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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国庆前三天 错峰出游最划算

□信息时报记者 叶佳茵

国庆将至，大部分热门旅游目的地线路基本已经报满。 对于还没报名，但又

想国庆出游的游客来说，此时该如何选择出行时间和旅游目的地？ 记者从市内各

大旅行社了解到，长假出游高峰集中在10月1日~3日，如果可以拼1~2天年假，选

择在黄金周中后期出游，那么无论是性价比还是出行舒适度都可以大大提高。

时间：长假中后期出游 价格至少降三成

根据今年放假安排，国庆黄

金周为 10 月 1~7 日放假，而 5~8

天的中线行程已足够在假期内消

化， 因此今年国庆出发高峰将集

中在 10 月 1~3 日。

岭南控股广之旅表示，受出

游高峰影响， 国庆期间国内游价

格也呈现倒抛物线走势：9 月 29

日起价格阶梯式走高， 价格高峰

从 10 月 1 日持续到 10 月 3 日，

随后逐步回落，10 月 7 日恢复平

日价。马蜂窝平台也表示，在国庆

假期提前 2~3 天出发或在 10 月

3 日以后出发的跟团游线路价格

普遍更低。

以携程 App 上一条“印度尼

西亚美娜多 6 日半自助游” 广州

出发线路为例。 9 月 26 日至 28

日的价格分别为 6177 元起/人、

7178 元起 /人、8009 元起/人，10

月 1 日价格达到最高峰，为 9803

元/人，随后价格回落。 10 月 4 至

6 日的价格分别为 6432 元起/人、

6268 元/人、5466 元/人。 由此可

见，若是想要避开价格高峰，国庆

假期前后加拼假的方式出行相对

划算。

市民王女士表示， 她去年国

庆假期选择到新疆出游， 出于省

钱的考虑， 她选择用调休的方式

提前三天出发。“28 号出发，平均

一人不到 5000 元， 已经去了天

池、 吐鲁番、 喀纳斯这些热门地

方。 ”市民马女士则表示，自己准

备在国庆假期中段去沙巴仙本那

玩。“国庆前和国庆当天出去价格

实在太贵，平时四五千元的行程，

国庆逼近上万元， 国庆假期中段

的价格虽然比平时贵一点， 但还

能接受。 并且这时候大部分人都

准备回程了， 人应该也会相对少

一些。 ”马女士说。

目的地：出境游首选免签国家

据悉，出境游不少长线目的

地都需要提前 15 个工作日办理

签证，比如北欧、南欧、东欧、澳

洲、新西兰等。 此时还想出境游

的游客最好选择免签或者落地

签的国家，避开办理签证所要耽

误的时间。

根据广之旅统计，今年国庆

人气最高的免签、落地签目的地

分别是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

联酋、摩洛哥、伊朗、斐济。

那么，在这些免签或者落地

签旅游目的地中，哪些又是国庆

出游性价比较高的选择呢？ 记者

在携程 App 上，比对了这些目的

地国庆价格以及平日价格的变

化。 其中，泰国、越南、柬埔寨、印

度尼西亚等东南亚方向还有不

少团期可选，且跟团游、半自由

行的产品也较多，价格与平日相

比大概上涨 2000~3000 元， 涨后

价格约五千元左右。

此外，斐济本身出游价格就

很高， 平日价已接近两万元，因

此国庆期间的涨幅没有太大，涨

幅约三千多元。 而斯里兰卡、马

尔代夫、阿联酋、摩洛哥、伊朗的

国庆出游价格涨幅较大，至少上

涨 5000 元，价格接近万元甚至过

万，并且能选择的团期已不多，部

分线路已经报满。

从价格涨幅来看，记者查询

部分线路发现，斐济、摩洛哥出游

价格本身较高，涨幅较小，介于

6%~20%之间； 其次为马尔代夫、

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以及

阿联酋， 涨幅为 40%~80%之间。

涨幅较大的是泰国、斯里兰卡以

及伊朗，约为 90%~150%。

产品：主题游、赏秋游性价比高

国内游总体花费比出境游低，广之旅

数据显示， 国庆国内出游预算位于 3000~

6000 元档次的占比最高，约占 64%。而在国

庆主题游中， 又以包含欣赏各地璀璨夜色

的项目最卖座。

据广之旅目前璀璨周年类主题产品

的收客统计数据显示，北京、贵州、广西壮

族自治区、湖北、山东、华东地区、东北地区

均为热门目的地。

比如，针对最热门的北京，广之旅推出

了“寻迹·国家宝藏”专线，4 小时深度游览

故宫。 同时黄金周排期出发的团队，均安排

观赏中央电视塔举办的国庆主题灯光展

演， 黄金周出游价格 5399 元~6599 元/人。

又如针对华东地区，广之旅于 10 月 3 日晚

上将包船游览黄浦江，“华东三市双飞 4

天”售价为 3999 元~4399 元/人。

国庆黄金周也正是国内秋色正浓的时

节， 因此应季秋色也成为假期出游的一大

主流。

根据马蜂窝大数据显示， 进入 9 月以

来， 热度涨幅最大的旅游目的地是贵州荔

波。 秋季的荔波红叶遍布，气温凉爽，风景

绝美，还有浓郁的民族风情。 此外，郴州、平

潭、 阳朔等目的地在秋季也凭借秀美的自

然风光，适宜的户外气温，获得许多游客的

青睐。

此外， 市民也可在国庆假期选择秋季

登高，庐山、黄山、莫干山、神农架等热门森

林目的地的热度，也都在秋季迎来增长。 秋

高气爽之时， 登上山顶一览层林尽染的旅

游体验，成为许多游客秋游首选。 如广之旅

售价为 6299 元~6599 元/人的“杭州、上海、

网红度假胜地莫干山、枕水乌镇、义远有机

农场、品阳澄湖大闸蟹双飞 4 天”，将安排

前往阳澄湖大闸蟹原产地， 跟着蟹农现捕

现品，从秋天丰收的场景入手，带领游客在

赏秋之余品秋。

黄金周期间国内秋色正浓。 图为往年 10 月初的新疆喀纳斯。 信息时报记者 黄淑仪 摄

OTA国庆出游有优惠

携程：针对国内游产品不仅派发各种立减券，每人

可以领 1500 元满减券，还有最高减 4000 元特价度假产品、3

折门票等特惠活动。 在携程页面上推荐的用户评价达4.9分

（满分5分） 的明星店铺， 携程也联合这些旅行社派发超值大额

券。 另外， 还有境外跟团最高减1500元的活动， 精选特价跟团

游路线， 例如1950元起泰国清迈+清莱跟团游， 价格也有非常大

的优惠。

驴妈妈：可领取 5200 元优惠券，覆盖酒店、机票等。 酒店每满

1000 减 30，最高立减 180 元；另外，部分产品如使用驴妈妈超会

员服务，则可享受最高 500 元立减。

马蜂窝： 即日起至 9 月 15 日推出中秋酒店特惠周，

用户登陆马蜂窝 app 可以领取优惠券，最高直减 80

元。 10 月 1 日至 6 日期间，马蜂窝也将上线十

一特惠，为“说走就走”的用户提供实

惠的酒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