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02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刘凌林 E-mail：liulinglin@163.com 校对：高秀峰 美编：王祯磊

19

“太高兴了，一定会很有趣。 ”生
在南昌长在南昌的陈蔚明对于春节
期间将随父母开始 15 天的江西自
驾游充满期待。

山水旅游占全省
旅游收入的 60%
2 月 5 日， 记者随着陈蔚明来

到了车库， 正好看到陈蔚明的爸爸
陈国庆正准备着江西各地年味游的
攻略笔记。

陈国庆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
者，“我今年难得有时间可以和家人
在一起，所以想带着家人到处走走，
加上现在江西 9 日起 7 天所有收费
公路小车免费通行， 再加上近几年
红色旅游成为江西的旅游特色，所
以萌生了 15 天江西自驾游的想
法。 ”

据陈国庆透露， 他们一家是以
山为主题的行程。 江西有 16 座名
山，座座风光旖旎，文化底蕴厚实，
也几乎都与红色紧密相连， 井冈山
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第一山”；庐山
是国共合作的一座桥梁； 三清山是
红十军常驻地和活动地……

山水旅游是江西旅游最重要的
资源， 山水旅游景区是提高江西旅
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主要载体，数
据显示， 山水旅游占到了全省游客
接待和旅游收入总数的 60%。

“陈国庆虽然做足了攻略，或

许，他还遗漏了一个特殊的环节。 ”
江西某红色旅游公司的旅游向导陈
雪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他忽略
了春节假期自驾游的路况。 ”

据陈雪介绍，按照往年经验，春
节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一般比国庆
假期增加 20%，去年国庆期间，江西
省有 353 万辆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
路， 这也就是说， 春节免费通行期
间， 江西省预计有超过 420 万辆小
车免费走高速。

江西省交通部门在 2 月 6 日发
出的出行提示也印证了陈雪的话，
“春节高速免费通行实施后，高速公
路车流量将大增， 一些主要高速公
路和主要收费站将出现车流井喷的
现象。 ”

“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
杯茶， 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
香啊”，“前人栽茶后人尝啊，革命种
子发新芽， 年年生来处处长”，“喝

了红色故乡的茶” ……江西民歌不
仅流露出江西人的好客， 更显现出
独具江西特色的红色旅游 style 风。

据陈雪介绍， 今年春节假期期
间，还有大量来自台湾、香港和东南
亚等地的旅游团队来到江西庐山观
光游览。 境外和海外市场的爆发性
增长成为江西省旅游市场的大趋势
和崭新亮点。

到 2015年旅游综合收入
达 1500 亿元
江西风景独好。 江西的山水和

文化交相辉映， 构成了江西品味独
特的旅游资源优势。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状态下， 要充分发挥山水旅游资源
优势，紧贴旅游消费市场，深入挖掘
文化内涵， 积极创建一批精品和特
色山水旅游景区； 要重点抓好资源

环境保护、 产业链延伸和水域资源
开发。 ”江西省政府副省长朱虹说。

到 2015 年，江西省山水旅游年
接待人数达 1.8 亿人次、 旅游综合
收入达 1500 亿元，产业规模、质量、
效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南昌作为江西省会城市， 一直
是江西省打造文化旅游集聚地的重
点城市之一。

2 月 6 日，江西省直宣传文化系
统单位与南昌市人民政府举行重点
文化项目意向合作对接座谈会。 会
上，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主要包括
南昌市九龙湖等地新建或改造的
13 个重点文化项目， 总投资额 157
亿元。

“虽然这些项目还没有开工，但
是我已经可以想象那是多么开心的
一件事。 ”家住南昌滕王阁附近的贾
子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贾子龙来自江西赣南茶乡安
远， 今年 66 岁，10 年前随着儿子定
居南昌，现在在南昌开了一家茶庄。

贾子龙在夏天有时会提着一壶
茶和老伴步行近 1 个小时来到位于
红谷滩区的秋水广场观喷泉观夜
景。

贾子龙边品着茶边向记者诉说
着南昌对水的偏好，“南昌已不再是
旧模样，现在的八一广场、秋水广场
等场所建的非常漂亮， 晚上的景色
吸引着很多人来玩。我经常看到‘老
外’出现在秋水广场。 ”

时不时茶香就飘进记者的鼻
子，浓浓的年味就在茶香中远飘。

本报记者 万斯琴

江西“山水”游

一线

郭鹏飞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和
调结构的必然方向，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一些新的产业
发展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的增长。

记者：您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新一届领导人上
台后，您对宏观政策有什么期待？

郭鹏飞： 总的来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
了，GDP增速逐步缓慢下降是未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速超过
9%，但由于两大因素的限制，已经无法再支持经济的高增长。

首先是自然资源和土地（金属资源、能源资源、房地产价
格）， 其次是刘易斯拐点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趋势性下降，经
济增速提高必然导致要素价格上升而产生严重通货膨胀。
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廉洁务实的作风，关于改革的言论及反腐
的行动，明显改善了政府的形象，市场对深化改革的预期也大
大增强。

但我们认为， 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并不是很快就能见效的
事情，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可能立即出现明显变化，实体经济有
其客观的内在规律。我们判断，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
走势可能都会以平稳为主，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记者：您认为 2013 年房价的波动会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
影响？ 反映到股市上，如何看到房地产板块的投资机会？

郭鹏飞：房价的大幅波动，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将对
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都不利于房地产板块的股价表现。
如果房价大跌，必然影响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导致经济
增速下降，同时也会影响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利润。

如果房价大涨，也许短期内经济和股价都会有正面作用，
但必然很快就会带来政府新一轮的政策调控， 进而导致销售
缩量，最终影响到经济和股价。 我们认为，如果房价平稳，2013
年房地产板块仍将具备较好投资机会，但如果发生较大波动，
地产股的表现都将受到影响。

记者：您认为影响今年 A 股走势的因素主要有哪一些？
郭鹏飞：三大因素会对 2013年 A 股走势有明显影响。 一

是房地产行业形势，如果房价大幅波动或者政府再度调控，将
对经济及股市有较大的影响。

二是改革力度， 如果下半年发生重要领域的重大改革政
策，将改变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将影响到股市的走势；
三是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比如中日军事冲突、欧债危机恶化、
自然灾害等等， 也会影响到 A股的走势。 总体上， 我们认为
2013年 A股的投资机会要明显好于 2011年和 2012年。

记者：请您对 2013 年的行业做一个预测。 比如说业内对
银行、券商、医药、白酒、新兴产业等关注较多，你是怎么看的？
觉得 2013年值得投资的行业有哪几个？

郭鹏飞：我们严格遵守基金契约，专注于投资新兴产业，
对传统行业关注较少，所以不太合适给予评价。我们主要基于
中长期判断进行投资决策， 不太关注一年以内的短期表现和
事件。 我们认为新兴产业是中国股市长期最大的投资机会之
一。

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和调结构的必然方向， 中国经
济三十年主要是依靠了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 以低成本劳动
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但是到
了目前这个阶段，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力密集的经济
增长方式已经是不可持续了。

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将一些新的产业发展成为经济
的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的增长。 按照政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新兴产业未来十年具有“十年十倍”的发展潜力，
在资本市场上， 新兴产业相关的龙头上市公司股票也具有很
大的上涨空间。

记者：对于普通个人投资者，他们在 2013 年进行个人资
产配置时，您有什么建议？

郭鹏飞：2013 年建议普通个人投资者提高股市的资产配
置，降低银行存款或固定收益的资产配置。股市连续两三年低
迷后，面临较好的投资机会，其收益率有很大希望超过银行理
财产品和固定收益产品。

(摘自网易《十强基金经理访谈》)

2013年看好新兴产业
专访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基金经理郭鹏飞：

2 月 18 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的通知。 纲要提出，到 2020 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城乡
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国民旅游休闲质量显著提高。

山水旅游是江西旅游最重要的资源，山水
旅游景区是提高江西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的
主要载体，数据显示，山水旅游占到了全省游
客接待和旅游收入总数的 60%。

“

熙熙攘攘看故宫

“今天下午我就打算开车回家
了，上午特意带着家人来故宫看看！ ”
大年初六，来自河北的游客小王背着
相机， 和全家人一起走进故宫午门。
为什么选在长假的末尾才来故宫？ 小
王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说：“来之前
我特意登录北京旅游委的网站查看
景区的舒适度，发现前几天游客数量
挺多的，预计今天人会少一些，所以
选在今天来，环境更舒适。 ”

虽然已经立春，北京的气温仍然
有些低，但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影响游
客参观故宫的心情，午门前，都是熙
熙攘攘的人群。

自北京市旅游委的消息显示，春
节 7 天假期， 北京 11 个以接待外埠
游客为主的历史文化型景区接待量
比 2012 年同期增长 21%， 而故宫博
物院假期共接待 30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18.1%， 创造了春节假期的接待记
录。

在故宫工作多年的马师傅告诉

记者，由于故宫调整了“年三十儿”和
“初一”的对外开放时间，因此长假前
两天的故宫与国庆长假相比，真的要
清静了很多，春节假期前一天，记者
来到午门广场看到，30个售票窗口前
同时排着长龙的壮观场面也未出现。
但在之后的几天里，故宫接待的游客
数量却连连攀升，日接待量甚至连续
两天超过 6 万人次，创造历史同期新
高。 在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推动和
“京味儿旅游活动”的吸引下，华北、
东北等近途客源市场的比例相较

2012年出现大幅上升。
长假期间，故宫甚至短时间内又

出现了像 2012 年国庆黄金周的“亚
健康”状态，根据北京市旅游委发布
的景区游览舒适度指数显示，大年初
三中午 12 时故宫游客共 2.19 万人，
游览舒适度指数为 3，一般。而这一情
况在初五、初六出现好转，初六全天，
故宫的游客数量峰值出现在中午 12
时至下午 1时，为 1.4 万人，游览舒适
度指数为 5，舒适，这一数据比起前几
天已经“松快”了不少。

本报记者 闻笛

自北京市旅游
委的消息显示，春
节 7 天假期， 北京
11 个以接待外埠游
客为主的历史文化
型景区 接 待 量 比
2012 年 同 期 增 长
21%，而故宫博物院
假期共接待 30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8.1%， 创造了春节
假期的接待记录。

“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