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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市安源区
无人机助力乡村美

随着一阵“嗡嗡”声，一架无人机在萍乡市安
源区白源街白源村起飞，开始进行秸秆禁烧巡
查。近日，白源街在秸秆禁烧工作中采用无人机
巡查，助力乡村环境保护工作。

据街环保办工作人员介绍，实行无人机巡
查后，可以迅速发现一些隐蔽的焚烧点，画面
实时传送到地面，一旦发现火点，工作人员就
能迅速确定位置现场取证拍照，及时通知巡查
员赶赴现场处理火情。借助无人机执法有视野
广、机动性好、时效性强、巡查范围广等特点，让
高新科技方法作为传统秸秆禁烧“步行巡查”和

“车辆巡查”的有力补充，补齐传统地面巡查的
“短板”，真正做到“天上无人机、地上巡查队”的
全天候、立体式巡查，使秸秆禁烧监控工作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 （钟 喜）

近日，遂川县草林镇唐虞村，山头雨雾弥漫，
田园水面如镜，村里红顶民房，构成一幅美丽的
风景画。 肖远泮摄

无人机航拍的广昌县头陂镇山下村田园风
光，美丽如画。近年来，该县积极推进生态保护
与乡村振兴，着力构建产业兴、生态美的新农村，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兴旺。 曾恒贵摄

近日，兴国县杰村乡含田村杨梅基地近 300
亩杨梅进入最佳采摘期，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近
年来，该县因地制宜，推进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
游融合发展，打造了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农事
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产业。 陈 鹏摄

一季度全国旅行社国内旅游
组织1187.27万人次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
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截至3月
31日，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国内旅游组
织 1187.2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加 138.50% ；接 待
1489.04万人次，同比增加163.04%。

第一季度旅行社国内旅游组织人次排名前
10位的地区由高到低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
重庆、湖南、湖北、福建、上海、四川、山东；旅行社
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排名前10位的地区由高到低
依次为江苏、海南、浙江、湖南、广东、湖北、云南、
重庆、安徽、福建；旅行社国内旅游组织接待人次
（人天）汇总排序前10位的地区由高到低依次为
江苏、浙江、广东、湖南、重庆、湖北、福建、云南、
海 南 、上 海 。 第 一 季 度 国 内 旅 游 单 项 服 务
8291.24万人次。

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 41033家，完成
第一季度报表填报的为 30970 家，占总数的
75.48%。全国26个地区审核完成率超过90%，其
中河北、辽宁、黑龙江、湖南、重庆的审核完成率
达100%。 （人 民）

旅旅 游游
行业专刊

乡村振兴做什么？到
南昌县黄马乡罗渡村工作
后，笔者走遍了全村 14 个
自然村，人才不多是首要
问题。从事农业生产赚钱
不易的现实和跳出农门的
朴实观念，是导致农村缺
人的主要原因。以罗渡村
为例，从事农业生产的大
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多数
村民在外从事建筑和装修
行业。村里能出去的人都
出去了，只有老人、小孩和
残疾人长期生活在村里。
产业不强是根本问题。农
旅融合是产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但需解决农业缺技
术、旅游缺体系的问题。
在罗渡村，农业生产仍采
用传统种植技术，产品品
质不高，价格卖不上去，销
路也没法打开。旅游方
面，昌南之巅、莲花基地等
景点虽能吸引人，但要把
人留下、让人消费，仍要在
故事性和趣味性上下功
夫。资金不足是关键问
题。“十三五”时期，罗渡村
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村
集体可用于自身发展的资
金有限，产业的提质增效
受到制约。

站在“十四五”的新起
点，该村如何做好脱贫攻
坚后半篇文章，推动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做好引进，加强培育，夯实人才
基础。破解人才难题，既要输血顾眼前，更
要造血谋长远。为充实人才队伍，并培育
本土人才，该村主动走出去，积极对接南昌
大学、清华大学等省内外高校师生到村指
导工作、建立合作基地，并到在昌高校、中
学宣讲乡村振兴工作，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投身这项事业。

知识赋能，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发展。
破解产业难题，产业方向是基础，提质增效
是关键。罗渡村深耕农旅融合，今年以来
相继邀请南昌市科技进修学院、清华海峡
研究院专家到村指导产业规划和富硒白莲
种植，并邀请南昌工学院、江西工贸学院等
高校师生到村研学，指导文旅产业发展。
未来，罗渡村将挖掘更多本土特色，打造

“网红”打卡点。
政府搭台，凝聚合力，汇集发展资金。

破解资金难题，要开源，更要聚焦。今年以
来，黄马乡和罗渡村先后与南昌县科协、南
昌县文投以及清华大学江西校友会对接，专
攻农旅融合产业发展，并获得项目和资金支
持。目前，罗渡村农业科技科普馆、彩色水
稻等项目正有序推进，为进一步激发罗渡村
自身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保障。 （习江北）

催生乡村美丽新经济
王玉磊/文

加快民宿发展，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随着全国旅游业复苏，民宿产业也
从受疫情影响的“低迷”期逐渐转为增长期。大数据显示，途家

“五一”期间的民宿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超 130%，对比 2019年同
期增长超 50%，交易额同期增长超 60%，赶超疫情前的假期高峰
水平。

民宿产业作为湾里全域旅游发展的“晴雨表”，为了更健康
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湾里区出台了《湾里区民宿产业扶持办法
（试行）》，对符合“标准民宿”“特色民宿”“精品民宿”等级要求的
民宿按等级标准分别给予奖励。截至目前，湾里已拥有“半朵悠
莲”“雷港民宿村”“上堡岭溪谷”等几十家精品民宿客栈，床位近
2000张。

定位为“世外桃源”的雷港民宿文化村是湾里民宿产业发展

的一个缩影。2019年，雷港村通过流转荒置土地和闲置房屋，由
村级企业牵头，总投资6000万元，规划面积230余亩，打造了集野
奢度假、桃源秘境于一体的复合型民宿村，目前已入驻林泉漫居
和雨田水巷两家精品民宿。盘活了农村闲置房屋，让“空心村”摇
身一变成了乡村振兴的“示范村”。

疫情加速了民宿市场和游客的重构，乡村民宿面临着诸多挑
战。不少专业人士认为，旅游民宿有情怀更要讲规矩，脚下的路
方能走得更远。怎样才能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服务，成为了诸多
民宿经营者思考的问题。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行业标准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第1号修改单，将旅游民宿等级由三星
级、四星级、五星级更改为丙级、乙级、甲级。旅游民宿不断更新

“行标”旨在推动民宿品质化发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如今，各
地高品质民宿也向品牌化和连锁化方向发展。

在繁忙的都市，

人们向往恬静自然的

乡野风光，感受“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

生活。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

热潮的到来，民宿旅游作为一

种新兴的乡村旅游资源，成为

了多元化消费经济中的“网

红”业态。全省各地涌现出了

一批民宿旅游典型，数据显

示，目前我省已有民宿 2100

多家。

注 意：轻信微信群组织旅游有风险

近期，文旅部公布了开展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
整治行动的首批指导案例，游客因轻信微信群组织旅游活动
而上当受骗的案例比较典型。据了解，如今有不少所谓的旅
游组织者，通过微信群发布旅游产品并招徕游客，组织游客出
游，其实这些旅游组织者并不是来自正规的旅行社，却通过微
信群的方式组织出游，存在很大风险。

参加类似的旅游活动，旅游者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无法得
到保障，有可能“人财两失”。具体来说，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而组织的旅游活动，意味着组织者未缴纳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也没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在过程中更不会与旅游
者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甚至所用车辆也可能是黑车，安全更
是无从保证，一旦发生问题，旅游者大多会遇到取证难、维权
难的问题。

提醒：参加微信群组织的旅游活动，很可能组织者是违规
组织旅游，这里面最大的风险是游客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
效保障。一般来说，正规旅行社会按照规定缴纳旅游服务质
量保证金，用于旅游服务质量赔偿支付和团队旅游者人身安
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用垫付，另外还必须投保旅行社
责任保险。在出游前，正规旅行社还要与旅游者签订合同，明
确约定行程中的交通、住宿、餐饮服务及自费项目等，整个流

程都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因此，旅游者参团时要选择有资质
的旅行社，不要贪方便在微信群里随意参加旅游活动。

注 意：“养老会员”低价游迷惑性高

在文旅部开展的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动
中，其中一大焦点是整治“不合理低价游”。据文旅部提醒，目
前有些公司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但以固定价格向
老年人售卖“养生养老家族会员”资格，会员可获得相应的旅
游出行服务，因为价格低，折下来每次旅行价格似乎都很划
算，因此迷惑性很高，吸引了一批老年会员参与。但是，这些
公司并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若旅游者在旅游过程
中遭遇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情况，这些养老服务公司无法向
旅游者进行相关理赔。

提醒：如今有不少以养老、康养、俱乐部等名义招徕旅游
者，尤其是老年游客的机构，通过招募会员的方式组织会员出
游，虽然对外宣称不是组织旅游活动，但实际上依然是组织会
员出行，这种情况有打“擦边球”的嫌疑。老年游客对此不太
了解，很容易因为价格便宜就参加会员，最后发现上当受骗，
不仅旅程的质量无法保障，还可能遇到旅途中被强制要求加
购产品等情况。出行还是要找正规旅行社，认清资质，保障自
身的权益。 （陈薇薇）

近年来，在各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实践中，旅游业发挥了较
大作用，乡村旅游民宿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消费升级，居民对旅游住宿的需求日益细分，在线民宿
预订用户整体趋于年轻化。据相关数据显示，“80后”“90后”占比
超过8成，其中“90后”占59.9%。在安全防疫的前提下，游客更喜
欢休闲、吸氧等高品质乡村民宿。

“这里山清水秀，在民宿住上一晚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以后
度假还会来这里。”来自湖南的“90后”白领刘女士说。乡村蝶变，
美景如画，走进位于武宁县澧溪镇北湾半岛的生态民宿群，一排
排民房错落有致，一处处庭院风格各异，散发出原生态的生活气
息。近年来，武宁县依托资源优势，推进民宿经济发展，将乡村闲
置住宅转换成旅游资源，打造了一批生态旅游民宿。

据武宁县文广新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民宿经济已成
为了武宁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有力支撑，促进全县游客接待人次突
破800万，去年全县新增民宿床位1484张，现有民宿88家，年营业
额 8900余万元，与此同时，民宿新行业标准出台后，武宁县现有 2
家民宿正在创建国家星级民宿。

民宿产业民宿产业

在“民宿热”的背景下，我省各地乡村民宿已“遍地开
花”。古宅建筑型、精品小筑型、乡间野趣型……一座座田园
院落式的乡村民宿应运而生，游客入住其中不仅可领略诗情
画意的峻山秀水，还可感受此处的美景与乡愁。

粉墙黛瓦、雕梁画栋的徽派建筑，是婺源标志性符号。
行走在婺源，一间间古色古香的民宿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婺源民宿不仅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同时也成为
了婺源旅游的又一 IP。据统计，该县共有民宿近 800 家，床
位总数超 10000 张。婺源民宿主要集中分布在延村和晓起。
明训别院··云水谣，位于婺源县江湾镇晓起上坦村，也是最早
入驻婺源的民宿之一，整个民宿由一幢 200 多年的孙氏家祠
和一栋学校组成，为了采光更好，客房全部建在新楼上。同
时，该县制作完成了“民宿地图”，推出了“每日美宿”栏目等，
通过多种宣传推介，受到了外界广泛关注，擦亮了“婺源民
宿”品牌。

据悉，2019 年江西省旅游协会民宿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
省民宿行业规模化、规范化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省旅发大

会发布，全省将大力发展民宿旅游，全力推进民宿建设、运营
提档升级，努力打造全国民宿旅游新高地。预计到 2023年，我
省将推出一批有故事、有体验、有品位、有乡愁的精品民宿。

政策扶持助推民宿业发展

民宿“点亮”秀美乡村

小民宿带动大产业

北湾人家名宿北湾人家名宿 刘礼兰刘礼兰摄摄

湾里民宿 王崟摄

注意！这些旅游有风险
文旅部多次提醒

近期，文化和旅游部部署开展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专项整治行动，并公布了专项整治行动的多个指导案例，从

案例中可见，行业内依然存在不少诸如轻信微信群组织旅游、“养老会员”低价游等让游客容易上当受骗的案例，为此，文

旅部也多次发布了提醒，在出游高峰期更要擦亮眼睛，谨慎选择出行产品。

明训别院明训别院··云水谣民宿云水谣民宿 赵宝平赵宝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