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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分期消

费并非新事， 这几年各种消费分期平台

不断涌现， 但到底是哪些人喜欢在旅行

中用分期呢？

今年端午小长假， 大家出去玩花了

多少钱？来自携程金融的数据显示，端午

期间有超过400万用户成功提高了临时

旅游消费额度， 提额总额超过110亿元。

其中， 分期主要集中在机票订单上占比

60%，酒店分期订单的占比为20%，而火

车票分期订单的占比为10%。 具体来看，

机票方面， 头等舱和公务舱的用户更爱

分期，而在酒店订单中，预订高星酒店的

用户更喜欢使用分期。

哪里人最喜欢分期呢？报告显示，从

男女比例上来看， 分期的人群男性用户

占多数，占比为52%，女性用户稍少，占比

为48%。报告还分析了分期人群的年龄分

层。 今年端午小长假，90后、00后这些“后

浪”人群成为旅游出行主力，这一点从分

期报告中也能体现。数据显示，从年龄上

来看， 相比其他年龄段的用户来说，95

后、90后用户在今年端午小长假的分期

率更高， 且分期订单相较于整体的订单

客单价更高。 由此可看出，95后90后这些

“后浪”们通过分期消费来提升出行体验

的意愿也更强烈。

全国接待国内游客4880.9万人次，达到去年同期50.9%水平

端午假期旅游业整体回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叶佳茵）

在刚过

去不久的端午假期，游客的消费信心、出

行意愿有所增强， 让整个文旅行业看到

了希望。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0

年端午节假期的旅游市场数据显示，端

午节三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880.9万

人次，达到去年同期50.9%水平；实现旅

游收入122.8亿元，达到去年同期31.2%水

平。 旅游市场在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中逐

步回暖。

超越“清明”旅游市场加快复苏

与之前的清明、 五一小长假纵向对

比， 端午小长假旅游市场的高峰出现在

第二天， 全国接待国内游客1980.1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1.9亿元。 小长假

前两日，全国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707.7万

人次， 累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96.6亿元，

国内旅游收入已超越清明小长假三天总

和。

根据携程综合平台预订及调研发布

的《2020端午旅游市场大数据报告》显

示，相比五一、清明，端午市场环比增幅

放缓，但总量依然保持增长。其中，酒店、

交通的出行环比增长为10%以上。机票方

面， 旅客端午国内出行的搜索需求和机

票预订需求已恢复至去年同期七成。 其

中，6月24日是节前的出行高峰，6月27日

是假期返程的高峰。同时，铁路也创造了

新高。 6月25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753万

人次。 其中， 长三角铁路共发送旅客

176.68万人次，均创下春节后单日旅客发

送量新高。携程大数据显示，结合端午期

间的预订情况，6月酒店、 交通的整体预

订量环比5月分别增长15%和13%。

马蜂窝平台上的“当地游”订单量相

比清明小长假也上涨895%。 据马蜂窝旅

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绍， 目前当地

游产品的消费群体较以往也有了较大变

化。疫情前，各大目的地城市的当地游产

品以外地自由行游客为主， 这些产品既

能串联本地传统旅游景点， 又能提供新

奇玩法。而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当地游

的消费者中本地游客为主流， 覆盖高端

野餐、露营、户外运动等项目的深度玩法

更受此类游客欢迎。马蜂窝大数据显示，

广州旅游的订单量在端午期间较上月同

期上涨1678%。

出游预约成为新消费习惯

今年端午小长假前， 文旅部再次强

调， 要继续坚持“限量、 预约、 错峰”，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景区的开放管

理。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继续按照不超

过最大承载量的 30%来执行。 在这一要

求下， 提前在线预约逐渐成为游客出行

前的“必备工作”。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

研数据显示， 端午节期间， 有 81.7%的

游客体验了预约， 较劳动节期间提高

4.3 个百分点， 其中 71.4%的游客认为预

约体验很好。 部分未能预约到门票的游

客表示， 虽有遗憾， 但对预约出行表示

理解与支持。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 预约制已

逐步融入游客的生活， 成为新的消费习

惯。 提前搜索目的地信息， 让游客在做

好自身防疫的同时， 对旅游目的地的吃

住行更为了解， 约八成的游客会在平台

提前预订， 做好错峰出行的准备。” 驴

妈妈旅游网董事长王小松表示。

省内周边游端午玩法多样

在疫情影响下， 周边游、 省内游仍

然是端午出游主力， 但更多民俗活动、

新玩法正在丰富、 提升周边游品质， 在

家附近一样可以玩得很精彩。

端午假期期间， 广之旅就组织了上

千名游客， 前往阳江、 惠州、 增城、 佛

山、 潮汕、 清远等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

旅行。 据岭南控股广之旅粤港澳游总部

常务副总经理苏颖珊表示， 受假期游客

出游增加以及景区、 酒店限流的影响，

今年端午小长假省内游与去年相比呈现

“价格略有下降， 品类多样发展” 的特

点， 整体降幅约 8%-15%； 针对假期市

民游客的新出游需求， 旅行社围绕周边

海滨、 温泉、 美食、 民俗文化元素， 推

出了多款 1 至 3 天的跟团、 研学、 自驾

游产品， 为不同年龄游客提供生态、 休

闲、 文化旅游等更多选择， 因疫情而暂

停的省内研学旅行团， 也在端午迎来重

启首团。

南湖国旅则表示， 端午假期市民预

订旅游产品大多以两至三天行程的周边

游为主， 漂流、 海边度假等亲水产品颇

受欢迎。 比如， 79 元清远摘果 1 天·古

龙峡网红河谷·果园摘桃、 299 元惠州巽

寮湾 2 天·四鼎国际酒店豪华游艇出海·

葡萄园采摘·美食休闲度假纯玩 等产品

颇受市民青睐。 而在价格方面， 周边游

报价相对稳定， 多条线路基本在 50 到

100 元的区间浮动。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叶 佳

茵 ）

6 月 29 日， 在广州市总工

会、 共青团广州市委和广州市妇

女联合会开展的贵州毕节对口帮

扶工作指导下， 岭南集团与毕节

职业技术学院签署 《校企合作框

架协议》 共建“粤菜师傅-岭南

班”， 进一步深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 推动新时期下旅游行业乡村

振兴战略， 由岭南控股旗下岭南

酒店负责“粤菜师傅-岭南班”

的联合办学工作。

活动当天， 选拔自 2018 级

烹饪中职和 2020 级烹饪高职两

个班共 66 名学生组成的“粤菜

师傅-岭南班” 正式开班。 岭南

集团和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双方表

示将以“共建品牌专业， 服务行

业发展， 培育优质技术人才， 追

求校企生三方满意” 为指导思

想， 加大校企双制联合培养粤菜

师傅力度， 重点招录毕节建档立

卡贫困户学生和深度贫困乡镇地

区学生， 进行培养、 专业建设、

师资合作， 实现职教精准帮扶。

据悉， 本次合作岭南集团结

合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 进一步

创新与毕节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

机制。 岭南控股旗下岭南酒店全

程参与课程设置、 提供教学师

资、 进行实训授课、 安排跟岗实

习、 颁发“1+X” 证书、 全部吸

纳就业等订单合作模式， 助力乡

村振兴。

携程发布《端午小长假分期报告》：

机票订单分期消费占比过半

数

据

“粤菜师傅-岭南班”

贵州毕节开班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叶 佳

茵 ）

近日， 同程旅行与全国旅

游集散中心联盟指定官方平台-

好行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

合作协议， 好行网将其平台上覆

盖全国 100+城市的上千条景区

直通车线路和机场专线直连同程

旅行， 联合运作， 共同助力各地

文旅产业复苏。

据了解， 合作达成后， 好行

网平台上的数据资源库将和同程

旅行平台打通， 好行网平台上的

100 多个国内城市的上千条景区

直通车线路和机场专线将和同程

旅行平台实现直连， 其中有上百

条线路将和同程旅行独家合作。

用户只需在同程旅行 APP 或小

程序上即可轻松预订相关直通车

及机场专线。

同程旅行与好行网

达成战略合作

广之旅端午研学首团。 广之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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