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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周边游线路上架

旅游产品吸粉“反向春运”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春节

临近，记者走访旅游市场发现，春节的

短线周边游产品已上架开售。 据了解，

今年春节周边出游的热点， 依然在温

泉游、春色游、美食游和主题节庆游 4

大热门品类。 受澳门回归 20 周年热点

带动， 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广州

“花城看花” 品牌等效应持续放大，湾

区旅游产品吸引众多“反向春运”的外

地家庭游客。

除夕出发最划算

广之旅出行意向调查显示，接近 8

成计划春节短线出行的游客倾向选择

温泉游、 春色游、 美食游和主题节庆

游，这 4 大品类将成为 2020 春节周边

游的热点所在。 价格方面，据岭南控股

广之旅粤港澳游总部常务副总经理苏

颖珊介绍，2020 春节周边游的价格总

体与往年持平。

2020 春节周边游价格趋势是：1

月 24 日

（除夕 ）

出发的游价与平日持

平，而 1 月 25 日

（年初一）

-29 日

（年初

五 ）

出发的团队价格最高，1 月 30 日

（年初六）

开始又有所回落。 从这个价

格波动走向来看，错峰出游更划算，其

中既是公众假期、 又维持平日价的除

夕，成为性价比之王。

随着游客“旅游过年” 意识的普

及， 不少酒店也会在除夕安排迎合传

统氛围的活动， 如团圆饭、 抽奖送福

等，让旅途更具年味。 如丽宫温泉旅游

产品的初一到初六期间卖价为 679

元-799 元， 而除夕出发可节省约 35%

-45%。

苏颖珊补充道， 今年周边游产品

价格走向的另一个特点， 则是澳门酒

店房间卖价的调整， 同比去年春节期

间约有 10%-20%不等的降幅。 随着澳

门旅游产业进入周期性客源结构和方

向调整，澳门今年的性价比更为突出。

以澳门 5 星级酒店喜来登酒店为例，

目前春节黄金周的自由行产品售价在

1850 元~4500 元/房/晚不等，售价最高

峰出现在 1 月 27 日

（年初三）

4500 元/

房/晚，同比去年最高峰的 5150 元/房/

晚，有接近 13%降幅。

机票打折助力“反向过年”

记者从驴妈妈旅游网了解到，今

年越来越多人选择接父母到城市过大

年。 春运中，中西部前往北上广深、及

省会的反向春运火车票、机票，预订中

也颇受青睐。 驴妈妈平台数据显示，通

过该平台预订 2020 年反向春运出行

机票、火车票、巴士票搜索同比增长超

78%，预订量增长近四成。 从出发地来

看，主要集中在安徽、四川、河南、湖

北、山东、陕西、辽宁、吉林、江西、湖南

等省。 目的地热度排名中，上海、广州、

北京、苏州、杭州、深圳、珠海、成都、常

州、南京等位居前十。

驴妈妈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市场

供给来看，今年一二线城市周边景区、

度假酒店等，也围绕自身特色、春节主

题，推出丰富多彩的节令活动，这将吸

引更多“反向春运”的外地家庭游客。

受澳门回归 20 周年热点带动，加上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花城看花”品

牌等效应持续放大， 湾区旅游产品已

经形成了一股“名牌效应”，粤港澳大

湾区旅游也是周边游的热点所在。 在

澳门，今年的农历新年花车巡游汇演，

将有超过 1000 位来自不同个国家/地

区、澳门本地表演队参与，还会有精彩

舞台文艺表演及烟花汇演。 尤其在春

节黄金周，除了湾区内生客源群体外，

更将会吸引大批“反向春运”的外地家

庭游客。

“加拿大BC迎新春”活动将举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1 月 7

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

（简称

BC

省旅游局）

“觉·醒自然”主题

摄影展正式亮相“方所”书店。 主题摄影

展作展示了前不久 BC 省旅游局携手

明星摄影师黄觉共同奔赴 BC 省开启

的“觉醒自然之旅”，展映了黄觉在温哥

华和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 考伊琴湾、

伦弗鲁港等地与雨林、山脉、海洋和城

市展开的旅途故事， 也展现了诸多 BC

省其他经典地标性景点及体验的精彩

影像。

BC 省旅游局中国区经理胡瑛表

示，2020 年农历新年即将来临， 随着春

节期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不断增长，

BC 省旅游局也特别针对这一高峰时

段，面向中国市场推出了亮眼的冬日旅

游产品。 即将在 2020 年春节期间举办

的一年一度“加拿大 BC 迎新春 ”活

动， 也将邀请中国游客到访温哥华、

里士满 、 维多利亚等 BC 省特色城

市，在春节主题行程中，领略 BC 省

冬季精彩的旅行体验和热闹的节庆氛

围。

春运购买往返机票需注意

2020 年春运已拉开帷幕，春节返乡进入高峰期。近日，携程旅

行网及第三方公开渠道对“往返机票”的使用规则进行了调研，结

果发现，在参与调研的 2000 名消费者当中，有 61%的人遇到“没

赶上去程，结果返程也作废”的遭遇。 调研结果折射出消费者对

“往返机票”使用规则不够了解的普遍现象。 那么，购买往返机票

需要留意什么？

1.了解“前序航班”的重要性

“前序航班”指的是乘坐的飞机，前一项执行的飞行任务。 而

“往返机票”属于“多段机票”的一种，“多段机票”包含：

（1）一次购买的往返机票，例如 A 到 B，B 到 A。

（2）一次购买的多程往返票，例如 A 到 B、B 到 C、C 到 A。

（3）一次购买的联程票，联程票通常包含转机，例如从 A 到

B、在 B 中转/经停，然后前往 C。

对于多段机票的使用规则，民航法规中明确表示：往返、多程

或联程机票，必须按顺序使用，如果前序航班未使用，后续行程都

将按作废处理。 所以，在起飞前最好查询一下前序航班是否有正

常起降。

2.购买多段航班，尽量不要更改行程

对于多段航班的使用规则，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杨彦锋表示：“作为特价组合产品，往返机票或多段机票的价

格通常比较便宜，这是航空公司希望尽早锁定收益的方式。 对消

费者而言，这里面也包含了契约精神的价值，因此具备更严格的

使用规则。 消费者出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出行变动的可能性，一

旦购买多段航班，就不要再更改行程，若行程不得已发生变化，应

尽快与航空公司取得联系，协商退改等操作。 ”

3.仔细阅读航空公司购票规定

购票时，一定要注意票价页面的提示，看清楚航空公司的规

定。 以携程为例，对于往返、联程机票，都

做了特别标注， 对于不可退改签的往返/

联程机票，也会提示乘客"需要按顺序搭

乘"。

实际上， 多段机票的规定非常严格，

大部分是不允许退改签的， 即便允许改

签，也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并且需要交纳

改签费、差价、退票费等费用。对于消费者

而言，如果不小心没赶上去程，一定要提

前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确认后面的航段是

否能继续乘坐。

信息时报记者 叶佳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