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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万人次

提前了解目的国
需要你准备的材料

中国成洛杉矶第一大海外客源市场
美国洛杉矶旅游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洛
杉矶旅游业的直接收入再
创新高，达到 239 亿美元，
中国是洛杉矶第一大海外
客源市场。
数据显示，2018 年洛
杉矶接待游客总量达 5000
万人次，
其中美国国内游客
4250 万 人 次 ，国 际 游 客
750 万人次。
洛杉矶旅游局局长欧
内斯特·伍登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
去年洛杉矶接待中国
游客达 120 万人次，为洛杉
矶带来了 16 亿美元的直接
收入。
“ 中国游客在推动洛
杉矶旅游业连续八年创新
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第一次出国自由行这样做准备
告别春天，进入夏天，万物
开始蓬勃生长。那些在旅行清
单上勾选过的行程又可以安排
上了！跟团游省心省力固然是
好，而自由行却可以完全按照
自己的想法安排行程。
那么对于第一次出国自由
行的人，要做哪些准备才能让
旅途放心又舒适呢？
各种证件
1、
护照
出国旅游首先要办护照，
护
照申请在市级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处办理，
携户口本、
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现场照片采集、指纹采
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查、证
件缴费，
两周后可拿到护照。
2、
签证
签证现在分为三种：纸质
签证（贴在护照上面）、落地签
（到目的地时现场办理）、免签。
纸质签证一般需要拿上护
照一起前往领事馆办理，可委
托旅行社或者网店，纸质签证
中又有一种较为简单的电子
签，无需寄送护照，同样可通过
代理商办理电子文档类型的签
证，自行打印就可以。
落地签风险较大，需提前
了解清楚目的国需要你准备的
材料，以防在过海关时没通过
签证只能返回。
免签则直接出示护照通关
即可。第一次出国自由行，建
议可从东南亚国家入手，签证
办理较为容易。
3、
黄皮书——预防接种书
为防止国际间某些传染病
的流行，各国都对外国人进入

自由行可以完全按照
自己的想法安排行程。
自己的想法安排行程。
资料图片
本国国境所需某些接种作出了
规定。
黄皮书只是针对那些有传
染疾病的国家。因私出国人
员，一般到户口所在地的卫生
检疫部门进行卫生检疫和预防
接种，并领取黄皮书——《国际
预防接种证书》。

网上买好也可以到当地再换
卡。缺点是需要更换手机卡，
可能错过国内电话卡上的电
话、重要消息。
提升便利度和舒适度的小物件

1、
多国转换接头+排插
境外的电压和充电口往往
和国内不一样，电子设备店可
信用卡、电话卡
以买到转换接头和排插。
1、
信用卡、
现金
2、
U 型枕
出国一般航程较长，可带
已经有不少国家陆续开通
支付宝业务，但还是准备一张 一个充气式 U 型枕，这样在旅
VISA 或 MASTER 信用卡、开 途中脖子能得到很大放松，且
通境外取款的功能更为便捷。 不占空间。
去银行兑换当地货币（不超过 2
3、
常用应急药物
万元人民币现钞），记得多准备
建议备些基础药品，比如
一些零钱，
不要光是整钱哦。
感冒药、晕车贴等等，如果是夏
2、
电话卡
天或者到紫外线强及高海拔的
购买当地电话卡，优点是 地方建议带上防晒霜。如果是
方便拨打当地电话，电话卡一 多蚊虫地区，建议带上驱蚊膏、
般也会带流量套餐。可提前在 便携式蚊帐。 （据新华社电）

用。
”
近年来赴洛杉矶的中
国游客数量不断刷新纪
录。2016 年洛杉矶成为美
国首个年接待中国游客超
100 万 人 次 的 城 市 ，2017
年洛杉矶接待中国游客超
112 万人次。
伍登说，
洛杉矶旅游局
将继续致力于开发中国市
场，
增强对中国游客的吸引
力。
洛杉矶市长加切蒂表
示，
旅游业是促进洛杉矶地
区就业和商业发展的重要
一环。随着 2028 年洛杉矶
奥运会的来临，
旅游业有望
进一步提振当地经济。
（新华社电）

68 万人次
一季度赴柬埔寨中国游客人数大增
柬埔寨旅游部 10 日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柬埔寨共接待
中国游客约 68 万人次，比
去年同期增长 35%。
报告称，柬埔寨今年第
一季度共接待国际游客
18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7%。中国依旧是柬最大
外国游客来源地，
中国游客
数量占当季国际游客总数
的 36.4%。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驻暹粒领事办公室主任刘
志杰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2019 年 是 中 柬 文 化 旅 游
年，双方将举办千名中国游
客友好交流团访问柬埔寨

等一系列活动，
提升中柬旅
游合作质量。
刘志杰还说，
为扩大柬
埔寨中文导游队伍，
帮助其
提高服务水平，
中方计划组
派专家赴柬开展中文导游
培训，
并请柬方选派优秀学
员赴中国实习。
旅游业是柬埔寨经济
主要支柱产业之一。据
柬 旅 游 部 统 计 ，旅 游 业
2018 年收入达 43.56 亿美
元，直接创造 60 多万个工
作 岗 位 。 2018 年 柬 埔 寨
共吸引国际游客 620 万人
次 ，其 中 中 国 游 客 约 200
万人次。
（新华社电）

美丽的
“海上魔鬼城”

“研讨沙龙”专家建言献策

加快发展国内智慧旅游产业
5 月 11 日，由九次方大数
据和云智星河旅游大数据联合
主办，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盘古智库提
供学术支持的“2019 智慧旅游
产业研讨沙龙”
在京举办。
与会专家们就如何应对产
业升级、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资
源整合难、如何建立全域旅游
的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以及
智慧旅游企业上市科创板的路
径等议题，共聚一堂，为加快发
展国内智慧旅游产业建言献
策。
九次方大数据创始人、贵
阳大数据交易所执行总裁王叁

寿做开场致辞，提出智慧旅游
的需求在根本上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智慧旅游从技术上能
不能解决城市、旅游景区、主管
单位的根本性需求以及智慧旅
游在技术方面会有哪方面的突
破等话题。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
晓云提出，不管在旅游领域还
是其他体验经济领域，都需要
回归到技术的本质来看数据和
数据使用的过程。即回归技术
使命，技术要真正服务到旅游
行政、公共管理，服务到企业的
产业和业态创新和流程再造，
最终面向游客，能够获得更高

的便捷、可达、有品质的全过程
服务。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
为，智慧旅游不是万能药，智慧
旅游要回归本源，各地应加强
服务精神，提升服务品质，使服
务体验与技术联动融合。针对
智 慧 旅 游 难 做 、盈 利 难 等 问
题。易鹏提出了两点建议，一
是找准痛点、痒点、盲点，融合
搭建解决一个问题，做能解决
痛点的产品出来；二是找一到
两个城市或景点做试点，技术
开发要克制，与体验融合，接地
气儿，沉下心来做好一个试点，
推而广之。
（新华网）

这是在新疆福海县拍
摄的“海上魔鬼城”
美景。
“海上魔鬼城”位于新
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吉力

湖东岸，其独特的雅丹地貌
景观和海域景观，使其成为
吸引国内外游客旅游观光
的胜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