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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外交：
历史基础、现实动力与路径选择

王桂玉１，２

（１．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２．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２５２０００）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给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带

来了新的挑战，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研究既可推动旅游外交研究领域的拓展，又对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太旅游外交已有十多年的历史。 加强中

国与建交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服务中国整体外交是疫情下推

进中太旅游外交的现实动力。 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应加强顶层设计，主动服务国家整体

外交；深化多边和双边旅游外交机制，拓宽旅游外交维度；贡献中国智慧，开展中国旅游发展先

进技术、经验与太平洋岛国对接，深化旅游外交内容；培育疫后太平洋岛国旅游增长极，提高旅

游外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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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 年，国家旅游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首次提出开拓旅游外交，旅游行业要在国家开放新格局中，主动作为、主动发声，服务

国家整体外交。
②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出台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旅游外交战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旅游合作。 ２０１８ 年，国家旅游局

《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报告》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大力开展主动旅游外交；统筹入出境旅游市场优势，深化“一带一路”旅游

国际合作，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全面提升中国旅游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③　 ２０１２ 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之后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的

地位。
④　 王鹏飞、魏翔：“旅游外交与构建我国新型国家关系问题探析”，《现代管理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０９－１１１ 页。

２０１５ 年，国家旅游局首次以官方名义正式

提出“旅游外交”，①并于“十三五”期间进行大

力推进。②伴随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的蓬勃发

展，③旅游外交在国家对外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显著。 实践证明，在双边关系顺畅时，旅游

外交是发展国家关系的加速器；在双边关系不

畅时，旅游外交可作为改善国家关系的润滑

剂；④当双边关系恶化时，旅游外交可发挥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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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作用，通过对出境旅游进行限制来达到外

交对抗的效果。 学界围绕旅游外交的概念内

涵、①层次功能、②旅游外交与国家形象建构与传

播、③旅游外交与构建中国新型国家关系④等问

题进行了探索，并对中国开展与吉尔吉斯斯坦、
巴基斯坦、瑞士等国家的旅游外交进行了案例

研究。⑤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研究是在全球，特别

是中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如今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旅游受限导致国际旅

游业遭受重创的新形势下，旅游外交会有何不

同？ 本文重点关注外交地位突出且迫切需要旅

游业复苏的太平洋岛国⑥（以下简称岛国），从中

国与太平洋岛国（以下简称中太）旅游外交的历

史基础出发，明确新形势下中太旅游外交的现

实动力，并探索其实施的有效路径。 新形势下

发挥旅游外交的先行先导、先联先通作用，对服

务国家整体外交和推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旅游外交的概念界定

１．１　 概念评述

概念是研究开展的起点和主线。 官方虽提

出旅游外交，但未给出具体定义，旅游外交的概

念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研究探讨的重要内容，到
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基本包含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泛指一切旅游对外交往和活动的综

合论。⑦ 王兴斌较早提出了旅游外交的内涵，认
为旅游外交既包括国家间旅游官方机构的交

往，又包括游客、旅游企业、行业组织与智力机

构之间的交往；既包括文化交流，又包括旅游经

营、服务和投资等经济交流。⑧ 这一内涵被学界

延续较多，无论后经“官、民、商”“宏观、中观、微
观”，抑或是“官方、半官方、民间”等不同层次的

划分，都依托于此。 该界定与早期梅毅定义的

广义的旅游外交一脉相承，即包括一切旅游对

外活动：旅游者个体或业界自发开展的对外活

动、业界或旅游者个体在宏观意图引导下有意

识地开展对外旅游活动，以及国家对旅游业的

宏观利用与把握。⑨ 此类定义涵盖内容全面，但
泛指一切，体现不出旅游外交与旅游对外活动

的区别及旅游外交的本质特征。
其二，注重游客交往层面的民间论。 以郑

岩、赵晓帆等为代表，将旅游外交界定为基于国

与国之间游客互动而产生的一种外交行为，强
调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带动了国与国的发

展。 此方观点强调游客的民间交往作用，对国

家政府的作用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但其文章

主体部分并不是研究游客交往层面的旅游外

交，而更多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层面的研究，前后

并不一致。
其三，侧重国家政府层面的官方论。 其中，

金涛、王鹏飞、魏翔认为，旅游外交是国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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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中的国家行为。① 该定义体现了国家的主

体作用，但似有所混淆“旅游外交”和“国际旅游

合作”二者之概念和范畴。 而张瑛、刘建峰、舒
光美则强调国家政府利用旅游流所形成的经济

往来、人文交流来增进国家之间、民众之间的友

谊和互信，促进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价值观的正

向认同，进而保障国家利益的实现。② 该观点既

体现了官方的主体作用，又强调了外交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国家利益，还反映出旅游是国家外

交的手段或载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旅游流

不仅仅是出境与入境、单向或双向的流向问题，
还存在促进流动或是抑制流动的流量问题。 因

此，该类定义仍有不足，或存在概念混淆，或存

在界定不全等问题。

１．２　 本文概念界定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认为，
外交是以和平（而非军事和战争）方式实施国

家对外政策的工具，本质上是以和平的手段来

追求国家的目标和利益；外交需要一定的资

源，而各国的外交资源有所不同。③ 旅游的和

平属性与和平话语成为外交的重要抓手；当某

国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国民出国旅游成为一

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作为理性政府必然将旅游

视为该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的权力

资本。④

综上，本文认为旅游外交是指国家政府通

过制定宏观政策或开展对外活动对本国出入境

旅游进行推动或限制来落实对外政策、追求国

家利益的一种外交方式。 其中，旅游外交的行

为主体是国家政府，行为方式是通过制定宏观

政策或开展对外活动对本国出入境旅游进行推

动或限制，行为目的是落实对外政策、追求国家

利益，行为性质是外交方式。 其中，宏观政策包

括签证政策、旅游协议、旅行禁令、旅行限制，以
及旅行提醒等出入境旅游政策；开展对外活动

包括创办（或加入）国际旅游组织，举办（或参

加）国际旅游会议，双边和多边旅游谈判及协议

签订，境外设旅游办事处及旅游营销推广，开办

旅游年活动，以及开展旅游援外项目等。

需要强调的是，其一，旅游业的工具性特

征：旅游本身具有和平属性，属于柔性外交，其
出入境旅游市场优势及旅游产业优势被国家政

府用作外交资源或资本来实施国家对外政策，
实现国家利益。 其二，旅游外交的角色定位：一
方面，旅游外交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具有官方性

特征，国家和各级政府是旅游外交的行为主体。
另一方面，企业、机构和个人是旅游外交的参与

主体。 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表明，如
果国家不开放边境，跨国旅游就无从谈起。 边

境政策、签证政策都是由国家和政府制定实施，
换言之，出入境旅游行为是国家利益导向、政策

导向的产物。 因此，企业、机构和个人不是旅游

外交的行为主体。 其三，旅游外交与国际旅游

合作的区别：国际旅游合作的实质是国际行为

主体为实现旅游业发展所进行的政策协调行

为。 从主从关系来看，旅游外交发挥先行主导

作用，侧重宏观指向；国际旅游合作处于从属地

位，在旅游外交的指引下开展工作，侧重具体项

目和内容；旅游外交引领并带动国际旅游合

作，反过来，国际旅游合作的开展推进能更好

地为旅游外交服务，二者互为促进。 从行为主

体来看，旅游外交的行为主体是国家和政府，
而国际旅游合作的行为主体除了国家和政府，
还可包括企业和机构等。 从行为目的来看，国
际旅游合作的目的是谋发展，即着眼于经济利

益和文化利益；而旅游外交除此之外还有特殊

的意图，即通过调整出入境旅游政策来控制旅

游流，从而配合国家安全、国民安全，以及国家

间外交对抗与和解等方面，其目的除经济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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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４ 页。
李飞：“论旅游外交：层次、属性和功能”，《旅游学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３－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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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利益，还涉及安全利益、外交利益和政治利

益等。 另外，国际旅游合作在于达到行为主体

双向互利的共同目的，而旅游外交既可实现双

向互利，又可因维护自身利益而导致另一方不

利，即单向制约，甚至双向损益。

二、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

外交的历史基础

　 　 太平洋岛国是中国推进“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拓展南南合

作的重点示范区域。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习近平主

席访问斐济并与 ８ 个建交岛国的领导人举行集

体会晤，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元

首首次正式访问太平洋岛国，首次与建交岛国

领导人进行集体对话，②双方重点明确了建立相

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下简称战

略伙伴关系）。 中国对建交岛国政策的制定，是
中国一贯奉行的对外政策③ 的具体和深化。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

（下文简称巴新）并同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第二

次集体会晤，将双方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

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下简称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建交岛国的政

策。 中太旅游外交是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业

发展，以及双方关系发展的时代产物，已有十多

年的历史，在落实中国对建交岛国政策与处理

中太关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１　 开端：中国加入区域旅游组织和双方制定

宏观政策

２００４ 年，中国以首个域外大国身份加入南

太平洋旅游组织（ＳＰＴＯ），④拉开了中国与太平

洋岛国旅游外交的序幕。 自此，中国陆续同建

交岛国签署中国旅游团队赴岛国旅游实施方案

的谅解备忘录，除纽埃之外的 ９ 个建交岛国均

被批准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 同

时，太平洋岛国积极推出针对持普通护照中国

公民的入境便利政策。 在 １０ 个建交岛国中，除
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建交、复交的所罗门群岛和基

里巴斯以外，其余 ８ 个岛国均对中国公民免签

或落地签；另外，非建交岛国帕劳和图瓦卢对中

国公民落地签。 中太旅游外交的初期主要通过

加入区域旅游组织和制定宏观政策来引导中太

旅游往来，促进双方友好关系发展。 正如习近

平主席指出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心相通”，“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

友谊的桥梁”，“旅游是增进人们亲近感的最好

方式”。
２．２　 发展：双方国家领导人推动中太旅游外交

大发展

自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建交太平洋岛国建立战

略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国家领导人不断推进中

太旅游外交进程。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习近平主席派

国家旅游局局长担任国家主席特使出席汤加图

普六世（Ｔｕｐｏｕ ＶＩ）国王加冕典礼，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国家旅游局局长首次以国家主席特使

的身份出访，而对象国正是太平洋岛国，凸显了

中太旅游外交在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整体外交中

的重要地位。 图普六世国王称赞，中方带去的

百名旅行商考察和千名中国游客访汤计划⑤是

习近平主席最了解汤加王国需要而送给汤加的

一份“厚礼”。⑥ ２０１６ 年，载有 ２ ０００ 多名中国游

客的中国首个 ４６ 天环南太平洋邮轮抵达太平

洋岛国之时，引起广泛反响，汤加王国王储图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喻常森：“太平洋岛国在 ２１ 世纪中国战略谋划中的定

位”，载喻常森主编：《大洋洲蓝皮书：大洋洲发展报告（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 页。

王玮、韩锋、陈须隆、金灿荣：“中国外交全球战略新布

局———习近平主席出访太平洋岛国的重大意义”，《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３ 页。

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

和合作。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

版，第 ４１５ 页。
南太平洋旅游组织（ＳＰＴＯ）包括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瑙鲁、马绍

尔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

岛、东帝汶、托克劳、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瓦利斯和富图纳群

岛、拉帕努伊岛和中国等 ２１ 个政府成员，以及约 ２００ 个私营部门

成员。 中国是加入该组织的第 １３ 个政府成员，同时是该地区之外

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大国成员。
该百名旅行商考察是中国旅游业界第一次大规模赴汤加

考察，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７ 月 ３０ 日由国家旅游局分批组织完

成；千名中国游客访汤计划于次年成行。
吴俊：“一次务实友好的‘外交之旅’”，《中国旅游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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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阿·乌库卡拉拉（Ｔｕｐｏｕｔｏ ａ Ｕｌｕｋａｌａｌａ）、首相

阿基利希·波西瓦（Ａｋｉｌｉｓｉ Ｐｏｈｉｖａ）、瓦努阿图总

理夏洛特·萨尔维（Ｃｈａｒｌｏｔ Ｓａｌｗａｉ）等多国领导

人亲自迎接。 同年，李克强总理出席首届世界

旅游发展大会①开幕式并致辞，瓦努阿图副总理

兼旅游商务部部长乔·纳图曼（Ｊｏｅ Ｎａｔｕｍａｎ）参
会并在高峰论坛环节发表了主旨演讲。 时至

２０１８ 年，中太双方国家领导人第二次集体会晤

在确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达成了举办

２０１９ 年“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以下简称

中太旅游年）的重要共识。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 库克群岛总理亨利 · 普纳

（Ｈｅｎｒｙ Ｐｕｎａ）、斐济总理乔萨亚·沃伦盖·姆

拜尼马拉马（Ｊｏｓａｉａ Ｖｏｒｅｑｅ Ｂａｉｎｉｍａｒａｍａ）等领导

人向“中太旅游年”开幕式致贺词、贺电。 这一

时期，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出境

旅游市场和旅游产业优势凸显，因而其作为重

要的外交资源，服务国家对外政策，而国家领导

人的高度重视大大推动了中太旅游外交的

发展。

２．３　 推动：民间参与旅游外交捍卫国家利益

在未与中国建交的 ４ 个太平洋岛国中，帕
劳与中国的关系备受关注。 帕劳是 １４ 个太平

洋岛国中最依赖旅游业的国家之一，旅游业及

相关服务业收入曾占帕劳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的 ８０％以上。② 帕劳凭借优越的旅游资源、较近

的地理位置优势和直航便利，对中国游客独具

吸引力。 帕劳不在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

地之列，但由于帕劳对中国公民落地签，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帕劳太平洋航空公司开通香港至

帕劳的直达航线以来，到帕劳旅游的中国大陆

游客迅速增多。 据南太平洋旅游组织报告显

示，２０１３ 年之前，帕劳接待的日本、韩国游客居

多，中国台湾地区游客也占据一部分市场。 而

２０１４ 年，帕劳接待中国大陆游客 ３９ ３８３ 人，占帕

劳游客接待总量的 ２８％，中国自此超过日本，成
为帕劳第一大客源市场。 ２０１５ 年，中国大陆游

客猛增到 ８７ ０５８ 人，占帕劳游客接待总量的

５３．８％。 然而 ２０１６ 年，因台湾地区第三次政党

轮替以及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该年前往

帕劳的中国大陆游客大幅减少至 ６４ ９９０ 人。
２０１７ 年，中国游客量继续降至 ５７ ８６６ 人，比

２０１５ 年减少三分之一，但仍占帕劳游客接待总

量的４７．４％。③ ２０１８ 年，帕劳总统汤米·雷门格

绍（Ｔｏｍｍｙ Ｅ． Ｒｅｍｅｎｇｅｓａｕ Ｊｒ．）的立场重申引起

中国民众强烈不满，游客骤减，导致专营中国香

港往返帕劳航线的帕劳太平洋航空公司严重亏

损，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底被迫停运。 不仅如此，帕
劳国内诸多旅行社、酒店、餐馆和游船因而闲

置，华人投资建设的旅游项目暂停施工，帕劳旅

游业遭受沉重打击。 帕劳总统就此特向美国和

日本请求援助，以帮助其旅游业。④ 该旅游外交

事件体现了中国庞大的出境旅游市场作为外交

资本在捍卫国家利益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２． ４ 　 “里程碑”： ２０１９ “中国—太平洋岛国

旅游年”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启动的“中太旅游年”成为

中太旅游外交顶层设计的重要成果，是中太旅

游外交的“里程碑”事件。 “中太旅游年”系列

活动及取得的成效主要有：（１）通过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在萨摩亚阿皮亚举办的“中太旅游年”开幕

式，以及 １１ 月在中国昆明举办的中国国际旅游

交易会开馆仪式暨“中太旅游年”闭幕式，向世

界展示太平洋岛国的独特魅力，使太平洋岛国

旅游成为业界、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热点，知名度

大大提升。 （２）在萨摩亚阿皮亚、斐济楠迪、中
国昆明举办数场大规模旅游业界交流洽谈会，
推动太平洋岛国与中国各省及世界各国的旅游

企业和政府机构开展深度旅游交流与合作。
（３）在中国广东省和海南省为来自 ７ 个太平洋

岛国和南太平洋旅游组织的数十名旅游部门官

７８

①

②

③

④

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由中国政府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共同主办，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２１ 日在北京举行，是中国首

次主办的世界级旅游盛会。
李德芳编著：《帕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９７－１００ 页。
由作者根据南太平洋旅游组织报告数据整理而成，本文均

采用修正数据。 参见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ｖｅｌ，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帕劳为应对中国‘旅游禁令’求助美日”，《环球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ＫａＮ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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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企业高管开班培训，分享管理方法和实践

经验，促进中国旅游经验“走出去”。 （４）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第二艘环游南太平洋邮

轮搭载 ２ ３８２ 名中国游客，历时 ５３ 天，深度游览

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中国与岛国

的民间交流和友谊。 （５）在“中太旅游年”框架

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为岛国编写

了《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市场合作与开发战

略规划》，同时南太平洋旅游组织启动了“中太

旅游发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倡议，为未来双方旅游合

作指明了方向。 “中太旅游年”的成功举办，是
双方国家领导人重视、政府统筹、旅游业界和民

众积极参与的共同结果。 “中太旅游年”将中太

旅游外交推向高潮，对中太关系发展产生了重

大推动作用。

三、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外交

的现实动力

　 　 “中太旅游年”刚刚结束，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底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宣
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以来，截至 ５ 月 １１ 日，全球 ２１７ 个旅游目

的地全部出台了针对国际旅客的旅行限制政

策，其中 ７２％的目的地向国际游客关闭了边

境；①截至同年 １１ 月 １ 日，全球仍有 ２７％的旅游

目的地对国际游客完全关闭边境，其中边境关

闭最多的地区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该区 ５９％
的目的地保持边境完全关闭。② 受此影响，世界

国际旅游业遭遇了自 １９５０ 年有记录以来最严

重的危机。 据世界旅游组织（ＵＮＷＴＯ）最新数

据，２０２０ 年全球国际旅游者（入境过夜游客）比
２０１９ 年减少了 １０ 亿人次，降幅高达 ７４％，这意

味着世界国际旅游收入（出口收入）损失约 １．３
万亿美元，是 ２００９ 年全球经济危机所造成损失

的 １１ 倍以上；也意味着国际旅游业已回到 ３０ 年

前的水平；预计国际旅游业可能需要两年半至

四年时间才能恢复到 ２０１９ 年的水平。③ 而国际

旅游业是多数太平洋岛国的支柱产业，④其中帕

劳、瓦努阿图、斐济这三个岛国位列世界上 ２０

个最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⑤ 可见，以国际旅游

业为主的太平洋岛国经济体在疫情中首当其

冲。 当前是太平洋岛国最艰难的特殊时期，中
太旅游外交的先行先导意义重大，其动因如下：
３．１　 推进“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落后，多

数岛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图瓦卢、基里巴斯、
所罗门群岛三个“最不发达国家”。⑥ 岛国工业

落后，农业发展缓慢，服务业是其主导产业，市
场较为开放，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内外部市场环

境、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⑦经济脆弱，
波动较大，⑧一直以来，多数岛国经济的发展依

赖海外侨民汇款和外国援助。⑨ 其中 １０ 个太平

洋岛 国 在 世 界 援 助 依 赖 国 排 名 中 位 列 前

２０ 位。

为了防控疫情，岛国政府一再延长边境封

锁时间，其对国际旅游业和外部市场的依赖导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世界旅游组织：全球 ２１７ 个旅游目的地 １００％对国际游

客实施旅行限制”，联合国新闻网，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０５７０４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ｒａｖｅ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ｉｇｈ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ＮＷ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ｕｎｗｔｏ． ｓ３． ｅｕ － ｗｅｓｔ － １． 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 ｃｏｍ ／ ｓ３ｆｓ － ｐｕｂｌｉｃ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０１２０２－Ｔｒａｖｅｌ－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ｐｄ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ＵＮＷ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ｗｔｏ．ｏｒｇ ／ ｕｎｗｔｏ－ｗｏｒｌ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ｄａｔａ．

叶芳、吴 高 峰： “ 南 太 平 洋 岛 国 经 济 运 行 轨 迹 分 析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４８
－５１ 页。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ｏｄ， “ 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Ｍｅ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ｓ，” ＤＥＶ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ｒｃｈ ３０，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ｖ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ｃｏｖｉｄ－１９－ｍｅ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ｓ－２０２００３３０ ／ ．

瓦努阿图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获联合国批准，结束最不

发达国家行列，归为发展中国家类别，同时获准将所有国际支助措

施再延续五年。
Ｃｈｌｏｅ Ｋ． Ｈ． Ｌａｕ， 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ｍａｌｌ

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２０１９， ｐ． ６６５．

同④。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ｏｗ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Ｓｕｒａｎｄｉｒａ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ＤＥＶＰＯＬＩＣ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ｖ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
２０２００８１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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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遭受重大打击。 据亚洲

开发银行（ＡＤＢ）最新发布的《太平洋经济监测》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报告预测，２０２０ 财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１３ 个太平洋岛国

（无纽埃数据）中 １０ 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负

增长，其中 ３ 个岛国降幅超过 ９％，分别是斐济

（ － １９． ８％）、 帕 劳 （ － １３． ８％） 和 瓦 努 阿 图

（－９．８％）。① 主要原因是这三国对国际旅游业

的依赖程度最高。 其中，斐济因对援助的依赖

程度最低，②其受疫情的冲击最大。 疫情使岛国

旅游业瘫痪，航空公司、邮轮公司、酒店、度假

村、饭店、旅游景点、旅行社、车船公司、旅游商

品店，以及整个产业链的相关供应商和销售商

濒临金融灾难，失业率剧增。 例如，斐济全国三

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无薪休假或工作时间减

少；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瓦努阿图旅游从业人数减

少约 ６４％。③ 疫情导致最无力偿还债务的太平

洋岛国债务不断增加，帕劳、瓦努阿图等国领导

人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向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

机构呼吁减免太平洋岛国债务。
旅游业作为岛国的重要生命线，多数岛国

政府将其确定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优先领域。 由

于中国是太平洋岛国旅游业的第四大客源市

场，④同时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新兴客源地，⑤

疫情下太平洋岛国更加迫切地开展对中国的旅

游外交。 例如，斐济旅游局一如既往重视对中

国市场的旅游营销，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至 ７ 月预售

酒店（先购买后定出行日期）成交总额高达数百

万元人民币；还推出“斐济关怀承诺”项目，针对

国际边境开放后的游客安全旅行做出保障承

诺，以增强中国游客出游斐济的信心。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瓦努阿图驻上海总领事馆与中国内地的航

空公司、旅行社和餐饮企业签订包机直航等旅

游合作协议，为推进双方旅行限制取消后的直

航便利、游客增长及海产品进出口贸易做好准

备。 可见，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在太平洋

岛国最艰难、最需要的时期开展旅游外交，相对

以往更能推进中国与建交岛国“相互尊重、共同

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３．２　 服务中国整体外交

太平洋岛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复杂，是中国

外交的重要对象，存在诸多原因。 第一，近年

来，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出于地缘

政治考量，纷纷扩大在该地区的存在，使该地区

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并把中国作为警惕、防
范与遏制的对象。⑥ 不但在岛国渲染“中国威胁

论”“警惕中国影响力”，抹黑“中国援建”“中国

贷款”，而且还对中企海外项目进行打压。 例

如，２０１８ 年中国援建的萨摩亚法莱奥洛国际机

场的新航站楼就曾引起澳大利亚官员及媒体攻

击，引起较大反响。⑦ 再如，近年来，澳美多次以

“威胁国家安全”和“情报收集”为由，对中企参

与竞标岛国的海底光缆网络基建项目进行阻

挠。⑧ 第二，尚有 ４ 个岛国与中国台湾地区“邦
交”，其关系发展走向关乎对“一个中国”的立

场。 第三，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岛国出现疫情之后，各
大国掀起新一轮的疫情援助和疫情外交，该地

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 例如，疫情下，美
国加大了对帕劳的援助力度，向其分批提供新

冠疫苗，可能使帕劳成为全球首批大范围接种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ＡＤＢ，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２２６１７ ／ ＳＰＲ２００３９０－２．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Ｊｏｂ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８３５１３１６０８７３９
７０９６１８ ／ ｐｄｆ ／ 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Ｊｏｂ－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ｐｄｆ．

参见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ｖｅ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综述：‘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成果显著”，新华网，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１０ ／ ２３ ／
ｃ＿１１２５１４１９６３．ｈｔｍ。

史春林：“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回顾与展望”，《当代世

界》，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３７ 页。
陈晓晨、吕桂霞、池颖： “援建南太，中国凭什么被抹

黑！”，《环球时报》，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Ｋ６ｍｃｍ。

Ｆｕｍｉ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ｄｓ ｏ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ａｂｌｅ Ｒａｉｓｅ
Ａｌａｒｍ ｉｎ ＵＳ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ＩＫＫＥＩ ＡＳ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２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ａｓｉａ．ｎｉｋｋｅｉ．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ｉｄｓ－
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ａｂｌｅ－ｒａｉｓｅ－ａｌａｒｍ－ｉｎ－ＵＳ－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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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的国家之一。① ２０２１ 年初，美媒彭博社

刊发澳智库研究员抹黑中国对岛国抗疫支持力

度的报道，②引发国内外进一步关注。 旅游外交

也成为疫情下重要的外交窗口。 澳新美中作为

太平洋岛国的前四大旅游客源国，③均已开展对

岛国的旅游外交。 澳新借助区位优势试图通过

将太平洋岛国纳入“跨塔斯曼旅行泡泡”（Ｔｒａｎｓ⁃
Ｔａｓｍａｎ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ｕｂｂｌｅ）④的方式来帮助岛国恢复

旅游业，但受其疫情反复影响，暂未开通澳新至

岛国的无隔离旅行， “跨太平洋旅行泡泡”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ｕｂｂｌｅ）尚未实现；美国和中国主

要采取向南太平洋旅游组织捐款的方式帮助岛

国旅游业恢复。 另外，中国台湾地区也计划通

过“旅行泡泡”推进与帕劳的关系，但受制于台

湾地区疫情和帕劳有限的医疗能力，该计划仍

处于筹备阶段，尚未落地。
新形势下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开展旅游外交

意义重大。 其一，更能体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理念。 新形势下开展中太旅游外交，将中国和

岛国旅游同业和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

联系在一起，更能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
患难知真交，有利于夯实国家关系的民间基础，
促进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价值观的正向认同。 其

二，通过旅游外交服务中国与非建交岛国外交。
对于与中国有交好意向的非建交岛国，开展旅

游外交可增进岛国旅游业和经济复苏的信心，
通过推进双方的旅游政策来重点帮扶，利用疫

后旅游的连锁带动效应来提振经济并创造就

业，或能为改善双边关系、推进建交进程创造有

利时机。 而对于对中国不友好的非建交岛国，
亦可延续疫情下的中国出境旅游限制政策，持
续制约双边旅游往来，通过旅游外交服务国家

整体外交。

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外交

的路径选择

　 　 疫情下，多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旅游业复苏

做出努力，但受疫情蔓延波动和持续旅行限制

的影响，总体而言进展缓慢。 况且，即使放松严

格的边境入境政策也不足以促进复苏。⑤ 新冠

肺炎疫情使国际形势和旅游行业规则发生了深

刻变革，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应把握时机，
转变思路，寻求突破，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实施

路径。

４．１　 加强顶层设计，主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

特殊时期的中太旅游外交应把控全局，做
好顶层设计，统筹各层次旅游外交，为国家整体

外交服务。
第一，编制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合作战略

规划。 疫情迫使传统的行业规则发生转变，世
界旅游组织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发布的《重启旅游

业的全球准则》 （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ａｒ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提出了旅游业复苏的优先事项、安全

无缝的国际旅行流程，涵盖边境管理、公共和私

营部门的跨领域合作、航空管理、接待、旅行社、
会议和活动、景区管理，以及目的地规划和管理

等八大方面的行业准则，为重启国际旅游业指

明了方向，让全球旅游业界信心倍增并明确了

工作任务。 因而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应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重启旅游业的全球准

则》为指引，编制新冠肺炎疫情下和疫后中太旅

游合作战略规划，掌握疫情下建交岛国旅游业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ｌａｎ Ｗｅｅｄｏｎ， Ｅｖａｎ Ｗａｓｕｋａ ａｎｄ 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 Ｃａｒｒｅｏｎ，
“Ｐａｌａｕ Ｃ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Ｂｅ 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ｅｄ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ＡＢＣ ＮＥＷ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５，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ｂｃ． ｎｅｔ． ａ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５ ／ ｐａｌａｕ － ｍａｙ － ｂｅｃｏｍｅ － ｆｉｒｓｔ －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 １３０３００１２．

Ｊａｓｏｎ Ｓｃｏｔｔ，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Ｇｒｏｗｓ
ａ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ａｎｅｓ，”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１－０１－０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ａｋｅｓ－ｇａｉｎｓ－
ｉ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ｓ－ｃｏｖｉｄ－ｈｉｎｄｅｒｓ－ｃｈｉｎａ．

参见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ｒａｖｅ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旅行泡泡”，又称共同安全旅行圈或旅游走廊，指在全

球疫情导致边境封锁的大环境下，疫情控制较好、互相信任检疫措

施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解除旅行禁令，开放边境、交通和旅游往

来（游客入境不需要进行隔离），以重新建立国家间的联系以及重

振旅游业和经济。
“Ｈｏｗ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３０３９７１６１１０７０７５５２１１ ／ ｐｄｆ ／ Ｈｏｗ－Ｃｏｕｌｄ－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ｓｔ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ｖｅ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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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困境及需求，探索岛国旅游业发展创新

机制，研究确定双方旅游合作战略，制定帮助岛

国旅游业复苏和振兴计划及具体方案。 例如，
开展对岛国的旅游援助，统筹双方各级政府及

旅游部门、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开展中国

旅游发展先进技术、经验与太平洋岛国对接，为
开放国际旅行后岛国旅游业的复苏和可持续发

展谋划出路。
第二，旅游外交服务中国与帕劳外交。 帕

劳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人口约 １．８ 万，是
一个经济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弱小经济体。 由

于帕劳重要的地理位置及持续的帕美《自由联

系条约》（包括财政援助和军事合作）基础，①疫

情促使帕美关系更加紧密。 ２０１８ 年，中国并未

发布针对中国公民赴帕劳旅游的旅游禁令，②后

来随着事件冷却仍有不少个人和散客团前往帕

劳旅游；帕劳 ２０１９ 财年，中国大陆仍是帕劳第

一大客源市场，占帕劳游客接待总量的近三分

之一，③对帕劳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然而帕劳尚

有负面言论。④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后，各国

经济遭受重创，国际局势紧张加剧。 新形势下，
和平与发展才是全球紧迫的共同目标。 中国可

根据与帕劳的双边关系进展情况，调整疫后对

帕劳的旅行政策，如取消旅行限制或严格实施

旅行限制政策，通过旅游外交来表明立场和态

度，以服务于中国整体外交。
４．２　 深化多边和双边旅游外交机制，拓宽旅游

外交维度

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应在前期发展的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多边和双边旅游外交机制，
拓宽旅游外交维度，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中太

旅游外交网络。 第一，发挥南太平洋旅游组织

的区域联动作用。 新形势下更要通过南太平洋

旅游组织，推动中国和岛国建立多边和双边对

话与合作平台，支持各级政府、旅游企业、行业

组织和智库机构积极参与中太旅游政策制定，
推动交流合作。 第二，建立多边和双边旅游部

长级会晤机制。 召开中太旅游部长会议，对国

际旅游开放后的旅游政策进行协商，重点推进

尚未对中国免签或落地签的岛国及区域整体的

入境便利政策，以及推出旅游补贴政策等。 第

三，推进双边省市间的旅游外交。 中国与太平

洋岛国共建立了约 ２０ 对国际友好城市（省州）
关系，主要集中在中国及岛国经济与旅游业发

展较好的城市或省份，在开展跨国合作方面具

有良好的基础。 可充分借助国际友好城市关

系，开展重点帮扶，促进双方在旅游营销、投资、
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加强

旅游企业、机构组织的参与。 政府应充分利用

旅游产业优势，统筹旅游企业、机构组织等旅游

外交的参与主体充分发挥能动作用。 新形势

下，应针对疫情对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新要求进

一步加强旅游电商、旅行社、酒店、景区和智库

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旅游市场营销、从业人员

在线培训、旅游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及旅游投

资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加快推进太平洋岛国知

名度和旅游接待水平的提升。
４．３　 开展中国旅游发展先进技术、经验与太平

洋岛国对接，深化旅游外交内容

区域旅游合作主要通过人员、资本、技术、
信息和物资等经济要素的流动来完成，疫情限

制了出游的人流，但限制不了资金流、技术流和

信息流。 后工业时代的竞争是知识和技术的竞

争，新形势下的中太旅游外交应由疫情前以输

出中国游客为主的“客源外交”向疫情下贡献中

国智慧转变，实现中国旅游发展先进技术和经

验与太平洋岛国旅游业发展的有效对接。
其一，开展数字技术合作。 疫情对国际旅

游业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如共享数据（追踪应

用程序），非接触式预定、付款、登机和入住等，
需将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进行数字化升

１９

①

②

③

④

李德芳编著：《帕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７７－２１７ 页。

“帕劳为应对中国‘旅游禁令’求助美日”，《环球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ａＫｒｎＫａＮｕＴ。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ＡＤＢ，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２２６１７ ／ ＳＰＲ２００２１３－２．

Ｂｅｒｎａｄｅｔｔｅ Ｃａｒｒｅｏｎ， “Ｐａｌａｕ’ｓ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ｏｗｓ ｔｏ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ｔｏ ‘ Ｂｕｌ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１ ／ ｊａｎ ／ １８ ／ ｐａｌａｕｓ － ｎｅｗ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ｖｏｗｓ－ｔｏ－ｓｔａｎｄ－ｕｐ－ｔｏ－ｂｕｌｌ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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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全球领先，①新形势下

的中太旅游外交应顺势而为，伴随国内大力推

动及发展的“新基建”，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５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和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接到太平洋岛国。 例

如，手机软件（ＡＰＰ）营销、预约、购票、支付，人
流追踪，健康码，目的地“一机游”，景区智慧导

览，客流监控，酒店刷脸入住，以及数字博物馆

等技术，开展在线培训和洽谈交流，促进具体项

目投资建设，对岛国旅游设施进行大数据化、智
能化升级改造，以满足新形势下旅游业发展的

新增需求，提升游客出境旅游信心和安全保障，
提高岛国旅游业运营、服务和管理水平，增强疫

后岛国旅游业竞争力。
其二，加强旅游经验对接。 太平洋岛国政

要多次在重大活动中表示岛国需要学习中国

旅游发展经验，需要获得中国旅游业界更多的

支持。 中国诸多成功的旅游地与太平洋岛国

的旅游资源和发展背景相似，在拉动经济发展

和文化传承方面成效显著。 在推进“２１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中国旅游发展经

验对岛国旅游业发展的意义重大。 新形势下，
中太旅游外交应依托太平洋岛国国情、旅游业

发展实际，以及岛国政府对旅游业的发展理念

和发展战略，挖掘能与其对接的中国旅游发展

方案，积极引导中国智慧“走出去”，推动国际

旅游业合作共荣，助力疫后岛国旅游业发展。
例如，针对岛国经济受疫情冲击的实际情况、
自然人文特色兼备但文化挖掘不足，以及旅游

资源脆弱的特点，②结合岛国一直以来“旅游不

足”③的发展情况，重点输出中国在旅游扶贫、
智慧旅游、遗产旅游、古村落旅游、旅游小镇、
博物馆旅游、生态旅游、海岛旅游、全域旅游、
体育旅游、康养旅游及节庆旅游等方面的成功

经验，开展在线交流培训和项目合作，连同先

进技术，做到精准援助、精准供给与精准对接。
在保护岛国自然资源和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前

提下，丰富产业内涵，优化游客体验，提升岛国

旅游业内生力，以实现疫后太平洋岛国旅游业

可持续发展。

４．４　 培育疫后太平洋岛国旅游增长极，提高旅

游外交效率

太平洋岛国旅游业发展进程不一，疫情下

的中太旅游外交必须有所侧重，培育疫后增长

极，才能在双方国际旅游开放后取得好的效果。
在 １０ 个建交岛国中，鉴于斐济和瓦努阿图

旅游资源优势互补、旅游开发基础较好、疫情前

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贡献最大、经
济社会发展受疫情冲击最大，且两国政府较为

重视中国市场、与中国在直航方面的进展较有

成效，④适合承担疫后太平洋岛国旅游增长极。
在中国境内，可考虑选取上海作为面向太

平洋岛国的重要门户。 其一，斐济、瓦努阿图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除了在北京设立驻华大使馆，
还在上海设立驻上海总领事馆或名誉领事馆，
与上海在多个领域往来密切。 其二，上海是斐

济、瓦努阿图、萨摩亚等岛国政府授权的综合性

投资贸易及文化旅游交流服务平台“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别（地区）中心南太平洋

岛国联合馆”所在地，是斐济旅游局大中华区办

事处所在地，是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举办地之

２９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ｃｏｍ ／ ～ ／ ｍｅｄｉａ ／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Ｍｅｄｉａ
％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ｇｈ％ ２０Ｔｅｃｈ ／ Ｏｕｒ％ ２０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Ｃｈｉｎａ％ ２０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ｔｏ％ 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ＭＧ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Ｄｅｃ－
２０１７．ｐｄｆ．

参见刘建峰、王桂玉编著：《太平洋岛国旅游之密克罗尼

西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等。
即与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常见的 “过度旅游” 相对。

Ｊｏｓｅｐｈ Ｍ． Ｃｈｅｅｒ，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ｒａｔｔ， Ｄｅｎｉｓ Ｔｏｌｋａｃｈ，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ｉｌｅｙ， Ｓｅ⁃
ｍｉｓｉ Ｔａｕｍｏｅｐｅａｕ， ａｎｄ Ａｐｉｓａｌｏｍｅ Ｍｏｖｏｎ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Ｒｏｕｎｄ⁃Ｕｐ，” Ａｓｉａ ＆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４５７．

疫情前，１０ 个建交岛国中只有斐济和巴新开通有直达中

国香港的航班，与中国内地城市均无直达航线；疫情下，瓦努阿图

与中国内地航空公司签署包机直航合作协议，推进双方国际旅游

开放后与中国开通直航。 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报告显示，２０１９
年，瓦努阿图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分别为

３４．７％和 ３６．０％；斐济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综合贡献率

分别为 ３４．０％和 ２６．３％；而巴新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的

综合贡献率均为 ２．２％，在建交岛国中比值较低，不适合作为疫后

岛国旅游增长极，故疫情下中国不需将其作为开展旅游外交的重

点对象。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ｖｅｌ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ｔｔｃ．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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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太平洋岛国在旅游宣传营销及包机旅游

等方面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 其三，上海市

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市缔结友好城市已长达

２７ 年，双方在经贸、建筑、教育和医疗等诸多领

域开展了务实合作，为深入开展疫情下和疫情

后的旅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形势下，以上海为依托，可首先对斐济和

瓦努阿图开展中国旅游发展先进技术和经验方

面的旅游援助，特别加大对刚走出最不发达国

家行列的瓦努阿图的旅游援助力度。 其次，除
了疫情前运营已久的中国香港至斐济楠迪直航

航线，可鼓励航空公司疫后开通上海至瓦努阿

图维拉港市的包机直达航线。 再次，疫情后人

们的出境旅游决策或将从传统大众热门出境旅

游目的地向高端小众旅游目的地转变，而对中

国游客来说，太平洋岛国一直是高端小众旅游

目的地。 可考虑疫情后举办针对瓦努阿图、斐
济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联合旅游推介会，并借助

旅游电商、影视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对全

球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最少、疫情控制最好的太

平洋岛国的旅游宣传，使太平洋岛国成为中国

公民疫后出境旅游首选的安全旅游目的地。 总

之，在对太平洋岛国开展旅游援助提升其安全

接待能力的同时，开展旅游营销，推动疫后包机

直航，或可实现新形势下中太旅游外交进一步

发展。

五、结　 语

旅游外交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手段在国

际社会运用已久，作为一种外交方式，旅游外

交的实质是以推动或限制国际旅游的方式实

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旅游外交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是国家、政府、业
界和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落实中国对建交

岛国政策和处理中太关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给国际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危机，也给中太关系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形势下推动中太旅游外交的现实动力：对于

建交岛国而言，一方面，将增强旅游业界的信

心，为岛国旅游业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为疫后

重振岛国经济及其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进而推进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

面，将更好地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促进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价值观的正向认同，进
一步推进中国与建交岛国的友好关系。 对于非

建交岛国来说，可根据双边关系进展，通过旅游

外交服务国家整体外交。
新形势下，中太旅游外交的实施路径主要

从旅游外交方向、维度、内容和效率四个方面着

手。 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主动服务国家整体

外交。 对于建交岛国，编制新形势下的旅游合

作战略规划，统筹全局，指引方向；对于非建交

岛国，重点关注最依赖国际旅游业且中国作为

其第一大旅游客源市场的帕劳，根据中帕双边

关系进展情况，以旅游外交服务中国与帕劳外

交。 其次，深化区域层面、各级政府层面及民间

层面的多边和双边旅游外交机制，拓宽旅游外

交维度。 再次，由疫情前以输出中国游客为主

的“客源外交”向疫情下贡献中国智慧转变，开
展中国旅游发展先进技术、经验与太平洋岛国

对接，深化旅游外交内容。 最后，培育疫后太平

洋岛国旅游增长极，即疫情下重点对斐济和瓦

努阿图开展中国旅游发展先进技术和经验方面

的旅游援助，提高旅游外交效率。
本文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外交的历史

与现实进行研究，时间上跨越疫情前后，理论上

阐释了旅游外交的概念和特征，实践上丰富了

旅游外交案例研究。 疫情前和疫情后的旅游外

交以“客源外交”为主，而疫情下的旅游外交有

所不同，应重点转向贡献中国智慧和开展对外

旅游援助。 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探讨中国对

太平洋岛国开展旅游援助的关键成功因素，以
深化旅游外交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内容体系。

编辑　 贡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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