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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观光及娱乐业

１．旅游
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许多行业

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全球游客人数大幅减少，2020年全球旅游业收入损
失高达1.3万亿美元，成为“旅游业历史上最糟糕年份”。
世界旅游组织在声明中说，全球旅游业2020年损失的收
入是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所损失的“11倍多”。

疫情给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这种影响
仍在持续。

中日两国就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旅行及出境相关事宜

分别发布了以下通知。

（1）限制出境以及重启旅游市场的相关通知（中国）
·1月24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宣布全面暂停国内

旅游（含日本人入境游）。

·1月26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宣布全面暂停中国
公民出境游。

《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暂
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

·3月10日　外交部暂停对日本人的免签措施。

·3月31日　外交部暂停外国人持有效来华签证入境，并
暂停受理新的签证申请。

·4月17日　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知，决定恢复境内的少
人数组团旅游业务。

·6月17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部分恢复日本人赴华
签证的受理工作。

·7月14日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通知，宣布恢复跨
省市团队旅游。

·9月28日　外交部重新允许持三类有效居留许可日本人
入境。

此外，在境内旅游方面，要求旅行社不得组团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旅游。

（2）限制出境以及重启旅游市场的相关通知（日本）
·1月20日　外务省针对中国全境发出传染病1级风险

提示。

·1月23日　针对湖北省武汉市将传染病风险提示等级上
调至2级（呼吁不必要、非紧急情况下暂停前往）

·1月24日　针对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省全境发出传染病3
级风险提示（建议暂停在中国湖北省的旅行）

·1月31日　针对湖北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将传染病风
险提示等级上调至2级。

　法务省宣布，自日本时间2月1日零时起，对于在入境申
请日之前14天内曾到访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以及持有该
省签发的中国护照的外国人，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可
以拒绝其入境。

·2月12日　呼吁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尽快暂时回国，
并呼吁日本民众推迟前往中国，以确保自身安全。

·2月14日　针对浙江省温州市将传染病风险提示等级上
调至3级。

·3月31日　针对中国全境将传染病风险提示等级上调至
3级。

·10月30日　针对中国全境将传染病风险提示等级下调至
2级。启动中日“商务／快捷通道”。

·2021年1月14日暂时关闭中日“商务／快捷通道”

2020年中国旅游行业发展概况及市场
情况

2020年，旅行社全年暂停营业的时间以及周边游的暂

停时间均超过了100天，国内跨省市旅游的暂停时间超过了

200天，出入境游则自1月底起一直处于停摆状态。

国内旅游方面，出于防疫考虑，即使在重启后也依然保

持着对乘车人数、景点入场人数以及酒店入住率等方面的限

制。另外，包括消毒液、除菌用品、一次性防疫用品、测温仪

等用品在内，旅游附加费用有所增加，餐厅也会对就餐人数

做出限制，同时不再使用大盘装盛食物，这些成为了推动旅

游成本上涨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内游产品的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担心会因涨价而失去竞争力，各旅行社普遍处于不敢贸

然涨价的状态，从而导致利润下降。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根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结

果，2020年度国内旅游人数28.7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减少

30.22亿人次，下降52.1%。其中，城镇居民出游20.65亿人

次，下降53.8%；农村居民出游8.14亿人次，下降47.0%。分季

度看，呈现降幅收窄趋势，其中一季度国内旅游人数2.95亿

人次，同比下降83.4%；二季度国内旅游人数6.37亿人次，同

比下降51.0%；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10.01亿人次，同比下降

34.3%；四季度国内旅游人数9.46亿人次，同比下降32.9%。

国内旅游收入2.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0万亿元，

下降61.1%。人均每次出游花费774.14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8.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每次出游花费870.25元，下降

18.1%；农村居民人均每次出游花费530.47元，下降16.4%。

单从国内游来看，由于乘坐飞机或火车的国内长途旅行减

少，使得旅游天数相应缩短，旅游交通费用相对减少，这被

认为是造成2020年旅游单价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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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旅行方式本身也在发生着变

化，以近郊为目的地的“周边游”成为主流，取代了此前盈

利主力的出境游，并且从出游目的来看，以温泉游、主题公

园游、亲子游、主题酒店的住宿等为目的的出游明显增加，

而作为旅行社主打产品的团队游业务受到冷落，与此相反，

落地租车自驾游、小团定制游、自由行（国内交通+住宿）等

出游方式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一些热门景点依然深受游客

的欢迎，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然景观丰富且人烟

稀少的地区作为自己的出游目的地。此前，人们多通过旅行

社来购买“周边游”产品，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的人直接

通过微信等方式进行住宿预约，导致一般旅行社的门店销

售额以及邮件、社交软件等渠道的销售额大幅减少。对于

OTA(online-travel-agent)等代理商软件来说，一旦用户注册了

个人信息，此后在购买旅游产品（酒店、景点门票）时，便可

以直接从列表中选择购买，省去了每次录入信息的麻烦，这

一优点吸引了更多的用户来使用此类代理商软件。此外，一

些旅行社通过“直播带货”等实时交易平台，以非接触的方

式来推销酒店住宿、酒店用餐等旅游产品，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另一方面，那些无法积极应对环境变化的传统型旅行社

的经营状况则变得愈加艰难。

据中国旅行社协会介绍，福建省福州市在2020年国庆

节期间，接待游客数量达到500万人次，其中跟团游客仅占

2%，与酒店、景点及交通运营纷纷大幅回暖相比，旅行社的

复苏进程显得过于迟缓。

出入境旅游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旅

游经济运行分析与2021年发展预测》报告显示，2020年的入

境旅游人数为2,720万人次，同比下降81.3%，实现国际旅游

收入170亿美元，同比下降87.1%，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

2,023万人次，同比下降86.9%。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

接待入境游客34万1,004人次，同比下降90.0%，其中，接待外

国游客26万4,060人次，同比下降91.8%（不含港澳台）。日本

游客1万9,237人次，同比下降92.2%，仅次于美国和韩国，成

为第三大客源国，但这些数据与出入境游暂停之前2020年1

月份的数据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

旅行社数量本身与2019年基本持平，但估计待有些企

业完成清算后，旅行社注销数量将有所增加。目前并没有关

于旅游从业人数的统计，但是通过部分行业报道或者业内

人士介绍可以了解到，随着部分门店的关闭、出境游业务部

门的裁员以及入境游业务部门的裁撤，许多导游及陪同人员

目前处于下岗状态，人员方面的重组和调整仍在持续进行之

中。观光旅游业的求职人数目前已大幅减少，业内跳槽亦颇

具难度，不少人员转行到其他行业。截至目前，业内优秀人

才不断流失的现象仍在持续。

外资旅行社的现状
在面临经营困境的旅行社中，特别是一些传统旅行社

以及一些小规模旅行社，由于未能将自身系统与各合作酒店

的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从而导致无法继续维持经营。国内旅

游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大幅回暖，但对于那

些来自日本的日资外商独资或合资旅行社来说，大多存在着

以下问题（处于以下状态）。

（一）企业规模较小。（员工人数、网点数量、基础设施）
	 文化和旅游部针对全国旅行社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所有旅行社中，外资旅行社的营业收
入、营业利润、纳税额占比均非常有限，分别为
1.83%、2.27%、1.93%。

（二）在华外商独资旅行社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其本国
游客的来华入境游及中国公民的国内游业务，这并
非内循环型而是属于外循环型经营。

	 在中国公民的国内旅游业务方面，与现有的中资
大型旅行社以及OTA等线上代理商相比，在采购能
力、采购规模、知名度、揽客能力、店面数量、销
售网络等方面均不具备竞争优势。

（三）只有那些设立于试点地区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中国	
公民出境游业务。（上海只有一家公司具备这一资格）

我们能够理解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有关，但是自

由贸易试验区早已放开外资经营出境游业务的限制，北京市

也已针对外商投资旅行社出台了优惠政策，自2019年以来，

已有多家日资独资或合资旅行社提交了经营出境游业务的申

请，但尚无一家获批。

在这种情况下，各企业纷纷削减成本并缩减经营规模，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企业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也依然难以

长久维持下去。中资旅行社也在积极改变经营主体，竞争日

益加剧。希望从确保持续投资和就业的角度出发，对于外商

独资企业给予与中资旅行社同等的待遇，正式向其放开中国

公民的出境游业务。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促进两国之间的

文化交流，希望文化和旅游部以及有关部门在推进中日海外

旅游业的复苏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议＞
① 尽快对外商独资经营旅行社开放中国公民出境

游业务
　希望尽早向外商独资旅行社开放中国公民出境

旅游业务。

　中国自2011年起允许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
公民出境旅游业务（在一定条件下），2019年国
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北京市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9〕16号）中，同意向外商独资旅行社开放出
境旅游业务（赴台湾除外）。在该文件发布之后，
我们曾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进行了咨询，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启动申请
受理工作，在经过了将近1年之后，终于在2019年
12月受理了几家日资独资旅行社提交的申请。然
而，此后又经过1年以上的等待，至今依然没有
接到任何审批回复。该《方案》的申请有效期为
3年，试点实施期将于2022年2月结束。希望旅行
社的管理部门能够加快审批速度。

　我们认为，日资旅行社在日本国内拥有丰富的经
验，在利用日本国内的网络以及紧急联络机制开
展防疫工作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对于重振中国公
民赴日旅行业务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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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尽快重新开放日本游客入境
　自2020年1月24日以来，入境旅游业务一直处于

暂停状态，希望能够重新开放。

　2021年初发布的《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第三季
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7-9
月全国旅行社的国内旅游组织人次已经恢复到
2019年的40.0％，此后也依然呈现稳步上升趋
势。在中国政府的指导下，景点、酒店、餐饮等场
所均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让游客出行倍感安
心。旅行社方面也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
司关于印发<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
指南（第二版）>的通知》的要求，制定了具体的
游客接待机制，并积极与各地文化旅游局、防疫
中心开展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
到了控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基于上述经验，与
相关部门协调联动，作为后新冠时期的入境旅行
试点，尽快重新开放日本游客入境旅行。

③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国来华游客提供便利
服务

　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大批以智能手机等作为媒介
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服务，而且正在不
断普及。关于其所带来的便利，新闻媒体纷纷予
以了报道。然而，短期来华的外国游客在使用时
经常会受到种种制约，导致其无法顺利使用。希
望能够在旅游部门的指导下加强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改善提升服务质量，使外国游客能够切实
享受到这些便利。

　尤其是在无现金支付日益普及的电子结算服务方
面，若想在中国使用电子结算，必须在中国国内
的银行开立个人账户，并使用在中国用身份证或
护照进行实名登记的智能手机。对于短期来华
的外国游客来说，很难满足上述条件。

　随着高铁票务的电子化（e-TKT），外国游客也可
通过电子渠道购买高铁车票，但也会出现一些内
外有别的情况。例如，外国游客无法凭电子车票
乘车；乘车前必须到售票窗口换取纸质车票等。
希望对此加以改进，使外国游客能够享受到同样
的服务。

④ 在旅游景点、公共机构向老年人以及需要帮助
的外国游客提供外语信息服务

　近来，有关部门通过微博、微信以及小程序的
官方账号面向国内游客发布各种旅游信息。发
布的内容包括旅游设施的VR视频、设施配置以
及详细情况的介绍等，但大多数只使用中文进
行介绍。此外，由于微信尚未在外国游客中得到
广泛应用，因此外国游客依然主要通过互联网
来获取相关信息。从各地文化旅游局等部门的
官网内容来看，基本上没有做到积极提供相关
信息，许多网站甚至从未进行过内容更新。这
些部门已经开始改为通过微博、微信来发布信
息（仅限中文）。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2010年上海
世博会上，包括无障碍设施在内，基础设施方面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此后并未针对这些设
施的使用进行过大范围的对外宣传。特别是使

用轮椅出行时，有些地铁站允许轮椅进入，但站
内仅设置了极少的标识。另外，绝大多数景点的
官网并未提供其他语种的无障碍设施信息介绍，
而这些信息对于依靠轮椅出行的外国游客来说
尤为重要。此外，对于那些携带婴幼儿的游客来
说，可进行哺乳和更换尿布的公共设施的相关信
息必不可少，但同样缺乏其他语种的信息指引。

　在旅游信息的多语种化方面，有些地区已可通过
扫描景点、历史建筑或胡同的二维码来获取景点
信息，希望旅游部门能够对此加以指导和促进，
进一步推动旅游信息的多语种化。在中国，先进
的技术和服务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
能够将相关服务功能运用于接待外国游客，将会
极大地促进包括自由行在内的入境游客数量的
增长。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面向
外国游客开发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信息指引。
此外，我们认为自由行的增多将有助于解决外语
导游特别是日语导游人员短缺的问题。

⑤ 定期发布入境旅游统计数据（按国家）
　中国政府此前曾从国籍、年龄、入境目的、性别和

入境交通方式等角度针对外国游客的入境人数
进行了统计，但自2016年起已停止发布。这导致
我们再也无法针对在日本开展的中国旅游推广
活动以及与市旅游局合作开展的宣传活动进行
充分的成果验证。因此，希望能够恢复相关数据
的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