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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鼓浪屿申遗成功、厦门
会晤的成功举办，厦门的知名度
不断提升。而集中了全市 70%优
质旅游资源的思明区，作为旅游
目的地的热度持续走高。据厦门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厦门大学经
济学院统计系调研预测，
2018
年，思明区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5754万人次，
增长 12%。
旅游目的地是否接得住游
客?如何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今年以来，
思明区旅游局多措
并举，积极开展智慧旅游城市建
设，着力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开展
志愿服务，
宣传文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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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和地图 AR模块，丰富旅
2018年，思明区旅游局将
游产品，推进思明特色旅游服
创新举措，积极开展智慧旅游
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宜游功能， 务体验；在景区和交通枢纽打
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优化升级。 造 100个思明旅游智慧小站，
将升级后的思明旅游 APP融
争取通过一年的努力，让思明
入小站，运用智能互动体验技
区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范围更
术展示思明旅游新形象。
广、
旅游大数据体系更完善、线
此外，搭建旅游服务新平
上线下旅游信息宣传影响力更
台，
开发思明区民宿服务平台，
强，更加及时准确地为市民和
满足民宿的运营、销售、客服等
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信息。
多方位需求，实现智慧管理、智
首先是筹建智慧旅游公共
慧营销、
智慧服务。先期将以鼓
服务平台。结合游客需求，
汇集
浪屿、溪头下为民宿服务平台
全区旅游资源，整合行业管理
试点，逐步推广至全区 1000
系统、
游客采样系统、旅游大数
余家民宿，并建立准入和淘汰
据系统和旅游诚信系统，建设
筹划建立帆船服务平台，
思明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机制；
将 23家已备案的帆船企业纳
通过数据收集及分析，对全区
入平台，
统一运营标准，为旅行
旅 游 服务 实现 数 据 化 指 导 应
社和游客提供有资质的帆船体
用。
其 次 是 对 思 明 旅 游 APP 验产品，杜绝违规经营和恶意
进行升级。开发语音导览、
LBS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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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思明区着力打造文
化旅游精品，致力将文化 “软实
力”转化为思明旅游“硬支撑”，
形成文化带旅游、旅游促文化的
共赢新态势。
思明区旅游局将加强老字号
旧址保护，修缮同英丝绸等近代
工商业老字号旧址 12处，
132处
文物得到志愿者、家庭、企业家认
领，评定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24个。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
宣传推广闽南神韵、闽南大剧院
等优秀文化旅游演出产品，鼓励
社会资本和民间团体进入旅游演
出市场，并运用现代高新科技，打
造“印象丝绸”等地域风情特色
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项目。
立足 “一街一特色”，增设
“最厦门”特色商铺和景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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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路等闽台特色商业街 24条
和鹭岛天地、莲花香墅等 10个文
化创意消费区，打造世贸老字号
美食城、
沙坡尾“吃堡”，
加快推进
轮渡“老字号一条街”开业运营，
提升文化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
附加值。加快滨海文创小镇建设，
以旅游为引擎带动艺术文化、数
字文化等泛旅游产业的全面发
展，
打造 3A级景区旅游目的地。
此外，培育“鼓浪屿、环岛路
观光带”两大旅游品牌，开发“世
遗之光”精品观光线路 4条，推动
观音山梦幻海岸创建省级旅游度
假区，推进沙坡尾等老渔村开发
建设；筹划集聚思明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进行展示和博览，通
过非遗品牌展现多彩民俗，为游
客提供参与式、
体验式游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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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旅游，不仅关乎游
客来厦是否身心愉悦，也关乎本
地居民居住环境保护。思明区旅
游局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发动全
区旅游企业集中开展特色鲜明的
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市民素
质和游客文明程度。
思明区旅游局成立思明区旅
游志愿总队，常年组织旅游志愿
者在游客集中景点，宣传文明旅
游、生态旅游、低碳旅游等观念，
积极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旅游消费模式；借助胡里山、植物

园、观音山等 7个景区学雷锋服
务驿站，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服
务，协助维护景区秩序，并通过捡
拾景区垃圾等实际行动倡导游客
遵守景区规定，营造“文明旅游、
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组织全
区 38家星级饭店和 4个 A级景
区，在大门口、服务窗口等显著位
置张贴、悬挂标语口号和文明用
语，并通过和平码头等 3处旅游
显示屏播放文明旅游宣传公益广
告，努力营造“讲文明、树新风”
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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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预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5754
万人次，各大旅行社服务网点
逐渐成为游客们挑选旅游产
品、获取旅游服务的有效途
径。截至今年 4月初，思明区
旅 行 社服 务网 点 已 增 至 238
家，同比增长 53%。其中，有
26家服务网点被评选为厦门
市旅行社诚信服务网点，占全
市旅行社诚信服务网点 77%。
为进 一步 规范 各 服务 网
点的经营管理，如超规范经
营、虚假旅游宣传、诱导购物
和不合理低价游等问题，
4月
10日 -12日，思明区旅游局
举办旅行社服务网点规范经
营管理专题培训班。来自思明
区各旅行社（分社）所属服务
网点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共
278人参与培训，实现了全区
旅游服务网点全覆盖。
培训 课程 包括 旅 行社 服
务网点规范经营与旅游安全、
旅行社服务网点规范化管理
与标准化服务、旅游合同签订
规范与注意事项、旅行社服务
网点常见投诉问题及应对方
式、思明区智慧旅游平台介
绍。
参与 授课 的教 师 来自 市
旅游监管部门、旅游集散服务
中心以及旅游行业企业，他们
结合当下的旅游市场监管要
求、真实案例和多年的从业经
历为学员们传道、
授业、
解惑。
据思明区旅游局介绍，今
年 1月起，全区已开展旅行社
服务网点专项整治行动，整治
初见成效。接下来，区旅游部
门还将实行网格化管理，发动
旅游志愿者和从业人员，分片
区集中开展巡查，主要针对开
元、鹭江、梧村辖区的服务网
点进行重点整治；实行有奖举
报制度，发动市民、游客有奖
举报身边违规、违法的服务网
点，并统一进行执法处理；同
时，加强市、区联动，将于本月
重点针对环岛路、鼓浪屿等重
点区域，以及店头门招违规等
问题，与市旅游监管部门联
手，开展 3次至 4次的综合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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