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5 月 6 日 星期三
主编/责编 沈长佑 美编 段逸 校对 石春林 毛昆

A03 聚焦

丽江古城实行预约限流错峰，让游客玩得安心放心

设有 16 个门禁点
游客达 2 万时就劝返

今年五一，作为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后的首个
旅游小长假，预约、限流、错峰成了各大景区的关键
词，丽江古城景区实行预约参观游览，古城景区瞬
时接待最大游客量限定为 2.4 万人，全天接待最大
游客量限定为 7.5 万人。
丽江古城利用大数据、5G、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
术，在数字小镇智慧服务体系，打造建设了一批多
样化、智能化应用系统，景区管控、引导更加及时、
合理，智慧化赋能让游客更加安心、放心。5 月 1 日
至 4 日，丽江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 242154 人（去年
同期 584962 人），游客流量未出现超过最大承载
量 30%的情况，无重大投诉、重大舆情和旅游安全
责任事故。

游客出示预约信息、扫码、验证后进入丽江古城

线上

线下

经过四道防线 7 个程序 才能进入丽江古城景区
“进入景区要预约，请先出示预约
信息”
“请戴好口罩”
“请扫码”
“请出示
扫码情况”……5 月 3 日 14 时，虽不是
丽江古城每日游客进出的高峰期，
但位
于丽江古城玉河广场东大街的门禁口，
排满了正在出示预约信息、扫码、验证
进入古城的游客。进入疫情防控常态
化阶段后的首个旅游小长假，
门禁关变
得至关重要。
位于丽江古城东大街的门禁口，
是
丽江古城 16 个门禁口中人流量最大
的，
承担着景区近 50%的游客进出。进
入五一假期以来，在以往三道防线上，
在最外层增加了核查预约，
游客在经过

四道防线 7 个程序后，才能进入丽江古
城景区。四道防线布置在一条 200 米
以内的直线内，
石板路上贴有明显的绿
色箭头，提示该路段为进景区的路段，
一旁黄色的箭头为出景区分流线路。
“门禁这边有四道关：第一道是预
约；第二道扫云南健康码；第三道扫大
数据行程卡和抗疫情码；
第四道则对大
数据行程卡显示为省外游客，或者是
14 天内出过省的市民和游客，则需要
进行信息登记。丽江市民、古城里的经
营户，14 天内没有出过省的，从第二道
关口直接进入古城。”丽江古城维护费
征稽支队副支队长高志文介绍，
丽江古

城的门禁可以说是四道关 7 个程序，门
禁组的工作人员不仅要看游客的预约
信息，还要提醒戴口罩，查看 3 个码的
情况，
监测体温，
进行实名登记，
一个班
8 个小时，不停地提醒、引导，面对那么
多的游客，
嗓子变哑是常有的事。
最快的一分钟，如果没有提前预
约的，还需要当场预约，进入景区的耗
时会增长。
“ 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为了
大 家 的 安 全 ，我 觉 得 应 该 理 解 和 支
持。”来自昆明的王女士和几个朋友五
一小长假来到了丽江，严格的出入关，
让她和朋友的丽江之旅变得更加放
心、安心。

丽江古城设有 16 个门禁点 人流量达 2 万人时劝返游客
据了解，丽江古城 16 个门禁点，工
作人员三班倒 24 小时值守，每个班的
工作人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用去的时
间，每个人最少都能站满 7 个小时。初
夏的日间，戴着口罩值守的工作人员，
不要两天，都能晒出黑白脸。
按照《预案》，五一期间丽江古城
景区瞬时最大游客接待量达到 2 万人
启动三级预警；2.2 万人实施二级预警；
2.4 万人实施一级预警；5 月 2 日 20 时
19 分和 5 月 3 日 20 时 32 分，丽江古城
景区瞬时游客人数达到 2 万，古城景区
及时启动景区人流疏导三级预警。古
城景区开启 560 个智慧应急疏导广播，
启动 27 块智能引导屏，进行安全提示
和人流疏导。古管局和公司领导在各
个门禁点担任责任领导，在一线指挥
疏导工作，来自局和公司、街道、社区、
公安、消防共 480 名疏导员迅速就位，
在 16 个门禁点配合门禁组开展人流疏
导，确保景区的正常游览秩序，让游客

游得放心、游得舒心。在此过程中，未
发生游客投诉事件，游客对管控措施
表示理解和支持。
每天 19 时至 23 时，是丽江古城的
人流高峰期，
根据游客流量大数据分析
统计平台，监控每日的峰值基本在 21
时至 21 时 30 分之间出现。丽江古城
景区利用游客流量大数据统计分析应
用平台，
实时监测丽江古城景区各街巷
的游客流量、游客构成和分布，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
对游客进行提醒疏导。
丽江古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数字
化分公司杨万全说，从这几天的游客
量来看，都没有超过全天接待最大游
客量 7.5 万。当瞬时人流量达 2 万人
时，景区预警，指挥中心会启动预案，
景区内部开始进行游客分流，门禁口
开始劝返游客。各个环节相互联动，
疏导员及时补充到各个主要路口进行
游客引流，智能广播、智能闸机、引导
屏开始各司其职，提醒游客人流量已

预警，不要再进入景区，有序引导游客
就近分流。
据了解，目前丽江古城在 560 个点
位上装放了智慧广播系统，覆盖了整
个古城，在景区未启动人流疏导预案
时，广播每半小时播放一次疫情期间
的旅游须知等内容，当景区瞬间人数
超过 2 万人时，560 个智慧广播会不间
断进行人流量预警，
提醒游客。
丽江古城将景区分为 7 个子片区，
以不同的颜色展示各个片区的实时人
数情况，并以图表的形式展示各时间
段的客流趋势，在“丽江古城游”的官
方微信、官方网站以及在古城内 13 块
屏幕上进行实时公开，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对游客进行提醒疏导。13 块大
屏上，可看到整个景区的实时游客数，
及主要街道的实时游客数，以红、黄、
绿等四种颜色分别对应拥堵、拥挤、一
般、畅通等四种状况，游客可通过大屏
数据，选择畅通路线进行游览。

“云”游丽江古城
感受古城之美
与景区限流形成对比的是，
今年的五一，丽江古城在线上可
谓是带来了无限量的嘉年华套
餐。不仅仅将丽江古城搬上了网
游世界，金牌导游当主播带着大
家云游丽江古城，让丽江古城之
旅更加多元。
5 月 1 日，
《我的世界·丽江
古城》游戏地图正式上线，网游爱
好者可以在线上“ 云 ”游丽江古
城，感受古城之美，体验古城魅
力。
“游戏+旅游+文化”
的模式下，
富有当地特色的游戏地图，让游
丽江古城多了一种奇妙的方式。
此外，丽江古城景区积极探
索网络展示新方式，开展了多场
网络直播，让丽江古城游还未成
行的游客在家里就可以跟着金牌
导游“云逛”古城，体验丽江古城
的独特美景和人文风光，足不出
户感受丽江古城的慢生活。数据
显示，5 月 1 日 15 时，在金牌导游
带你逛丽江的直播中，金牌导游
张宇当起了主播，一场属于丽江
古城的饕餮盛宴在网上发酵，直
播间里引来了 76 万人线上
“云”
游
丽江古城。
本报记者 木晓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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