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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13年4月11日 星期四 特别关注 7
4月10日开始， 凤凰古城旅游的收费， 由

原来的“9个景点” 收费， 改变为“古城核心
区” 收费。 这一新闻自3月19日在长沙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后， 持续发酵， 引起媒体和网
友的大量议论。 为此， 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力图对这一事件进行“透视”。

透视一：
收费方式在旅客中存在争议
4月10日， 是收费方式改变的第一天， 下

着小雨。 记者早上8时就来到从文文化广场旁
的游客售票中心。

排在第2个窗口、 反戴着一顶红色旅游帽
的60岁的吴阿姨， 与记者闲聊起来。 她们6个
同学， 一起从山西太原市来旅游； 昨天就到
了凤凰， 只简单地逛了古城； 她们认为， 景
区收费， 也是一种方式； 从今天开始， 优惠
的年龄从原来的65岁， 下调到60岁， 她们6个
同学都符合条件。

当记者问及有网友对收费方式改变的不
理解时， 一起来的张先生说： “我是个喜欢
旅游的人， 以景区来收费的太多了， 如山西
的平遥和云南的丽江。 我认为凤凰旅游的知
名度已经很高了， 应该从游客数量增长型，
向游客质量提高型转变。”

在沱江边， 请记者照相的来自江苏淮安
的周女士说得更直接： “我们来之前， 并不
知道什么按景点收费与按景区收费的差别，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不只是9个景点是旅游资
源， 整个凤凰古城， 都是很优质的旅游资源；
收费方式的改变， 得到了省物价局的批准，
也可以说是合理合法吧！”

但来自辽宁的黄先生一行5人， 却看法不
同。 他们是第3次来凤凰古城， 这次已住3晚
了。 他们认为， 凤凰古城的收费应借鉴外面
的经验， 分阶段进行， 现在城里连一个不收
费的公厕都没有， 收费就不妥； 另外， 收费
只应以景点为主， 古城区收费只应在20至30
元之间， 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到祖国的历史文
化遗产。

透视二：
收费方式在县城居民中存在争议

4月9日上午， 记者以普通游客的身份，
在凤凰古城里采访。

开着一家湘西腊味店的杨先生， 是凤凰
县沱江镇人， 只不过不是古城核心区的人，
在古城核心区已做了15年生意。 他谈起了他
的忧虑———我们在古城里开店的人， 靠的都
是散客， 旅游团队的购物， 都是定点的， 导
游才好有回扣； 古城区收费了， 散客必然要
少很多， 生意就难做了， 每年的房租要16万
元本来就很贵， 如果不好做的话， 只好将房
子退回房东了。

在沱江边开客栈的滕先生， 告诉记者，
他家已在沱江边居住了四代人， 吊脚楼是他
的祖业， 一家人就靠开客栈的生意来过日子；
客栈靠的也是散客， 旅游团队住的是要大得
多的旅馆。 此时正好来了4位武汉的年轻客
人， 说要两间房子； 滕先生把客人带上二楼

看房子后， 很快就下来了， 脸色更不好了。
客人走出客栈后， 记者问客人为何走了。 滕
先生说， 客人嫌两间房子300元贵了。

来自娄底市的戴先生， 在沈从文故居边
开了一家民族乐器行， 房子的年租金15万元。
他对收费方式改变后的生意 ， 却信心百
倍———我来凤凰已经11年了， 不想掏148元门
票费的游客， 在古城里的消费能力也有限，
所以收费方式改变后， 来的都是消费能力较
高的游客， 我们的生意怎么会不好呢？ 我卖
的是文化产品， 需要的也是高素质的有消费
能力的游客； 古城本身也需要限制游客数量
了， 但不能用行政手段， 凤凰县采取了经济

手段， 我认为很好。

透视三：凤凰古城其实一直在收费
4月10日下午， 在凤凰县见到凤凰古城文

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文智时，
这位多次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人物， 并没显
出沮丧。

叶文智于2001年11月， 以8.3亿元， “收
购” 凤凰古城内主要景点50年的经营权时，
有如在中国旅游界丢下了一颗“原子弹”。

快人快语的叶文智说， 事情出现争议并
不是坏事， 通过争议可以明辨是与非。 其实
凤凰古城一直在收费， 原来是按9个景点的方

式收取， 这次改为按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来
收费， 价格都是148元。

凤凰县旅游局局长任真君， 对此进行了
解释， 他说， 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主要包括
两大部分， 一是凤凰古城核心保护区， 二是
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 两者都是4A级景区，
2012年获批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两个景区，
通过一条古街区紧密相连， 在地域上本身就
是一个整体； 按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
例》 和 《湖南省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办
法》 等相关规定， 原来两者的门票价格分别
是148元和108元， 这次将其整合为一个旅游
产品， 并由省物价局批准为148元。

凤凰县委常委、 副县长蔡龙则说， 收费
方式的改变， 是为了彻底整治凤凰旅游乱象
的一个重要举措， 两组数字可说明这一措施
的必要性———2012年， 凤凰游客为690万人
次， 其中旅游团队为130万人， 但团队中买票
的不到30%， 也就是不到40万人； 而100万散
客中， 却有87万人买了票。 另外就是， 2011
年， 凤凰县旅游投诉的数量， 占全省的67%；
2011年， 略有下降， 占43%。

“为何出现这么奇怪的现象？” 记者问
道。

蔡龙接着解释道， 旅行社收了游客看凤
凰古城内9个景点的148元门票钱， 可因为凤
凰古城9个景点之外的所有区域并不收费， 有
的游客并不知道这种关系， 导游就忽悠游客，
只在9个景点之外的古城区域转悠， 回去后知
道受骗上当了， 当然也就投诉旅游目的
地———凤凰， 投诉量大而购票率低， 就可理
解了。 由景点收费改为景区收费后， 就可将
大大缩小不良导游的活动空间。 所以收费方
式的改变， 主要不是针对游客， 而主要是针
对不良导游和不良旅行社。

叶文智说， “游凤凰古城的免票时代，
终结了” 和“免费游凤凰， 将成为历史”， 这
是误解与误读。

透视四：
改变收费方式是为更好地保护古城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接受采访时， 从另
一个角度解释了收费方式的改变。

颜长文告诉记者， 凤凰古城核心区仅
0.93平方公里， 却有3万人； 凤凰县城6平方
公里， 却有12万人， 密度之大， 超过许多大
城市。

以2012年“十一” 黄金周为例， 来凤凰
古城的游客多达60万人， 而购票者只有2万多
人， 门票费为300来万元， 县里能拿到的税收
和两费一金———古城维护费、 古城资源保护
费和古城营销宣传金， 只有100来万元， 全县
4000干部， 7天时间， 分24小时轮流值班， 必
须按法律规定给加班费； 加上车辆太多， 在
县城内刮擦的小事故不计其数， 实行快处快
赔法； 县里的所有花费， 远远比100来万元
多。 可游客们， 吃不好、 住不好、 玩不好，
普遍不满意。

“古城不堪重负， 游客也不堪其累。 是
改变这一恶性循环的时候了。” 颜长文说。

颜长文认为， 凤凰古城旅游也要讲科学
发展观， 古城也需要休养生息， 这对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也是有巨大好处的， 休养生息后
的凤凰古城旅游是可持续发展的， 是所有游
客都愿意看到的。

� 改按景点收费为按景
区收费, 凤凰再次被推上

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一改
变是终结了“游凤凰古城的
免票时代”,还是减少了游客

的旅游开支?是为了彻底整治
旅游乱象, 从而更好地保护古
城,还是其他?

新收费方式面面观
凤
凰：

� 题头照右图为 4月10日，两名游客在凤凰
古城一处售票点前查看门票管理办法。
� � � �左图为 4月9日， 一名工作人员在凤凰古
城一处收费点安装标识牌。 均为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