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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瀑布、赏石林、住大寨……
回到宁波 10 多天了，但在宁波电
商经济创新园区工作的李治海还是
对 10 天前江北区总工会组织的黔
西南疗休养念念不忘。“一路上看
到了大瀑布、石林这些在电视和书
本上经常出现的景点。”李治海
说，此行印象最深的，是册亨之
行。册亨是江北区在黔西南的对口
协作县，组织此次旅行的“寰宇国
际”特地安排了一天多的时间，带
领大家访古村、赏榕朶、跳少数民
族舞蹈、参观援建项目。“此次旅
行让我们懂得了对口协作工作的意
义，离别时真有点舍不得在那边工
作的同事。”李治海说，回来后他
不但与家人同事分享风景，还讲了
许多江北区机关工作人员在黔西南
忘我奉献的所见所闻。

今年 4月，市总工会、市财政
局、市旅发委等部门联合发文，按
照市政府的相关要求，将我市对口
支援帮扶的贵州省黔西南州、吉林
省延边州、重庆市万州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等地，
纳入我市职工疗休养目的地范围。

两个月来，我市各级工会积极
与旅游部门对接，以集体形式组织
员工到上述地区疗休养。据市旅游
协会旅行社分会的不完全统计，上
个月，全市重点旅行社组织赴对口
协作地区的旅游团近 10 个，游客
总量超过 1000人。“起步之初每个
月就能组织千人出行，我们对完成

今年万人游的目标很有信心。”市旅
游协会旅行社分会会长宣学军说。

由于先前宁波与贵州的旅游交流
基础好，目前，各旅行社开辟的黔西
南旅游线路比较丰富。省中旅负责国
内游的经理袁玲亚告诉记者，在宁波
去贵阳看黄果树瀑布的传统旅游线路
上，加进兴义的马岭河大峡谷、万峰
林、万峰湖等景点，就能组成一次黔
西南“五日四晚游”。“这条线路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各区县(市） 工会主
动要求到对口合作的地方去参观。”
袁玲亚说，这样一来，海曙对口的贞
丰，江北对口的册亨，镇海对口的普
安，慈溪对口的安龙、兴隆，余姚对
口的兴义、望谟和宁海对口的晴隆等
黔西南各县的景点也能包含其中，可
供搭配的线路更加丰富。

相比黔西南、延边等地区，去新
疆库车疗休养一次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一名职工去新疆一趟要用去三年
的疗休养名额，同时路途遥远，出行
安全也是大家考虑的重点，许多单位
前期协调的时间比较长。即便如此，

“诗与远方”还是充满了吸引力。宁
波中青旅国内游经理柴颖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已经组织了“情系阿克苏·
西域探秘之旅”和“丝路古龟兹·神
奇阿克苏西域探秘之旅”两趟包机，
将于本周发团。“随着新政的出台，
库车今后会成为我市职工夏季疗休养
的首选之地，此次包机之旅将为大家
先行踩线，积累经验。”柴颖说。

千人“吃螃蟹”
对口地区与宁波更近了

让宁波和对口协作地区的群众像走亲戚一样来往方便

“对口”疗休养期待“直进直出”

在延边天马旅行社做导游的
聂毓是满族人，热情爽朗，人称

“毓格格”。今年，“毓格格”突
然“下海”，和朋友开了一家旅
行社。她计划把汪清、珲春等地
的红色资源进行整合，专门针对
宁波市场开发研学游产品。“两
地是对口城市，现在又放开了疗
休养政策，研学游这个产品一定
能吸引宁波人来体验延边旅游的
多样性，而不只是冬天来长白山
看雪、泡温泉。”“毓格格”说。

和“毓格格”的想法相似，
位于宁波江北的浙江寰宇国际旅
行社也想在“对口游”这篇文章
上下功夫。该公司计划与延边当
地旅行社合作，为宁波人定制夏
季和冬季游延边的线路。“冬季
可以围绕长白山周边资源设计养
生、滑雪等旅游项目，夏季则可
以设计融美食、森林、民俗于一
体的研学游产品。”“寰宇国际”
经理於耀说，只有线路多了，才
能带动更多人去对口协作地区旅
游，到那时，航空公司想不开直
航线路都不行。

由于开发得晚，目前，宁波
与对口协作地区的游客互换规模
很小，除了各级工会组织的疗休
养游能有上万人的规模，平时自
由行、组团去的人数仅有几千
人。业内专家分析，目前“对口
游”的成本居高不下，主要原因
是市场太小，人数太少。相关部

门应该在开展对口协作地区疗休
养的基础上，将市场开拓的范围
扩大至全体市民，发动大家多到
对口协作地区，甚至是吉林、贵
州、重庆、新疆等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去旅游。这样，“蛋糕”
做大了，市民对对口协作地区的
向往自然加深，旅行社组团的成
本也会降下来。此外，我市与对口
协作地区开展旅游合作的领域也
要扩大，要加大在景点建设、旅游
产品、服务配套等领域的开发力
度，让两地群众互游更加便利。

在目前情况下，旅游企业也
大可跳出“直航游”这个思路来
开展对口帮扶地区的旅游项目。
怎么方便就怎么规划、执行，尽
快把“对口游”这个品牌打出
去，而不是坐等航空公司增加线
路，开通直航，千万不能浇灭了
市民参与“对口游”的热情。

在上月下旬召开的精准帮扶
工作座谈会上，市旅发委明确了宁
波与黔西南州、延边州对口帮扶合
作的几大重点，其中就包括促进两
地旅游项目建设、共同开拓旅游市
场、培养两地旅游人才、加强质监
联动、实施同业精准帮扶等。“我们
要实施全面帮扶，而不仅仅是输送
游客。”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说，宁
波与对口协作地区的旅游合作前
景广阔，希望通过几年基础性工作
的开展，让两地群众像走亲戚一样
来往方便。

跳出“对口”做大蛋糕
“直航”或能水到渠成

在市区一事业单位工作的
小章参加了延边“探线之旅”：
飞机下午 1 时多从栎社国际机
场起飞，中途经停烟台一个多
小时，到达延吉机场已是晚上 7
时，还好没有错过当地的特色
夜宵“冰啤+烤肉”；回来就有
点“惨”了，飞机晚上 7 时多
从延吉起飞，经停烟台再到宁
波已经过了午夜。“那天凌晨 2
时才上床睡觉，一点力气都没
有了。”小章说。

与长春、贵阳、重庆、乌鲁
木齐这些省会城市相比，宁波至
延边、黔西南、万州、库车等对
口协作地区还没有开通直航，疗
休养团过去需要中途转机：去延
边经停烟台，去库车要先到乌鲁
木齐，去万州可从重庆或湖北转
车。“目前去黔西南比较好，搭
乘去丽江的航班，可以先在兴义
下飞机。”“寰宇国际”经理於耀
告诉记者，如果想让黔西南之行
的体验更好，还是建议游客先从
宁波飞贵阳，然后再坐大巴去兴
义，“这样可以在中途看黄果树
大瀑布。”

直航线路少，航班不能“直
进直出”，宁波的旅行社拿不到

专门面向旅游团的团位申请，只
能根据航空公司显示的限时散舱
抢“散拼票”，价格贵不说，还
对组团造成影响。据一些旅行社
工作人员介绍，有时报名的人很
多，但由于拿到的机票有限，只
能“劝退”一些报名者。“本来
大家是一个单位的，同去同回多
好，可是因为机票的原因，不得
不分成几个团，或几个时间段过
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行
社工作人员说。

交通上的限制，还让旅行社
在设计线路时捉襟见肘。据介
绍，现在去对口协作地区疗休养
的费用有两个标准，去延 边 、
黔西南和万州 4000 元，去库车
6000 元。如果来回的交通费用
就要花去近 2000 元，那么，再
用剩下的 2000 元和 4000 元去设
计“延边、黔西南五日行”和

“新疆七日行”，不免让旅行社
感 觉 “ 巧 妇 难 为 无 米 之 炊 ”。

“在有限的费用下我们能省则
省，尽量让大家在吃、住、行
各方面都满意。”宣学军说，按
照通行预算标准，到延边、黔
西南和万州等地疗休养，来回机
票费用约1500元。

“散拼”加转机
“对口”疗休养走得有点累

①位于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於耀供图）

今年 4月，市总工会、市财
政局、市旅发委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宁波市职工
疗休养工作的通知》，将我市对
口支援帮扶的贵州省黔西南州、
吉林省延边州、重庆市万州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
车县等地，纳入宁波职工疗休养
目的地范围。

这一调整，大大满足了我市
职工多样化的疗休养需求。新政
策允许职工疗休养组织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一年一次、两年一
次或者三年一次的疗休养方式。
选择两年一次或三年一次组织方
式的单位，可以组织职工开展跨
省疗休养活动。

由此，我市职工有机会近距
离观赏被誉为“地球上一道美丽
疤痕”的马岭河峡谷、“中国最
美的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等
黔西南州著名景点，位于延边地
区的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仙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万
州地区的万州大瀑布、潭獐峡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库车县的
“红色山崖”克孜利亚大峡谷、“世
外桃源”大龙池等。到这些人少景
美的地方进行疗休养，堪称人生一
大乐事。

“对口”疗休养的开展，更能
有效挖掘我市对口支援帮扶地区旅
游资源的生态、文化价值，助力扶
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事实上，贵州
省近年来也出台了针对宁波等 8个
对口帮扶城市的旅游优惠政策，宁
波等 8 个城市的居民，凭有效证
件，可享受该省各收费景区门票挂
牌价优惠。

目前，囿于交通条件，我市面
向黔西南、延边、万州、库车等地
的“对口”疗休养尚不能实现“直
进直出”，疗休养人员去往这些地
方免不了一路舟车劳顿。但是，职
工疗休养向来是块“大蛋糕”，能
够出省疗休养更是满足了很多职工
的心愿。只要旅行社组团的热情不
减，“对口”疗休养这块“蛋糕”就能
越做越大。到那时，航空公司想不
开直航线路都不行。 （王芳）

让“对口”疗休养热起来

宁波疗休养人员在黔西南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 （黄 程 摄） 制图 徐胜男

评 说

图 示

近日，全市几大旅行社组织的宁波赴黔西南、延边等对口协作地区

疗休养的旅行团已陆续归来。

我市今年出台的工会疗休养新政正在逐渐带热“对口”旅游。但受

出行交通条件的限制，市民的这趟“走亲访友”之旅大多通过“散拼”

或中转才能成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验感。

无论是旅行社，还是广大游客，都希望“对口”旅游早日实现“直

进直出”。

本报记者 张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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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热情好客的黔西南少数民族群众。
（袁玲亚供图）

②在延边防川“一眼看三国”。 （聂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