座。统计参观门票的数据显示，在到访游客中外国参观

者比例达到 70%，其中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英国和巴西的游客数量居前。 

（来源：ttrweekly.com） 

4340万：洛杉矶连续第四年创下游客数纪录 

据统计，洛杉矶已经连续四年创下该市游客数纪录新高，洛杉矶国际机场由

于接待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美国第二繁忙的机场。2014年约有4340万名游客

到访洛杉矶，同比增长了100万人次。（来源：greenwichtime.com） 

2.9%：首都机场2014年吞吐量上升 

2014 年全年，首都机场累计的飞机起降架次、旅客输送量分别约为 58.2万

架次及 8,612.8 万人次，比上年分别增长约 2.5%及 2.9%。2014 年 12 月份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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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起降架次及旅客输送量，分别约为 4.936万架次及 700.9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

分别上升约 3.6%和 6.7%。（来源：4-traders.com） 

7%：欧洲在线旅游市场2015年将持续扩张 

旅游行业研究机构 Phocuswright 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尽管经济持续

低迷，但欧洲在线旅游预订量在 2015 年将以飞快的速度增长。2014年，由于法

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以及希腊的财政危机等问题无法解决，欧洲经济始终难以全

面复苏,但在线旅游行业的良好表现无疑增强了欧洲地区对经济向好的信心。 

（来源：Breaking Travel News） 

20%：希腊旅游业持续向好 

到访希腊的游客数量在 2014 年里继续增长，同比增加了 20%。自两年前旅

游业开始复苏后，2014年的数量增长情况更进一步，全年共接待游客约 2150万

名。相比之下，希腊在 2010年面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危机时，只接待了 1500万名

游客。旅游业近年来逐步复苏并持续向好，相信在 2015年里仍会有不错的表现。 

（来源：euronews.com） 

389%：尼泊尔旅游业外国投资者增多 

据报道，尼泊尔在 2014/15财政年度的前 5个月中，境外承诺在旅游业的投

资增加了 389%。这段期间里，承诺投资金额最高的是英属维京群岛的投资者，

其次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来自 22 个国家的投资者均对尼泊尔旅游业的投资价

值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希望能共同开创商机。（来源：eTurbo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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