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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和银联国际联合发布2019年出境旅游相关报告显示：

中国人出境游消费依然世界第一

周末去佛山

邂逅“小马宝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11

月 30 日， 小马宝莉主题展在佛山岭

南天地正式开幕。 6 米巨型小马宝

莉、六大动画拍照区、粉红转转杯户

外电动游乐项目及多个迷你场景装

置将岭南天地化身为亲子游乐世界。

据了解， 本次小马宝莉主题展，

有六大主题拍照打卡点：在入口处的

“友谊彩虹拱门”，小朋友们由此进入

小马宝莉亲子游乐世界；钟楼广场展

示的大型魔法故事书，真实还原了小

马宝莉魔法故事的动画场景，小朋友

们可与小马宝莉主角们一起畅游魔

法世界；首个户外电动游乐项目“粉

红魔幻转转杯”， 小朋友们可在父母

的陪伴下游玩。 此外，还有智慧的紫

悦、勇敢的云宝，善良的柔柔、慷慨的

珍奇等小马宝莉成员将在岭南天地

二期古街道中奔跑，迎接各位大小朋

友的到来。 除主题展外， 岭南天地

11~12 月每个周末都有丰富的活动，

小马碧琪人偶将在岭南天地、岭南站

进行欢乐巡游，与粉丝们进行趣味合

照互动。

九寨沟对散客开放

入园人数增至

2

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11

月 28 日晚，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

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九寨沟景区关

于部分区域对外开放

（试运行 ）

补充

通告》， 根据九寨沟景区灾后恢复重

建推进和试运行情况，景区从通知发

布之日起开始对散客开放。这也意味

着， 散客可自由买票进入景区游玩。

同时增加每日入园限量人次从 8000

人至 20000 人，九寨名额将不再一票

难求。

此前， 九寨仅对跟团游客开放，

并限额每天 8000 人入园。 记者从南

湖国旅了解到， 如今放宽至 20000

人， 将能够充足保证游客的需求，不

存在一票难求的现象。南湖国旅方面

介绍，冬季的九寨沟是性价比高又能

满足南方人对冰雪世界向往之情的

好地方。 除了结冰的瀑布和雾凇景

观， 同时也有依然五彩缤纷的海子。

此外目前也是淡季，跟团的线路行程

倾向于冰雪+温泉、 冰雪+都市游的

组合， 如冰雪童话·滑雪温泉九寨古

尔沟鹧鸪山滑雪温泉六天等，价格都

是 2000~3000 元左右。

需要提醒的是，景区门票、车票

实行全网实名制预购，景区门口不设

售票窗口，游客需在线上进行提前预

约。所有游客须登入阿坝旅游网录入

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护照等身份信

息即可预定。

□

信息时报记者 韦柑潞

随着中国消费者年均出游次数

的增加， 出境旅游稳步增长。 旅游

机构近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

2019 年出境人次和消费额将创新高。

除了常规的景点外， 由夜游经济、

“网红” 经济带火的旅游目的地也逐

渐成为旅游社交中的新亮点， 而随

走随订也成为中国人出境旅游的显

著趋势。

“网红” 旅游地成为新亮点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2019

年上半年全国旅游经济运行情况》

显示， 2019 上半年， 预计国内旅游

人数 30.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8.8%；

入境旅游人数 7269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5%； 出境旅游人数约 8129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14%。 在国内文化和

旅游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出境旅游

稳步增长。

11 月 28 日， 携程和银联国际联

合发布 《新旅游、 新消费、 新中产：

2019 年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报告》

显示， 2019 年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

依然世界第一。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

局的数据， 2019 年上半年， 中国境

外旅行支出 1275 亿美元， 超五成旅

行支出发生在亚洲地区。 2019 年，

截止目前， 中国游客选择携程出境

游度假产品到达全球 158 个国家，

较去年增加了 17%， 预计今年出境

人次和消费额将创新高。

出游体验个性化、 多元化趋势

也更加凸显 。 近日， 途牛发布的

《2019 全球自由行消费分析》

（以下

简称 《分析》）

指出， 出境自由行十

大热门目的地分别为泰国、 日本、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尔代夫、

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澳大

利亚、 土耳其。 在部分目的地玩法

中， 徒步、 骑行、 潜水、 摄影、 登

山、 滑雪、 越野自驾等户外项目逐

渐受到更多自由行游客的追捧， 比

如去仙本那考潜

水证， 去皇后镇

跳伞， 去清迈学

做泰餐等较为受

宠。

除了常规的

景点、 富有当地

特色的街道等之

外， 由“网红”

经济带火的旅游

目的地也逐渐成

为旅游社交中的

新亮点。 如圣托

里尼凭借大海 、

天空和屋顶的三

重蔚蓝收获了大

批情侣芳心； 在

周杰伦 MV 《说

好不哭》 中出镜

的 东 京 铁 塔 、

machi 麦吉奶茶店 、

高圆寺商店街等， 也

成为粉丝、 游客出游

日本时争相前往的“打

卡地”。

随走随订成显著趋势

结合银联国际和携程旅游的数

据， 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的场景也

日益多元化， 已形成十大热门消费

场景： 餐饮、 购物、 住宿、 向导、

景点、 演出、 交通、 玩乐、 自驾、

邮轮。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 游客需求变得更加移动化、 个

性化和多样化， 随走随订成为中国

人出境旅游的显著趋势。

途牛的分析显示， 与以往的预

订、 出游习惯不同， 自由行游客更

加注重贯穿行程中的预订服务和

体验 ， 在出游前旅游产品的预订

外， 衍生出了出游过程中“边走

边订 ” 的消费习惯 ， “机票+酒

店 ” 组合产品也被更多元 、 更个

性化的“交通+酒店+当地玩乐”

产品替代 。 携程数据显示， 一半

以上的出境消费和预订行为在行

程中产生。

为了满足这一消费趋势， 旅行

社也随即上线了更多产品和服务。

如携程搭建全球一站式行中服务平

台 ， 行中产品类别有境外门票、

一日游、 玩乐项目、 当地向导 、

购物、 专车打车、 租车、 车船票、

订餐等。 途牛的“目的地” 频道，

也引入碎片化资源 ， 让游客随心

预订“交通+住宿+当地玩乐” 旅

游产品 ， 预订 、 出游更加灵活。

途牛有关负责人认为， 未来， 在

自由行消费持续升级趋势下， 游

客目的地选择和游玩方式更为多

样化， “小众 ” 或比“网红” 更

受欢迎， 个性化、 定制化、 品质化

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将逐渐成为市场

主流。

信息时报讯（记者 韦柑潞）

寒假

临近，旅游市场报名热度逐渐升温，

其中，以日本、中东非洲、中国台湾

为代表的出境游中线产品已经进

入报名高峰 。 广 之旅 的 报 名数

据显示 ， 近 半 亲 子家 庭 选 择了

行程时间在 6 ~ 8 天的旅游产品

，从出境游来看 ，日本线的热度上

升最快，咨询量较上个月环比增长

近 180%。

值得一提的是，寒假春节排期的

日本游在火爆的同时，相关线路尤其

是亲子向线路的价格比较平稳，并没

有出现“水涨船高”的情况。 如广之旅

的“誉·深度”日本好食在、本州 6/7

天，该线路寒假初段出发排期价格为

12699 元/人， 较 2019 年寒假同期价

格持平。

从旅行社上架的出境游中线产

品来看， 除了持续火热的日本游之

外，以迪拜为代表的中东线和中国台

湾线都备受亲子家庭的青睐。

寒假春节6~8天出境游中线产品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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