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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标准化协会（UNE）总干事哈维尔·加西亚（Javier García）

旅游业新时代

旅
游业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

悠久。早在 16 世纪，水疗、泥

疗和太阳浴就被医生用于治病，

17 世纪，年轻人通过“大游学”（Grand 

Tour）来完成学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由于法律的健全、更廉价的交通方式等方

面的原因，旅行成为更加主流的活动。此后，

旅游开始在全球流行，所有重大活动中都

有它的身影。

旅游业在每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重大

挑战，而上述因素推动了技术标准的制定

来应对这些挑战。休闲水肺潜水安全实践

与训练国际标准的例子说明，标准的范围

不限于产品，还适用于服务业。而如今服

务业占全球 GDP 的七成以上。

ISO 旅游业和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

（ISO/TC 228）的秘书处由西班牙标准

化协会（UNE）和突尼斯国家标准化与工

业产权局（INNORPI）共同承担，它于

2017 年荣获 ISO 劳伦斯·D·艾彻奖（LDE 

Award）。该技术委员会一直是制定服务

标准的先锋，现有 70 名参与成员和 33 名

观察成员，迄今共制定了 29 项国际标准。

这些标准提供了诸多领域的国际最佳实践，

如住宿、游客信息中心、海滩管理和游船

码头基本服务。

旅游标准已成为真正实用的工具，有

助于组织机构更好地进行市场定位（ISO 

20488，线上消费者评论），提升竞争力

（未来的 ISO 22525，医疗旅游），并

助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该议程是联合国为建造更加可持续的世界

而绘制的蓝图。国际标准，如即将发布

的 ISO 21416（休闲潜水的环保可持续实

践）、ISO 21401（住宿设施的可持续管

理体系）和 ISO 20611（探险旅游的可持

续实践），是实现 2030 议程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的关键，其中最著名的是

SDG 14（水下生物）、SDG 12（负责任

的生产和消费）及 SDG 15（陆地生物）。

究其原因是因为旅游业与人类享受自然乐

趣息息相关，但同时也会对环境造成极大

影响，甚至能使人类最珍视的环境陷入风

险之中。

幸运的是，游客（2018 年的数据是

14 亿）已经意识到旅游业或将变得更加可

持续，或将反其向而行之。虽然游客 4.0

旨在长久互联，并要求个性化服务，但他

The new age
of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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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应是个负责任的旅行者，会关注目的地

的资源利用、碳补偿以及与当地社区建立

联系等问题。

标准还能成为不可或缺的盟友，有助

于成功地应对旅游业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变

化，如过度旅游、循环经济、协同经济新

在线平台，以及因数据使用和管理而兴起

的数字化。举个例子，根据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UNWTO）的要求，未来的 ISO 

21902 人人可及的旅游标准将为所有希望

提供旅游服务的组织提供指南，推动旅游

业价值链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作，

以及为所有相关人员（包括游客、居民及

残障人士）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每年 9 月 27 日是世界旅游日。今年

的世界旅游日以“旅游业与就业：为大家

创造更美好未来”为主题，强调旅游业在

创造就业（占全球就业的 10%）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减少贫困和不公平问

题上所作的贡献。不管怎么说，旅游业和

ISO 标准一样已成为文化和价值观交流的

纽带。它使人们更尊重多元化，增进社区

间的相互理解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安全，

促进和平。■

旅游标准已成为

真正实用的工具，

有助于组织机构更好地

进行市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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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s : Alexane R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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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ing out !

来一段有趣的冒险之旅？

有个名叫“安心”的小熊
在进行各种旅行。

# 与“安心”同行（#TravelwithTrusty）

相关标准：
ISO 20611（探险旅游可持续发展）
和 ISO 21101（探险旅游安全管理）

潜水归来

用 GoPro 水下摄像机记录最棒的
潜水体验，与人分享！

相关标准：
ISO 24802 系列标准（水肺潜水教练

培训）
和 ISO 24803（对潜水服务

提供商的要求）

何不来场时髦沙滩派对？

在 Facebook 上实况直播沙滩派对吧！

相关标准：
ISO 13009 （沙滩经营）

2019 年 4 月，为期两天的 ISO 营销传播论坛在瑞

士日内瓦召开。来自 46 个国家成员体的 90 多名代表

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推广 ISO 标准，

扩大国际用户群体。

拓展开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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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ur of 
SUSTAINABLE 
TOURISM
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美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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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半岛开始……

西奈半岛因旅游业而驰名。每年有数百万游客涌向这个三角

形沙漠岛屿，享受这里的阳光，欣赏著名的珊瑚礁，或在岛内

的山里徒步旅行。马丁·丹尼森（Martin Denison）是个狂热

的水肺潜水爱好者，他早在 40 年前就来到西奈沙漠旅行。他之

所以来这里是因为红海是潜水者心中的胜地，它因为拥有美到

令人窒息的珊瑚礁和极其迷人的多彩小鱼而闻名。丹尼森将他

的爱好变成了职业，成为了一位潜水训练员、教练和带队潜水员。

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后来开始参与标准制定工作，成为了 ISO

工作组召集人。该工作组制定的 11 项关于潜水员安全、训练和

潜水中心的标准后来成为全世界潜水员和潜水中心的通用基准。

近年来，丹尼森在 ISO/TC 228 下设的可持续旅游工作组领

导制定两项新的可持续潜水标准。位于西奈半岛一角的沙姆·沙

伊赫小城的数据生动地揭示了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标准。“40

1）“国际游客达到 14 亿人次，比预计的时间早了两年”，世界旅游组织

      出版社发布，2019 年 1 月 21 日

      www2.unwto.org/press-release/2019-01-21/international-

      tourist-arrivals-reach-14-billion-two-years-ahead-forecasts

旅游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事实上，每十个人中就有

一个人从事旅游业相关工作。随着游客数量越来越多，旅行

变得越来越便利，预计未来十年旅游业的繁荣程度将超过全

球经济。因此，大多数旅游胜地设法扩大规模，争取从中分

得更大一杯羹。

此外，旅游业对构建国家间和平文化大有裨益，非常有

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建设更加公平、

公正的世界。如果管理完善，旅游业会为当地社区带来巨大

经济收益。但是该行业本身就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越来

越多游客蜂拥前往同一旅游目的地，会导致过度拥挤，损坏

设施。温室气体排放、垃圾产生以及本地生态系统恶化将失

去控制。

很多旅游胜地，例如因突出的普世价值而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认可的世界遗迹，制定了合适的旅游

业战略来减少贫困，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但却没有完备的

管理方案来防止旅游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不禁让人质疑：

究竟旅游业能否做到可持续？ ISO 正在助其一臂之力。

未来十年旅游业的

繁荣程度将超过

全球经济。

位于红海的埃及帝朗岛是水肺潜水的旅游胜地。图中潜水教练在介绍保护珊瑚礁的潜水技巧。

2018 年， 国 际 游 客 数 量 增

长了 6%1)，旅游业已经赶超其他

行业，正在经历复苏。探险旅游

和绿色负责任的旅游正在改变社

区、生态系统及经济体之间相互

影响的方式。本文探讨了 ISO 标

准如何为这种趋势提供支撑。

文 / 瑞克·古尔德   by Rick G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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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那里只有零星的几个建筑，整个半岛

上仅有三家潜水中心，”丹尼森回忆道。而

如今的沙姆·沙伊赫城拥有一个国际机场，

几十家酒店以及 7 万多人口。“现在每年约

有 160 万潜水者和浮潜者来埃及旅游，全国

约有 300 家潜水中心，”他说。仅西奈半岛

就有 141 家潜水中心、约 130 个船宿潜水船，

以满足水下游的需要。

深入探究标准世界

潜水同任何户外活动一样，如果不加以

控制就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影响。随着潜水运

动越来越流行，潜水行业就更需要实现可持

续发展，否则其依附的水生环境将受破坏。

鉴于此，ISO/TC 228 的一个专属工作

组正在制定两项可持续潜水标准，丹尼森担

任该工作组召集人。其中，ISO 21416《休

闲潜水服务——休闲潜水中的环境可持续实

践要求和指南》介绍了潜水中心应做哪些工

作及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保护甚至改善水

生环境。该标准包含多个最佳实践案例，例

如潜水中心如何开展活动（如阻止潜水者投

喂或带走水生生物），或者如何以不损害环

境的方式运营船只。例如，ISO 21416 标准

规定船只领航员必须使用系泊用具，而不使

用会破坏珊瑚的锚。

第二个标准是 ISO 21417《休闲潜水服

务——培养休闲潜水者环保意识的要求》。

该标准的前提是假设潜水者意识到并理解潜

水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他们就能更好地控

制这些影响。因此该标准介绍了潜水者如何

避免或降低对环境造成潜在和实际的不良影

响。它还规定了教练员和潜水者在潜水之前

和潜水过程中应了解的理论知识，这将构成

训练课程的基础。

此外，该标准列举了潜水者会给环境

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他们可以利用潜水

技能清理垃圾，参与水生生物调查，以及

制造人工珊瑚。“我们希望覆盖其他标准

没包含的活动，”丹尼森解释道，“例如

如何正确地开展潜水活动，包括运营潜水

船。该标准还介绍了如何与水生生物进行

互动，如不要收集、捕获或投喂水生生物，”

他补充道。另外，它还将囊括文化遗产保

护措施，如备受潜水者青睐的沉船、手工

艺品等。

那么，潜水中心和训练员要如何使用

ISO 21416 和 ISO 21417 呢？举个例子，

埃及旅游部雇佣了多名督察员协助潜水中

心达到多个 ISO 休闲潜水标准的要求。“新

的可持续标准也不例外，因为我相信潜水

运营商知道，比起遭受破坏的环境，游客

们更希望到原始、完好的环境中旅行，”

丹尼森强调道。

制定 ISO 21416 和 ISO 21417 标准的

工作组成员来自多个领域。“我们的代表

来自培训机构、潜水中心、消费者保护行业，

其中还有海洋生物学家和其他方面的科学

家。此外，我们很高兴有联合国环境保护

署‘珊瑚礁世界’工作组（它制定了针对

在珊瑚礁附近进行负责任潜水的绿鳍标准）

专家的参与，他们为最终的标准草案作出

了积极贡献，”他兴奋地说。

生态友好型度假游

像很多旅游目的地一样，西奈半岛迅

速发展成了大型度假胜地。当地所有的建

筑都会产生巨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

正因如此，ISO 在 2018 年底发布了 ISO 

21401《旅游业及相关服务——住宿设施

的可持续管理体系——要求》。这项新的

国际标准将帮助酒店业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提升社会交流并对本地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现在每年约有160万潜

水者和浮潜者来埃及旅

游，全国约有300家潜

水中心。

埃及的浮潜胜地因其大片种类多样的珊瑚礁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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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采用了包括 ISO 9001 和 ISO 14001 在内所有 ISO 管理标准通用的高层结构，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轻易地将它与其他已有 ISO 管理体系融为一体。那么，促成该

标准制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跨越西奈半岛西侧的非洲大陆和海洋来到巴西，

才能找到答案。早在本世纪初，巴西就开始关注旅游业尤其是酒店对环境和社会

造成的负面影响。亚历山大·加里多（Alexandre Garrido）是制定 ISO 21401

标准的工作组召集人，他继续讲述这个故事。“ISO 21401 是以巴西标准 ABNT 

NBR 15401 为基础制定的，而巴西的酒店业早在 2006 年就开始实施这项巴西

标准，”他说。

“我们在 2003 年启动了一个可持续旅游业项目，当时决定从酒店着手。我

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成员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旅行家以及来自酒店业、贸易协

会、非政府组织、社区、政府和机构的代表。我们决定通过管理体系实现可持续，”

加里多说。该工作组研究了很多最佳实践，并将其嵌入管理体系结构中，最后形

成了 ABNT NBR 15401 标准。

这项巴西标准大获成功，因此 ISO/TC 228 将其作为新 ISO 标准的基础。

ISO 21401 标准涵盖以下方面的内容：生物多样性、能效、保护、废物管理、污

水、排放、水使用、资源、工作环境、文化以及当地人的需求。“ISO 21401 是

囊括可持续所有维度的可持续管理体系标准，为住宿管理提供了现代视角。”加

里多总结道。

1
2

3
4

5

对住宿设施进行可持续管理是应对目前面临挑战及利用市场机遇的最佳方案。

以下是针对 ISO 21401 标准采用的五点建议：

从可持续的角度

了解你的酒店

设定可持续目标

实施可持续

管理体系

实施可持续指标

提升酒店的表现

实施 ISO 21401 标准的小贴士

游客和本地居民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伊帕内玛沙滩享受夏日。

来源：ISO/TC 228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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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探险游

同潜水一样，生态旅游及其他形式的探险

旅游也在迅速发展。因此，在葡萄牙的提议下，

ISO 于 2018 年 发 布 了 ISO 20611《 探 险 旅

游——可持续良好实践——要求和建议》。该

标准规定了探险旅游组织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

开展运营，并在游客和本地社区中推广良好实

践。例如，精心的计划和风险管理有助于实现

环境可持续，如使用可再生能源，对废物相关

规定及生态系统脆弱区有所了解。

ISO 20611 还展示了如何通过旅游地、游客

和当地社区间的交流来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实践的

意识，如循环利用，在当地社区宣传探险游的益

处。例如，运营商可以对当地居民进行培训来振

兴旅游业，这反过来还能增进双方关系。

那么，哪种环境影响促使 ISO/TC 228 制

定了这项标准？“不论是探险游还是生态旅游，

如果游客数量增加，但旅行地没有采取必要措

施来减轻对当地尤其是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的

不利影响，这会带来潜在风险。这项标准不仅

有利于自然栖息地保护，还充分顾及接收游客

的社区，”负责制定 ISO 20611 标准的工作组

负责人李奥纳多·佩尔西（Leonardo Persi）

说。换言之，标准创造双赢。

标准是支柱

ISO 20611 和 ISO 21401 可持续住宿标准

一样，都来源于巴西，也是由葡萄牙国家标准

成员机构提出的提案。“2004 年巴西的事故

发生率增加，包括死亡事故。当时，巴西生态

和探险旅游行业协会（ABETA）、巴西旅游

部与巴西小微企业支持服务组织（SEBRAE）

共同决定制定新的探险游标准来应对这些风

险。这项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如今巴西技术标

准协会（ABNT，ISO 成员体）共制定了 38

项巴西探险旅游业国家标准，”佩尔西说。

首批 ISO 旅游标准聚焦安全，包括 ISO 

21101 探险游管理体系标准和 ISO 21103 参

与人员须知信息标准。但从 2014 年起，可

持续性在旅游业领域体现出其更大作用，所

以佩尔西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专家开始关注可

持续的三大支柱主题——环境、社会和经济。

最终制定出 ISO 20611。

“这项新标准提供了探险游活动方面的

良好实践，规定了具体要求，并给出了实施

建议，”佩尔西说。但是，旅游公司如何看

待这项标准？佩尔西说，巴西的旅游业及其

利益相关方高度团结，旅游公司尤其支持采

用标准。“首个例子就是要确保旅游业中占

比 98% 的小企业能成功采用这些标准，”

他说。

如此一来，所有兴趣方都在探险旅游和

生态旅游市场中发挥作用，这使得为游客提

供更好的服务成为可能。“此外，如果所有

探险游运营商都在保护环境，那么我们就能

保护当地环境，提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

化和生物多样性，”他总结道。探索世界是

一种荣幸，它必须是可持续的，只有这样我

们才不会毁坏这个引人向往、极其宝贵的世

界。

总之，有了所有人的期望和 ISO 标准的

帮助，旅游业可持续指日可待。■

ISO 21401是囊括可持续

所有维度的可持续管理

体系标准。

巴西潘达纳尔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骑马是当地非常流行的旅游活动。 游客在巴西潘达纳尔乘坐游船欣赏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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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信任因素

旅游的基础是信任。然而，多

年来旅游行业的坏习气让我们对其

诚信产生了质疑。ISO 标准帮助我

们重振信心。

在
动身去度假之前，你希望确认服务是否优质、住宿是

否舒适以及活动是否安全。作为一个对东道社区敏感

的游客，你还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们的风俗和文

化，同时对人们的生活作出有益的贡献。信任在任何业务关系

中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旅游业中更是如此。

那么，如何减少对当地的影响，同时获得最大的享受？答案

似乎在于可持续性。“可持续旅游”这一术语体现了生态友好

型实践和环境责任的理念。但对人类而言，可持续性促进了社

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且迅速获得了旅游公司的支持。

旅游业供应链上的经营商对 ISO 旅游标准表示欢迎，将其

作为创建可持续和有竞争力业务的基础，这一点也让游客感到

安心。从埃及到巴西和西班牙，旅游业国际标准体现出提供旅

游相关服务的最佳方式上达成的共识。

The
factor

Photo : PADI

T R U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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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更愿意预订符合

ISO标准的服务。

ISO标准提高了

PADI课程的可信度。

埃及潜水中心

自 1976 年起，马可·凯尼（Mark Caney）就开始潜水，他广

泛游历，在全球的潜水地点教人潜水并进行混合气潜水。埃及地处

红海，是全球最佳的潜水地点之一，这里独一无二的环境正面临着

重要的问题。我们正在做的工作能确保其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吗？

马可·凯尼作出了如下的解释。

ISOfocus: 您能否解释一下 ISO 24803 如何从整体上改善

休闲潜水服务？

马可·凯尼：自从埃及将 ISO 24803 作为潜水中心运营的基

准后，潜水行业的整体质量有了明显提升。该标准避免了各个国

家单独制定潜水行为准则的趋势，而这样的准则往往并不适用且

低效。这些国家现在只需使用 ISO 标准这一现成解决方案即可。

该标准还避免了保护主义，改善了行业内跨国贸易，同时强化了

安全的重要性。

您能否告诉我们，客户与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哪些方

面的改善？

客户更愿意预订符合 ISO 标准的服务。服务供应商还能证明他

们获得的资格证书得到了 ISO 标准的支持，这样会

让证书更容易转换、更有意义。所有各方都更清楚

应该做什么及意义何在。

您感觉客户忠诚度有提高吗？

ISO 标准提高了潜水教练专业协会（PADI）课

程的可信度。教练、潜水中心以及客户得知 PADI

提供的服务达到了最高标准后，会感觉更加安全。

您所在的公司以及休闲潜水行业的声誉如何？

该标准是由潜水界经验丰富的国际专家团队编

写的，所以它是将最佳实践进行法典化的过程，实

用而有意义。所有大型国际培训机构的课程和规程

都符合标准，这样所有在埃及工作的教练和潜水教

师都具有符合标准的资格证书。许多机构都声称其

潜水认证证书持有者已按照 ISO 标准接受培训。

PADI 每年颁发一百万张证书。那么，单单这一点

就是传播 ISO 休闲潜水标准重要作用非常行之有效

的方式。

更多信息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阅读 ISO 网站上的

《案例研究：埃及潜水中心

（ISO 24803:2017〈休闲潜水中心

——对休闲潜水供应商的要求〉）》手册。

Photo : PADIPhoto : P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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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 Ajuntament de Gandía

巴西 Rede dos Sonhos 的
星级品质酒店

位 于 巴 西 的 Rede dos Sonhos 酒

店集团专注于让人们更亲近大自然的探险

旅游和体验。该集团采用了两项可持续性

标准；例如，Rede dos Sonhos 三个农

场式酒店中的两个是全球最早通过 ISO 

21101 探险旅游安全实践认证的企业。

该集团还申请了 ABNT NBR 15401

认证，现在正在申请 ISO 21401 可持续

管理体系认证，从而实现这些标准在住宿

方面带来的益处。“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可持续性是当今企业维持经营的必要条

件，”Rede dos Sonhos 酒店的荷西·费

尔南德斯（José Fernandes）解释说。“许

多客户已经选择了可持续的休闲活动——

企业如果不认可这一点，那么注定会失败，”

他强调。

费尔南德斯了解可持续管理体系带来

的许多益处。“这个体系带来的管束可为

业务提供指引，以更为合理和有意识的方

式使用资源，推动业务的可持续增长，使

业务更好管理，”他补充道。其他益处包

括宾客和游客的积极反馈，客户更高的偏

好等级以及实现真正可持续增长的规划方

式。

尽管该酒店多年来在诸多标准的使用

上都非常熟练，但可持续管理体系是一项

新的经营项目，因此带来了一些惊喜。该

管理体系基于对公司经营活动的深入了解，

体现出公司管理各项活动的方式的重要性。

“比如，尽管我们遵循了最新的法律要求，

但只有通过该体系的发展，我们才能了解

其他之前不知道的要求，”费尔南德斯表示。

甘迪亚为西班牙品质旅游争光

有这么多沙滩度假胜地争抢生意，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持续革新。高质量服务对于吸引游客

并使之成为回头客极为重要。西班牙巴伦西亚省甘迪亚市通过采用 ISO 标准在旅游业竞争中

保持领先，并最终脱颖而出。

悠久的甘迪亚市对其历史遗产倍感自豪。小城坐落于山海之间，保留了尊贵的波吉亚家族

在位时期的大量历史文物。但甘迪亚还有很多其他值得自豪的优势，比如拥有地中海海岸线

上最好的沙滩之一。为了守护其珍贵的财富，甘迪亚市实施了 ISO 13009 海滩经营标准，并

符合重要的质量要求和安全标准，向游客和居民等展示了可持续海滩管理。

要完成质量认证还差最后一步，即对游客接待服务进行官方认可。游客服务中心是所有旅

游目的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竞争激烈的旅游业中，游客中心要一直用心提供有用、实

惠的优质信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该市着手让三个旅游机构通过 ISO 14785 游客信息

中心标准认证。这意味着要对其设备进行全面改造，升级办公室基础设施、扩大宣传范围并

对员工进行服务培训，以此让顾客感到开心。

将舒适度和服务较好地结合起来让甘迪亚成为具有吸引力、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辛苦

付出终有回报，甘迪亚市现在打出了西班牙旅游品质“质量之旗”——这是不同凡响、闻名

遐迩和服务优良的标志。■

许多客户已经选择了

可持续的休闲活动。 高质量服务

对于吸引游客

并使之成为回头客

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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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各国之间的收入存在差距，即使地理

位置相邻，不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大相径庭。

在医疗保健领域更是如此。“医疗旅游”作为新兴

事物正在蓬勃发展。

文 / 罗伯特·巴特拉姆   by Robert Bartram
Heading 
abroad
for health

出国医疗旅游正当时

当一些人出于医疗目的旅行时，

他们不是游客而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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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岁的保罗·韦伯斯特（Paul Webster）来自伦敦海布里，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疗游客。

他在过去五年间出国做了各种各样的手术，包括在泰国做整容手术，打橄榄球受伤后在印度

接受膝关节镜手术，以及在南非开普敦进行椎间盘突出手术。在南非，他利用恢复期在游泳

池边放松休息。保罗之所以选择出国做手术，是因为这样无需在当地医院排队等候，而且治

疗费用仅为在英国接受私人治疗费用的 30% 左右。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好牙医，保罗最近将牙

科诊所确定在波兰克拉科夫——到那里的飞行成本很低。

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疾病，都相当难受和痛

苦，而且对很多人来说，在生病期间旅游似乎不合情理。但对更多人而言，这恰恰是必须要

做的事情。简单来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一个人所在的国家不能提供必需的医疗服务，

为什么不能去其他地方寻求医疗服务呢？众所周知，医疗旅游是个正在繁荣发展的巨大产业。

据无国界患者组织估计，“[ 医疗旅游的 ] 市场规模为 650 亿到 875 亿美元，该数据以全球

约2,000 万至2,400 万跨国患者每次旅游平均消费3,410 美元为依据，其中包含医疗相关费用、

出国和本地交通费用、住院及膳宿费用”1）。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医疗旅游已成为

一个巨大市场，一定会在短中期内不断发展。

外国医疗

首先要谈谈“医疗旅游”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莫妮卡· 菲格若拉·马丁（Monica 

Figuerola Martín）在过去两年担任西班牙医疗旅游团（Spaincares）执行董事，此前曾担

任过 12 年拉里奥拉政府旅游部部长，还拥有旅游专业博士

学位。她是 ISO 医疗旅游服务工作组（ISO/TC 228/WG 2）

召集人，该工作组目前正在制定 ISO 22525 医疗旅游标准。

她热衷于对“医疗旅游”和“旅游就医”进行区分。简而言

之，后者的意思是“一个人在旅游时生病或发生意外而不得

不去医院”。她更倾向于使用“旅行”（travel）这个词，

因为旅游（tourism）的含义更为浅显——当一些人出于医

疗目的旅行时，他们不是游客而是患者。他们出国的原始动

机是为了进行在本国难以获得的医学治疗。正因如此，菲格

若拉·马丁才想进一步探究“医疗旅行”现象，从而避免发

生歧义。

那么，人们成为医疗游客最常见的情况有哪些？这一问

题的简略回答可能是任何情况。无国界患者组织发布了很长

的疾病和病症清单：从不危及生命的整形手术和牙科治疗到

癌症和生殖保健。这一回答很准确，因为现在针对诸多不同

的情况，可以提供多种不同的治疗方案，因此国际标准对全

球医疗游客至关重要。

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开展医疗旅

游？答案显而易见：在许多国家治疗费用高昂，医疗手术等

待时间过长，而国际旅游更轻松、廉价。但这并非全部原因。

有些患者则看重某些国家更高质量的医疗基础设施，想在那

里接受本国无法依法获得的医疗，比如想要孩子的人进行不

孕治疗。

或者，某个国家可能在治疗某种病症方面声誉良好，患

者甚至会选择在那里进行医学试验，而这种医学试验在世界

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更不用说他们的所在国。旅游的

原因还可能和天气一样看似平淡无奇：比如，在海边或者晴

朗的蓝天下接受透析治疗时，很多人觉得舒服多了。

确保安全

那么，医疗旅游面临着哪些挑战，国际标准如何提供帮

助？安全性无疑是重中之重。大多数已有治疗方案都非常昂

贵，而且许多国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医学治疗方案。但这并

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能提供相同或最佳的治疗方案。因为要

想任何手术都在指标范围内，就需要在完善协议的同时提升

安全性，确保治疗获得成功，才能让患者获得最佳的就医体

验。

更广义来说，医疗旅游领域有大量的利益相关方，而且

如果一个人所在的国家

不能提供必需的医疗服务，

为什么不能去其他地方

寻求医疗服务呢？

1）“医疗旅游数据和事实”patientsbeyondborders.com ( 于 2019 年 4 月访问 )

      https://patientsbeyondborders.com/medical-tourism-statistics-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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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给游客带来任何身体伤害，价值链

中的所有参与方都应该符合一定的要求，以此

来限制风险。国际标准将明确对有关领域的各

种要求，小到旅行社对酒店的安排，大到医疗

机构提供的护理质量。

因此，正在制定中的这项国际标准主要关

注以下四个方面：

• 旅行前和治疗前的流程

• 治疗流程

• 治疗后流程

• 回家和随访

卓越临床服务

对终端用户而言，该标准旨在对不遵守医

疗规范的医疗参与方进行约束，从而减少风险

并确保更好的护理效果。有些讽刺的是，虽然

患者往往对“标准”的概念一无所知，而且可

能不知道医疗中心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需要标

准，但对这些中心而言，国际标准至关重要，

因为正是标准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患者。

医疗中心需要认证，否则政府就可以拒绝予以

认可。获得国际认证的卓越医学表现是推动国

际患者流动的关键因素，不断助力国际医疗旅

游的发展。

总而言之，患者医疗旅游体验的标准化将

提升护理品质、患者安全和满意度。这对患者、

所有利益相关方以及全人类都具有重要的价

值。而在通常情况下，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的

委员会承担着无形却重要的工作，在医疗旅游

中甚至能挽救生命。■

价值链很长很复杂。从某家公司向医院询问

报价的第一刻算起，整个价值链会一直延伸

到患者回家后的治疗后流程。在医疗旅游的

过程中有很多重要事项，发展这类业务对一

些国家也十分重要——只要以安全的方式开

展。

ISO 22525 医学旅游项目负责人 Yosr 

Nefzaoui 是突尼斯 SAFAR 旅行社（服务

医学国际集团的子公司，该集团自 2007 年

起在非洲运营）经理，同时是突尼斯旅行社

联盟医学旅游委员会会长。她指出，突尼斯

现在接待许多来自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的患者，这些地区的医疗体系无法满足患

者的需求。

无论在公共还是私营领域，突尼斯目前

在医疗行业的表现都相当亮眼。数据说明一

切：该国有 115 家诊所，共有 4,700 个床位、

100 个血液透析中心、150 个 X 线诊断中心、

232 个医学分析实验室、5,300 多个全科医

生手术室、1,600 多个牙科诊所以及许多药

房。但公平而言，突尼斯在医疗方面并没有

德国和瑞士等国家那么高的声誉。德国和瑞

士以条理性强和高效而闻名，但突尼斯和其

他类似国家声誉不高却原因不明，这正是国

际标准将带来诸多好处的领域。

紧跟市场需求

制定国际标准的第一步是明确市场需

求，而且事实证明，医疗旅游的人数在过去

几年大幅增长。因此，迫切需要制定能明确

全过程最低质量要求的国际标准。医疗旅游

给患者和许多利益相关方带来了一系列风险

和机遇。ISO 22525 标准正在起草中，即

将发布。该标准将聚焦价值链中无法控制但

风险很高的中介机构。

医疗旅游人数

在过去几年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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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在旅程中获得新感受，巴西将是不容

错过的选择。

当下探险旅游逐渐流行起来，本刊采访了巴西

技术标准协会（ABNT）总干事里卡尔·弗拉戈索

（Ricard Fragoso），请他谈谈巴西如何迅速成为全

球户外活动的标杆。

巴西大探险

旅
游的两大直接资产是什么？除了

有形的基础设施之外，自然和文

化也是业务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

有助于缓解当地人的贫困情况。巴西在旅游

业持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巴西拥有 850 万

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 2 亿多人口，一直在寻

找能发挥社会经济活力的道路。最近，该国

在寻求保护自然环境的方法。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巴西政府和人

民通过携手努力解决了很多问题，带领该国

走向繁荣发展的未来。在这一背景下，可持

续旅游成为助力经济发展，同时保护巴西重

要自然遗产的力量之一。

探险旅游是国际旅游业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巴西土地辽阔，环境多样，在发展自然

旅游和户外休闲活动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据巴西旅游部统计，2018 年该国接待了近

700 万名国际游客，仅在上半年就创造了

32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其中，国内旅游人次

超 2 亿次，尽管旅游人数只有约 6000 万人。

Brazil’s 
 big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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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巴西旅游业为住宿、旅行社、

航空公司、其他交通、餐馆、休闲设施等

领域的近 700 万从业人员创造了收入。然

而，巴西自然旅游业要想在商业上获得成

功，就需要在质量基础、导游培训以及安全、

高效、价格合理的服务提供上有所投入。

否则，游客就会选择其他目的地。

领路向前

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巴西探险旅

游技术标准已获得全球各国政府的认可，

而且首个探险旅游安全管理国际标准 ISO 

21101 是以此为基础而制定的。令我们

倍感自豪的是，目前发布的大多数 ISO

探险旅游标准都是以巴西技术标准协会

（ABNT）制定的巴西标准以及巴西生态

和探险旅游行业协会（ABETA）的工作为

基础。ABETA 是家非营利性民间组织，

其成员是以专业、可持续和创新的工作方

式为主要目标的生态游和探险游企业。

早在 2008 年，ABNT 和旅游部就因

合作关系开始商讨该领域的技术标准事

宜。时任旅游部部长的玛尔塔·苏布里西

（Marta Suplicy）在谈到该举措时说，“离

开标准化，探险旅游无法存在于世界任何

地方”。这些国际标准帮助巴西利用技术

和安全资源实现探险旅游的最佳实践，拓

展活动范围。除三项 ISO 探险旅游标准外，

巴西还采用了 11 项 ISO 休闲潜水和规划

标准，为其标准家族又纳入了两个标准。

所有这些标准化工作吸引了探险旅游

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比如自然保护区和森

林经营商、公共经理人以及对实施可持续

实践感兴趣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在该领域，

我们目前已发布 38 项巴西标准，使巴西

成为全球生态游和探险游的样板。

大探险，小足迹

可持续性一直是 ISO 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最

近发布的 ISO 20611《探险旅游——可持续良好实

践——要求和建议》从长远眼光看待该行业的挑战，

提出通过提供高薪工作来减少潜在的负面影响并吸

引当地社区参与，以此来保护自然环境。

但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性不仅要提升游客在目

的地的体验，还要重视当地社区的文化和风俗。为

此，巴西即将把 ISO 14785 游客信息中心标准采

用为国家标准，全国的游客中心将通过该标准为游

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包括提供巴西最受游客欢迎热

门景区的优质信息。

在国家层面采用 ISO 国际标准为巴西的探险旅

游业带来了巨大的附加值。例如，事故等级和范围

大大降低，游客更了解事故防范安全协议，其中包

括对常在偏远地区进行户外活动的导游进行高质量

的培训。

人人都说，标准化

改善了巴西旅游业的

服务方式。

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总干事卡尔·弗拉戈索

探险游客在巴西亚马逊雨林通过有安全保障的缆绳享受树顶景色。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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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018年，巴西

接待了近700万名

国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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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

巴西政府通过旅游部重点关注安全问题。

旅游部、巴西小微企业支持服务组织（Sebrae）

与 ABETA 共 同 合 作 开 展 了 安 全 探 险 规 划

（Safe Adventure Program）。参与该规划

的企业必须获得探险旅游安全证书，保证游客

以可持续的方式和在最严格的安全标准保障下

参与户外活动。

标准还对当地供应商和应急服务从业者

产生影响。作为 ABNT 安全管理体系的一部

分，应急服务计划强制性要求小企业实施管理

体系，而小企业在探险旅游业务中占比高达

98%。如果旅游活动按严格标准开展，操作人

员技术娴熟，而且对设备进行定期、严格的维

护，游客当然愿意多付一些钱，因为他们看到

了旅游产品的附加价值。

安全探险规划自 2005 年实施以来帮助许

多公司整合了技术标准的良好实践。其中包括

两个位于圣保罗地区的乡村景区 Campo dos 

Sonhos 和 Parque dos Sonhos，它们采用

了覆盖探险旅游可持续住宿和安全的综合管理

体系。这两个景区能提供综合服务，服务对象

包括残疾或行动受限的游客、儿童、青少年、

家庭和老年人，因而它们被视为巴西可持续探

险旅游的典范。

吉曼提那高地的专业生态旅游经营商纳

斯·阿尔图拉（Nas Altura）也能为寻求安全

和对环境负责任旅行的游客提供服务。该公司

提供从白天徒步旅行到夜间长距离游览等各类

服务，帮助游客探索该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

还践行安全标准并向所有旅游供应商推广良好

实践。纳斯·阿尔图拉通过鼓励本地招聘、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尊重

文化和居民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这也是可持续旅游业的一个成功

案例。

人人都说，标准化改善了巴西旅游业的服务方式。由于有大量

符合国际质量要求的企业，巴西为自己在探险旅游领域赢得了一席

之地。此举提升了探险旅游业吸引和接待国内外游客的能力，也改

变了人们的想法：巴西不只有海滩和阳光。■

在米纳斯吉拉斯州 Lagos de Furnas 瀑布乘船出游是巴西一项

受欢迎的旅游活动。

巴西政府通过旅游部

重点关注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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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the most of 
your travels
如何充分利用你的旅行

计划来一场毕生难忘的旅

行？让ISO标准与你一路同行。

ISO 13810
（工业旅游）

ISO 20611
（可持续探险游）

ISO 21101
（探险旅游安全管理） ISO 21103

（探险旅游者须知）

ISO 13687系列标准
（游艇海港）

ISO 20410
（光船租赁）

ISO 13970
（浮潜导游培训）

ISO 21416*
（可持续潜水活动）

ISO 21417*
（潜水员的环保意识）

ISO 21401
（可持续游客住宿）

ISO 14785
（游客信息中心）

ISO 13009
（沙滩经营）

ISO 20488
（在线消费者评论）

ISO 18065
（保护区游客服务）

ISO 22525*
（医疗旅游）

* 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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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在线社区一直是人们与同龄人交流的地方，那里有与我

们相似、有共同点的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并免费

加入新闻组、论坛、聊天室，难怪它们从互联网出现伊始就

盛行起来，为 20 世纪末的社交媒体大爆炸奠定了基础。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人际关系，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它们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社交

方式和对朋友的定义，也改变了我们与信息的关系，以及形

成和表达观点的方式。我们做出度假决定的方式也受其影响；

现在许多人不再研究构思度假方案，而完全在屏幕上预订服

务。

地球触手可及，为什么还去旅行？

人们口袋里的数字世界占据了曾经花在令人痴迷沉醉的

遐想上的时间。工作、休闲、新闻、观点、学习和娱乐在信

息洪流中呼啸而来，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我们确实能借此开

阔视野，接触新思想，但这也是“一刻不停歇”的生活方式

固有的一部分。也难怪我们会对研究人员说，现在的压力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有时候，停下来反而是件好事。

我们比老一辈人出去旅行的次数更多是因为这个缘故

吗？或许这还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地去探索有异域情

调的目的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抛开一切烦恼”“放松下

一听到这些话，大多数人都

会避而远之，甭管后面有什么提

议。但在线评论却非常受欢迎，

人们在选择酒店、餐馆，制定最

佳旅行方案时往往很信赖陌生人

的评论。

现在许多人不再研究

构思度假方案，

而完全在屏幕上

预订服务。

Trust me,  
I’m a total 
stranger...
相信我！虽然我们素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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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转变视角”，甚至“脱离网络”。最近发布的一项 ISO 标准将使人们在做选择和预订

时更加安心。

但在到达既定目的地前，你必须敲定一些事情。如今选择多得让人困惑。航空旅行在预算

范围内，智能手机几乎可以为你翻译任何语言，全球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一栋自己的大楼，

这个世界真够让人费解。不过没关系，有专业旅行社前来相助。他们并没有在价格比对和在

线预订的重压下全部遭遇破产。恰恰相反，部分旅行社通过创新和专业化手段幸存下来。

一种新型旅行社涌现出来，为人们提供以前根本无法享有的体验，通过数字驱动的营销手

段创造以客户为中心的套餐服务。这些公司从我们这里收集的信息，包括我们撰写的评论及

参与调查发表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商业模式至关重要。在竞争激烈的探险旅游领域，创新型

公司凭借分析手段和洞察力为客户提供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仅仅是假期，而是改变人生

的旅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成立于 1975 年的诺玛德探险公司（Nomade Aventure）是法

国该领域的知名运营商之一。该公司名副其实，一直步履不停，如今成为了该行业公认的佼

佼者。

把握时机

诺玛德总经理法布里·德尔塔利亚（Fabrie Deltaglia）每年将 1.2 万人送往梦寐以求的

度假之旅，同时管理着一个 60 人的团队，还要不断开发新的旅行目的地，他一直忙个不停。

德尔塔利亚是法国人，职业经历带着他走上不同寻常的旅程：在非洲开展电影发行，组织青

年活动旅行，近十年来领导着一家一流的旅游公司。本刊成功

约到他，请他谈一谈标准对其生活的影响及标准对公司取得成

功发挥的作用。

 “我因机缘巧合接触到标准。当时我有机会参与一项在线

评级标准的制定工作，我非常了解这对我们公司业务的重要性。”

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我问道。“自 2000 年以来，诺玛德

一直在使用在线评论，以此在竞争激烈的在线旅游领域中保持

存在感。我们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如所有发表的评论（无论好坏）

至少保留五年，并且我们的员工无法删除或编辑客户的评论。” 

德尔塔利亚认为，制定适用于各种在线业务的同类准则显然

能提高透明度，使客户对评论的真实性保有信心。“我受好奇

心驱使，同时认识到这对维护公司业务的重要性，因而接受邀

请参与标准化工作。” 德尔塔利亚向我解释了他如何开始参与

ISO 成员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的工作。正是该组织推动

了在线审查标准制定工作的开展。

法国创意走向全球

ISO 于 2014 年成立了在线客户报告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

在 AFNOR 管理下着手制定国际标准，针对评论管理员收集、

审核和发布在线消费者评论时遵循的原则和使用的方法提供要

求和建议。基于 AFNOR 的初步工作，ISO 20488 于 2018 年

发布，很快被法国企业采用。

ISO 20488《在线消费者评论——收集、审核和发布的原

则和要求》适用于各类业务。旅游业等行业以消费者体验作为

重要的决策依据，ISO 20488 与这些行业密切相关。具有特定

使用方式的产品（如体育用品）的购买过程也深受消费者体验

的影响，由 AFNOR 管理的 ISO 在线声誉技术委员会（ISO/

TC 290）主席劳伦特·佩蒂特（Laurent Petit）表示。他具有

数学和市场营销方面的背景，将丰富的商业经验融入到 ISO 的

工作中。佩蒂特曾就职于法国一些知名公司，从国家彩票、国

家电视台到跨国运动超市迪卡侬（Decathlon），他最近面临的

挑战来自泰国最大的零售商。当他乘坐出租车穿行在新加坡繁

忙的街道时，本刊对他进行了访谈。

佩蒂特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曾在巴黎、上海、新加坡工作过，

最近移居曼谷。在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工作期间，他取得一些

ISO 标准相关工作经验。2014 年，AFNOR 找到了他，那是他

第一次有机会走进标准制定的圈子。有同事跟他一样认识到标

准的巨大潜力，在他们的支持下，他打算去看看——用他的话

旅游业等行业以消费者

体验作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ISO 20488与这些行业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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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标准世界的幕后故事”。

被问及制定 ISO 20488 的原因时，佩蒂特答道：“在

线评论太重要了，不能任其随意发展”。他接着指出在

线评论对当今购物者的重要性。“它驱使人们从浏览转

向购买”，他同时提到，一些研究表明，可靠的评论可

将这一转变比例提高四倍。“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官方信

息来源，制造商的说辞也不如你压根不认识的普通用户

说的话靠谱。” 

解决现实问题

佩蒂特最后表示，一个真正的标准化人应抱有“解

决方案才是一切”的态度：“对于在线声誉来说，评价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如何回应。”

他认为，迅速而真诚地对负面反馈作出回应，更重要的

是，努力解决问题，比简单地增加或回应正面评价更有

利于提升信誉。

这一点不局限于旅游业。在线评论是决策制定过

程的关键，即使实际购买行为发生在商店内情况依然

如此。ISO 20488 广泛适用于不同行业，ISO 坚持追

求同样广泛专业知识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本刊还对话

ISO 20488 的贡献者帕特里克·哈克内斯（Patrick 

Harkness），请他分享了零售业和旅游业以外视角下

的观点。

哈克内斯现已退休，但仍相当活跃，他创立了一家

应急计划咨询公司，同时在 ISO 承担多项事务。他的

职业生涯始于家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中担任测量师和专家。随后，他开始参与制

定全省应急准备方案：广泛听取意见，与多个利益相关

方开展合作，制定计划，提供指导，这些为他后来的标

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标准化人的视角

哈克内斯自愿投入大量时间参与安全与复原力、弱

势消费者和老龄化社会等广泛领域内国家标准、国际标

准的制定工作。因此当时 ISO 成员加拿大标准委员会

（SCC）视哈克内斯为参与 ISO 20488 标准制定工作

的最佳人选。他回忆道：“随着我的志愿工作范围不断

扩大，SCC 问我是否愿意担任 ISO/TC 290

（在线声誉）加拿大对口委员会的主席。我

接受了，我们的努力成就了 ISO 20488。”

鉴于我们正在谈论用户评论，我很想了

解他对 ISO 流程本身的体验如何。很多人到

退休年龄时，职业生活也接近尾声，他怎么

看待责任重大的新工作和流程的挑战？“管

理和组织是我的强项，”哈克内斯说，“我

特别适合做工作组管理者 1）。在获得足够选

票成功当选主席职位后，我有幸在 SCC 赞

助下参加了 2016 年 ISO 委员会管理人员培

训。这件事非常有价值，对任何担任技术委

员会或工作组管理者的人来说，这应该是必

做之事”。

“巴纳比的文章改变了我的人
生！”

写评论很简单。在虚拟世界中，说你想听

的与赤裸裸的说谎并不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

大量通过吸引人们在线浏览、点击和购买而谋

生的人需要在解读数据或转述代言时遏制住过

度创新的冲动。如果没有 ISO 20488 提供的

指导，即便是合法运营商也会失控。由于在线

环境中充斥着增强图像、虚拟视频、聊天机器

人以及从你的一举一动中赚钱的需要，在线评

论规则确实充满不确定性。

在线营销人员要问的是，如果没有 ISO

在线消费者评论标准提供的框架，他们能否

做出正确决策？消费者信任标准，会立马放

弃那些因虚假声明而受抨击的公司。更糟糕

的是，他们可以发表负面评论，只用几个字

就能毁掉可能花费数年才建立起来的声誉。

国际标准为度假旅客，实际上任何评级

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提供了额外的担保。这

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你不能总相信朋友的建

议，特别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在线评论是

决策制定过程

的关键。

1）之前称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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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标准附录
正在修订

ISO发布年度报告

开启“一带一路”新时代

卢布林通过智慧城市认证

能源管理的佼佼者

ISO大家庭将在开普敦团聚

ISO 管 理 体 系 标 准（MSS） 是 ISO

发布的认可度最高、应用范围最广的标准

之一。由于 MSS 系列标准采用共享的“高

层结构”（HLS），因此不论在什么领域，

熟悉某个 MSS 的用户即使在首次使用另

一个同类标准时，也能轻松适应。

除采用相同的结构之外，这类标准的

部分文本也相同。从 2012 年开始使用的附

录 SL 规定了这些内容。

ISO 的承诺之一是确保其标准与世界

保持相关。为了兑现承诺，ISO 去年开展

了 MSS 用户调查，收集他们关于如何改

进附录 SL 的意见。最后达成一致，该附

录的修订版将于 2020 年完成，并于 2021

年正式实施。ISO 官方网站（ISO.org）将

公布附录 SL 中的修改内容，您可注册通

讯简报，及时获悉更新内容。

ISO 于今年 5 月发布了《2018 年 ISO 年度报告》，详细介绍

了 ISO 去年所取得的成绩。用户可登陆 ISO 官网（ISO.org）下

载电子版或购买纸质版。

“除了展示成员国的活动之外，该报告对财务业绩进行了总

结，并概述了去年所有的工作。报告还展示了我们如何发展，以及

如何帮助他人应对挑战，”ISO 秘书长赛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说。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BRF）于 2019 年 4 月在

北京召开，来自 150 多个国家和 90 多个国际组织的近 5000 名代表参

加了此次盛会。

这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二次会议。该倡议于 2013 年提出，

旨在重建横跨欧亚的古代贸易路线。为期三天的高峰论坛主要围绕中国

提出的关于亚欧非贸易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大型倡议。

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在政策沟通分论坛上发表

主旨演讲，他认为国际标准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体现了全

球合作和协作的价值不断增加。“不论是通过使用和转化资源帮助我们

与物质世界沟通，还是通过贸易与沟通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交流，ISO

标准提供了协同的发展方式。”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圆桌峰会发布了联合公报，

呼吁在未来开展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是一

项长期工程，是合作伙伴们共同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在记者会上说道。

波兰卢布林市近期积极采用 ISO 37120《可持续城

市和社区——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指标》，并于年初通过

了波兰标准化委员会（PKN）认证，荣获了智慧城市证书。

ISO 37120 标准提供了评估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的

重要方法。采用该标准将帮助城市管理者、政客、研究人

员、商业领袖、规划人员、设计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关注

核心问题，通过实施政策来建设更加宜居、宽容、可持续、

可恢复、具有经济吸引力的繁荣城市。该标准还提供了城

市性能评估指南，以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建

设更可持续世界而制定的全球路线图。

卢布林市通过投资建立能监视交通热点的交通管理

系统来减少交通堵塞，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该系统还能提

高车辆及行人的安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第十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10）近期在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闭幕。会上，32 个

组织因使用和推广有效的能源管理体系获得嘉奖。获

奖组织来自各个领域，其能源管理实践的规模也各不

相同，小到单个设备，大到企业平台，这说明所有组

织机构都能通过采用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

获益。

其中 4 家组织荣获了最高奖项——CEM 卓越

奖，28 家组织获得了能源管理洞察力奖。获奖组织

能帮助全球了解能源管理体系的益处。上述 32 家组

织（设备遍及 19 个国家或经济体）每年节约的能源

价值高达 5,700 万美元，共减少 5.54 亿吨二氧化碳

排放，相当于道路上减少了 700 万辆客车。

能 源 管 理 领 导 奖 由 CEM 能 源 管 理 工 作 组

（EMWG）颁发，该工作组还参与了 ISO/TC 301 ( 能

源管理体系）的工作。

欲了解今年的获奖组织，请点击：

www.cleanenergyministerial.org

2019 年 ISO 周将于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

南非开普敦召开，届时来自 ISO 国家成员体的

代表将汇聚一堂，共商 2030 年战略计划。此

次 ISO 周包括 ISO 大会、ISO 理事会会议以及

特别委员会会议，将制定决策，决定 ISO 的发

展方向。

今年的 ISO 周备受期待。此次盛会将在南

非最古老城市开普敦举办，汇集 ISO 全球大家

庭的成员。成员们将参加分组会议，讨论 ISO

战略的内容，该战略将于明年修订完毕。除了

展示国际标准如何帮助实现全球议程外，会议

还包括气氛活跃的讨论会和发人深省的主旨演

讲，与会者可就已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畅

所欲言。

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出席

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

扫描二维码阅读年度报告，加入我们吧 :

www.iso.org/annual-repor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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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ravel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更好地旅行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未来几十年，旅游业将呈现出

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意味着每年跨

境游客将增加数百万人。各国如要

从中受益且不使国家资产受影响，

就必须制定可持续的政策和规则。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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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对一个国家有益无害吗？每年，数百万人

去世界各地度假或出差，随行花费现金。这种旅游能

促进就业，提振经济，提高对其他国家文化的意识。

旅游业如能得到良好发展，则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

保障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务。如管理不当，可

能带来拥堵、垃圾乱扔、环境破坏等问题。

据世界旅游组织称，过去 60 年间，旅游业不断

扩张，日益多样化，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

快的经济领域之一。作为负责国际旅游领域的专门机

构，世界旅游组织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同时有利于

保护东道国和东道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障社会福利

和经济安全，以及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行

业知识和旅游政策。

为此，世界旅游组织与多个旅游业相关组织建

立关系，其中包括 ISO 旅游和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

（ISO/TC 228）。遵守酒店管理、服务、食品质

量和安全方面的国际标准及环境和劳工条例对该行

业的竞争发展至关重要。本刊采访了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部主任迪尔克·格莱赛尔（Dirk 

Glaesser）博士，请他谈一谈该机构如何帮助社区

实施可持续旅游模式，使游客在未来几年都能受益。

ISOfocus：什么是旅游业？过去 50 年间，旅

游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迪尔克·格莱赛尔博士：国际游客被定义为：出

于商务或休闲目的，跨越国界在正常居住国以外的地

方暂住不超过一年的人。

过去 8 年间，国际旅游业年均增长 4%，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首次出现如此长时间的连续增长。

这源于该行业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从 1950 年到

1999 年，国际旅客数量由 2,500 万人次增至 6.64

亿人次，相当于年均增长 7%。国际游客人数一度在

十几年间翻了一番。世界旅游组织当前的数据显示，

仅 2018 年就有 14 亿人次国际旅客。

可持续旅游业当前的发展趋势如何？

目前，世界各地旅游业呈现出向更加包容和可持续方向

迅速转变的发展趋势。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家层面，旅游业都

被认为是一种驱动发展的力量，这也能解释世界旅游组织作

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身份。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采用新立法

政策将旅游政策纳入总经济政策中，包括支持可持续旅游业

发展的措施，通过旅游业推进减贫，加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

遗产保护，促进社区发展。各个国家、城市和地区都在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使旅游业更具包容性。旅游目的地也在不断

创新，迎接游客数量持续增长带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消费者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范围内，

游客越来越多地寻求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体验。游客

们也在付诸更大努力确保他们的旅行能够传递正能量。人们

对负责任旅游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游客也意识

到，他们在旅行中做出的选择——从吃的东西到购买的纪念

品，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部主任

迪尔克·格莱赛尔（Dirk Glaesser）博士

过去8年间，

国际旅游业年均

增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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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家层面，

旅游业都被认为是

一种驱动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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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可持续旅游能给我们的社区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旅游业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目前，全球

十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与旅游业直接或间接相关，该行业

已成为 2030 年议程中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中的首个目标——消除贫困的关键支柱。女性占旅游

业从业人员的大多数，这使旅游业成为实现两性平等

（SDG 5）的强大力量。同时，旅游业可以保护水下

和陆地生物，有助实现 SDG 14 和 SDG 15。

管理得当的话，旅游业有助于可持续城市和地区建

设。它能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在世界各地，旅游业中的女性就业有利于提高女性的经

济实力。此外，旅游业是创新创业的催化剂。尤其是世

界旅游组织在 2019 年聚焦旅游业创造更多更好就业机

会，并认识到创新在其中可发挥的作用。

除了能带来巨大物质利益外，旅游业还能促进包容

和理解——从本质上说，它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为了共

同的利益而相依相处。它确实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宣扬和保护文化遗产。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具有推动

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包容，使社区和地球走向更美好未

来的力量。

旅游业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旅游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亟需加快推进行业内

可持续消费生产模式。这需要充分了解游客在旅行和游

览目的地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最好采用参与式方

法制定理想的发展目标，并及时开展定期监测。非传统

数据来源是传统旅游研究方式的重要补充。它们可以填

补数据空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由于太过复杂、

结构紊乱、依属不明而无法被发掘的关联。

另一项挑战与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有关。大多数旅游

产品是非物质属性的，即具有很大的服务成分在内，又

远离平常居住场所或产品购买场所，因此旅游产品是以

“信任”为根基的，难以评估。这首先要求供应商降低

同潜在消费者相关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世界旅游组织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作为联合国下设的旅游业专门机构，世界

旅游组织推进有竞争力的可持续旅游政策和工

具，帮助成员国及所有相关行为人应对上述挑

战。该组织在拟订统计建议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

它于 20 世纪 90 年代率先开发和应用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指标。2004 年出版的指导性书籍《旅

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指标》对欧洲旅游指标系统

（ETIS）和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GSTC）标

准等多项计量和认证计划具有启发意义。

世界旅游组织搭建的国际可持续旅游观测站网

络（INSTO）汇聚致力于监测旅游业经济、环境和社

会影响的观测站，以释放循证决策在目的地层面的作用，在地

方和全球推进可持续旅游实践。INSTO 倡议立足于世界旅游组

织，通过计量和监测手段促进该行业可持续、韧性发展的长期

投入，支持旅游业的循证管理。

基于创新、技术、可持续和便利化的原则，为引领和构建 21

世纪新型旅游模式，世界旅游组织与西班牙政府开展合作，自

2017 年起两次组织世界旅游组织国际智能目的地大会。会议探

讨了基于技术解决方案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覆

盖影响监测、智能目的地治理、可持续发展、标准化框架、数据

可访问性、网络安全及参与式方法和开放平台的作用等领域。

到 2030 年，旅游业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基于目前态势、经济前景和世界旅游组织信心指数，世界旅

游组织预测，2019 年全球国际游客数量将增长 3% 至 4%，延

续之前的增长趋势。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旅游业预计将继续增长。2018 年，国

际游客数量超过 14 亿人次，行业总值达 1.5 万亿美元。亚太地

区已成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的地区，预计未来将持续增长。

世界旅游组织据此估计，到 2030 年，国际游客数量将达到

18 亿人次。因此，推行可持续实践势在必行，能反映出旅游业

为实现 2030 年议程中设立的目标做出有益贡献的真正潜力。■

女性占旅游业从业人员的

大多数，这使旅游业成为

实现两性平等（SDG 5）

的强大力量。

两卷报告探讨旅游业在促进可持续旅游业发展

国际年的五大支柱中发挥的作用，旨在应对政

策、商务实践和消费者行为的必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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