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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班进京今起从指定入境点入境

错失旺季 海南旅游业如何寻找春天

等待回血 798艺术蛰伏商业先行振兴计划出炉

“多日来海南新冠肺炎病例零增加，给海

南恢复旅游市场带来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也

全面拉开了海南旅游业重振大幕。”海南省省

长沈晓明表示。在发布的海南振兴计划中，分

别针对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促进旅游项目

落地、加大推广营销力度、促进产业高度融合、

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六方

面共推出30条举措。

仅加大财税金融扶持力度方面，海南就推

出了九项新政。具体来看，海南将对疫情期间给

旅游企业减免租金的出租方(包括国有、集体及

民营企业)，在缴纳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存

在困难的企业可免除2020年1-6月应缴纳的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数额不超过所减免的

租金；同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鼓励对旅游企业

给予更加优惠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扩大海

南旅游文体产业投资基金(筹)规模，引导更多

社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加大对旅游文体企业及

上下游关联企业的投资力度；每年从重点产业

发展资金中安排资金用于旅游企业贷款贴息、

股权投资、上市奖励、保险费补贴、入境旅游奖

励、创优评级奖励；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旅游突发

公共安全事故保险险种，通过旅游企业自愿购

买，政府给予30%补贴的方式等扶持措施。

实际上，在海南振兴计划出台之前，3月11

日，国家发改委还发布消息称，海南省将从短

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制定好海南旅游业疫

后恢复重振计划，并出台《海南省旅游产业振

兴计划(2020-2023)》《海南省旅游市场推广

促销实施方案》，旨在加快海南旅游业复苏。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副秘书长王德余

表示，海南振兴计划出台后，最直接利好旅游

企业的方式就是减免企业租金、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费用等措施，在当前旅游市场未完全放开

的前提下，振兴计划无疑是一针“强心剂”，有

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复苏并非易事

然而，错过了冬季旅游旺季之后，海南旅

游市场的复苏难度直线上升。海南一家高端酒

店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来看，海南本地已经

没有疫情，虽然市场在逐渐恢复，然而已经错

过了春节最旺时期，每年3-4月是海南旅游市

场的淡季，无论是游客数量还是客房价格也都

远远不及春节。即便6-7月疫情过去，暑期旅游

市场全面复苏，但由于此前疫情所致，可能不

少孩子的暑假都将被压缩，而以家庭游为主的

海南客源市场预计也会受到影响，具体能复苏

几成仍是未知数。

据了解，疫情发生之后，航班缩减，游客大

幅下降，海南很多景区也都关闭了，三亚大部分

酒店客房出租率仅在个位数徘徊。“为了减少酒

店运营成本，这些酒店还关闭了游泳池、自助

餐，大多数员工也都放假回家，以减少人力成本

支出，如今不少企业都面临巨大现金流的压力，

是否让员工回来，还要看市场真正能迎来多少

客源。”上述酒店负责人坦言。

根据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

的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三亚市累计接待

游客总数超过4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125亿元。而今年在疫情影响下，这些数据几乎

呈现断崖式下跌。

在谈到疫情对海南旅游带来的影响时，海

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表示，海南旅

游业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在游客构成上，

多年以来95%以上的游客都来自岛外；二是时

间段集中在冬季，尤其在春节前后的一个月，

这个月的旅游收入可占到全年总收入的1/3。

基于上述两点，疫情期间，海南旅游业元气大

伤。此外，海南近期出台的《关于建立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城市主体责任制的通知》，也

进一步收紧了楼市，由此也引发了业界对于海

南旅游、房地产市场纷纷受挫之后，经济的进

一步担忧。

“海南旅游全行业都按下了暂停键，即使

疫情之后逐渐恢复，据我估算，也要比岛外其

他省份晚3-6个月的时间。”王健生说道。

吸引出境客源

市场复苏在即，除了提振信心，如何吸引国

内出境游客源回流也成为海南旅游复苏的关键

所在。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海南省与携

程、众信旅游、凯撒旅业等多家旅游企业签订协

议，积极谋划旅游业复苏。其中，合作领域包括

大力发展医疗旅游、环岛旅游公路等重点项目，

促进体育旅游特色目的地建设以及发展邮轮产

业和增加国际航班等方面。

王德余表示，目前来看，国内疫情要远远

好于国外，在此情况下，出境游受阻，而国内游

市场肯定会先于出境游复苏，海南可以作为短

期高端出境游市场的“替代品”，吸引更多国内

客源。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实际上海南签约

的这几家企业都是经营出境游的重点企业，由

此不难看出海南也在争夺更多的国内客源，希

望出境游客源回流。

王德余还进一步表示，海南岛外游客中超

过九成都是国内游客，而国际入境游客只占到

5%-10%，因此在国内疫情稳定、入境客源收

紧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国内游客有利于旅游

市场加速回暖。此外，发展周边游、本土客源旅

游也是海南省当前正在做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还指出，吸引国内

出境客源回流，就必须要加大对高端旅游产品

的开发。作为热带海岛，海南虽然在发展休闲

度假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相比

于泰国等东南亚市场，价格上并没有太大优

势，因此更需要在旅游产品吸引力和服务质量

提升方面下功夫。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北京商报讯（记者 隋永刚 胡晓钰)为
了帮园区中的中小微及个体工商户纾困，

日前798艺术区推出了房屋租金减免措

施，也被业界视为艺术区房租优惠的“靴

子落地”。眼下各行业正步入复工复产的

阶段，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走访798等艺术

区时看到，房租补贴虽已落地，但各个艺

术机构尚未迎来大范围复苏；反而餐饮、

超市、药店等先行营业。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目前798艺术区

沿街约有30余家艺术机构，仅有2家开门。

艺术蛰伏，而配套餐饮商业先行复苏———

星巴克咖啡、7-11便利店、哈根达斯等已

经营业。不过，位于798路的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还在闭馆中。798艺术区创始人王

彦伶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道：

“作为园区管理方，企业复工率达到了

80%以上。但目前园区内的机构开工的还

只有10%左右，面对公众开放的艺术机构

相对还是少。”

据了解，宋庄艺术区在实行出入证管

理。据画商子阳介绍：“当前宋庄的艺术商

业基本停滞，95%门店关闭。徐宋路两旁

的店铺除了小超市、水果店、蛋糕店和药

店开业，其他的画材、配框等都未营业。”

实际上，对于艺术从业者来说，当下

普遍面临着资金“回血”的诉求。798艺术

区于近日推出了疫情期间房屋租金减免

措施，计划为400多家中小微文化企业减

免房租约1700万元。798当代唐人艺术中

心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已于3

月17日办理房租减免，将享受2月租金的

免除。

“艺术区主要还是线下经营为主的业

态类型，毫无疑问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冲

击。减轻企业运营的现金压力，房租优惠

等举措是目前来看最有效、解决当务之急

的办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

院长魏鹏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然而，并非所有的经营者都能够收获

优惠政策。草场地艺术区的艾米李画廊负

责人李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暂时还没

有收到任何优惠政策的通知。”子阳也表

示：“许多艺术家在宋庄都是租的村民的

房，很难享受到相关政策优惠。”

承租结构复杂，“二房东”情况普遍，

成为一些艺术区难以整体落实优惠的重

要原因。对于草场地艺术区的机构是否有

房租优惠的问题，崔各庄乡政府相关负责

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艺术机构与村

里直接签订协议的情况很少，例如‘红房

子’一带，中间有承包商和独立物业，因此

不好说。”

阶段性的房租减免可以缓解艺术机

构的“近渴”，艺术行业的复苏和常青更需

要多方面的培育。据了解，由798艺术区方

面主办的画廊周活动定于5月22日开幕。

“特殊时期下，活动的筹备面临着许多难

题，但仍选择坚持去做，是为了提升艺术

行业的士气。”据王彦伶介绍，受档期调整

影响，部分项目、展览会有变动，但依然会

举行。

在业界人士看来，阶段性的房租减免

可以缓解艺术机构的“近渴”，艺术行业的

复苏和常青更需要多方面的培育。

谈及艺术区长远发展的关键，面向国

际市场成了业界人士不谋而合的考量。对于

798艺术区的远景，王彦伶表示，成为国际

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区、全球文化对话平台。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在五部委联合发
布了《关于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从指定

第一入境点入境的公告(第1号)》(以下简称

“1号公告”)几天后，3月22日，民航局再度发

布“2号公告”明确，“依据相关规定，决定自3

月23日0时(北京时间)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

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

太原、呼和浩特、上海浦东、济南、青岛、南京、

沈阳、大连、郑州、西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

点入境”。对此，多家航企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新规定应该会

涉及全部落地北京的客运航班，目前，各航空

公司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已经可以通过民航局

官网等渠道查询，其中，涉及多个第一入境点

的航空公司将会向乘客进一步告知不同航班

的入境地点”。

上述新规明确，乘坐国际航班的旅客在

第一入境点实施检疫并办理入境手续，行李

清关。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可搭乘原航

班入京。腹舱所带货物在北京清关。此外，民

航局也强调，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指定

第一入境点的安排及相关措施将根据疫情变

化情况适时调整。

根据民航局官网上最新披露信息显示，

本次超过10家航空公司被指定第一入境点，

其中国航共涉及天津、石家庄、沈阳、上海等

9个城市，南航涉及沈阳、济南2个城市，海航

第一入境点为太原。此外，还有多家外航均

对应一个第一入境点，涵盖南京、西安、青岛

等地。

事实上，在发布“1号公告”时，民航局就

曾对相关调整的背景、决策依据及实施方式

等进行过详细解读，其中，“针对航班调整实

施后，是否会给入境旅客带来不便”的问题，

民航局表示，“民航已围绕调整航班客票销

售、信息告知、登机体温检测、经停服务保

障、续航返京、旅客投诉等服务环节制定了

有针对性的旅客服务指导意见，督促做好调

整航班旅客服务工作。特别是在以下三个方

面进一步做好旅客服务工作：一是加强信息

告知。航空公司提前将入境机场、飞行时间、

注意事项等航班调整具体信息告知旅客，积

极争取理解支持；对于旅客改签、就地中转、

延期等申请，航空公司和机场会予以协助。

二是做好经停期间旅客管理。优化经停期间

旅客服务流程，及时组织后续航程，降低旅

客经停时间。三是妥善处理好旅客投诉”。

而对于为何出台“第一入境点入境”这一

调整方案，民航局也曾回应，“目前，我国境内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疫情蔓延扩散势头

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是境外疫情不断扩散

蔓延，给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新挑战。我国

在外人员众多，随着各国疫情的进一步播散，

预计归国人员将呈快速增长态势。外防输入

在现阶段尤为重要，境外疫情阻击战已经成

为当前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的关键战役”。

民航局指出，北京作为国际交流中心，

已经成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主战场。民航

是国际人员流动的主要交通方式，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目

前每周仍有国际客运航班205班，分别通航

美国、韩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33个国

家，首都机场口岸面临前所未有的输入性风

险，首都机场已经成为境外疫情阻击战的最

前线。“为打好这一关键战役，采取新措施，

有利于严控境外疫情向首都北京持续输入，

有利于提升国际航班进京旅客的安全健康

保障能力，也有利于提升入境旅客通关效

率，在严格作好防疫工作的同时，更加便利

旅客入京。”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京郊旅
游市场已率先进入复苏状态。3月22日，

八达岭长城景区微信公众号发布公告

称，根据《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等级

旅游景区防控指引》，结合八达岭长城景

区实际，3月24日(星期二)起，景区每日

9：00-16：00恢复开放。不过，公告同时

指出，目前景区开放范围仅为八达岭长

城北六楼至南五楼半，游客需按到场后

的指定线路游览。八达岭长城其他区域

以及水关长城、古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

暂不开放。

根据公告，恢复开放的八达岭长城

景区将采取实名制预约购票，3月23日(星

期一)开始，游客可通过关注“八达岭长

城”官方微信公众号、登录八达岭长城景

区官方网站或登录八达岭长城官方在线

售票系统购票。为确保游客健康安全，景

区将按照最佳承载量的30%进行流量控

制，每日9：00-12：30、12：30-16：00两个

时段分时预约。

八达岭长城景区方特别提出，游客到

达景区前，除通过网络实名制方式预约门

票，还需携带身份证，并提前通过“北京健

康宝”小程序申领“健康码”；游客到达景

区后，应主动出示“健康码”，在接受体温

检测合格后，直接刷身份证入园；此外，游

客参观游览需全程佩戴口罩，自觉配合景

区工作人员引导和管理，严禁扎堆聚集，

保持1米以上距离。

公告提醒，医护工作者、军人等享受

免票优惠的游客也须进行网络预约，经现

场核验有效证件并出示“健康码”后，刷身

份证入园。

京郊游复苏 八达岭长城部分开放

旅游外汇收入

4739.22万美元

国内旅游收入

114.27亿元

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海南也开始了疫后重

振旅游业的复苏“大计”。3月22日，海南省人民政

府网站发布《关于印发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

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2020-2021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海南振兴计划”），其中包

含疫情过后扶持旅游企业的多项新政。由于疫情

所致，今年海南旅游市场经历了历史上的“至暗

时刻”，与此同时，楼市的收紧也让业界对于海南

经济能否回暖表示担忧。在业内专家看来，目前

国外疫情远比国内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出境游

市场恢复遥遥无期，而海南可以借此机会发展国

内高端旅游，重振旅游市场。

去年2月海南省接待旅游情况

去年2月海南省共接待游客

961.85万人次

去年2月旅游总收入为

117.49亿元

入境过夜游客

7.89万人次

过夜游客579.21万人次

国内过夜游客

571.33万人次

济南

上海
浦东大连

西安

石家庄

天津

南京
呼和
浩特

沈阳

太原

郑州

青岛

12个指定第一入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