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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游客
带旺韩国化妆品产业

据人民网消息，根据韩国方面统计，访韩的中
国女性游客从今年1月的16.2万人次增至今年6
月的30.5万人次。随着中国女游客大幅增加，多
家韩国化妆品和免税店企业的股价也一路上扬。
一些韩国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女游客的购买力
不断增长，有望进一步拉动韩国的化妆品和免税
店产业。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面对现今大大小小的旅游企业都
推出的节庆主题活动，省旅游发展研
究会副会长杨哲昆建议，旅游企业应
该避免一窝蜂抢滩同类节庆主题产
品，在市场面前，各企业应该有系统性
和特色化的思考。

杨哲昆表示，在节庆期间推出相
应的活动和产品，这是如今市场形势
下旅游企业必须去做的，但是作为旅
游企业的营销人员，一年到底有多少
值得推出活动和产品的全国性和地方
性的节庆日，一定要进行统计后再对
自身的活动和产品进行相应的设计，
但可惜的是，能这样去做的旅游企业
并不多，很多企业都是事到临头才进
行考虑。因此，也就产生了目前普遍
存在的问题——各家企业推出的节庆
活动和产品常规化后，就会出现特色
不够明显，市场效果不够突出的问题。

对此，杨哲昆建议，推出节庆活动
或者主题产品，海南的旅游企业要以
节庆文化为支撑，企业要特别关注在
全国甚至在一定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
节日，进行相关的思考和规划。

杨哲昆认为，首先，企业对一年当
中的节庆要进行系统化的关注。“一年
下来，世界、全国或者地方传统的节日有
哪些，旅游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
进行思考，遗憾的是目前绝大多数旅游
企业现在在这方面都比较欠缺。”

其次，推出节庆活动或者主题产
品，企业也要有特色化的思考。“每个
节日，你这家企业考虑到了，其他的企
业也会考虑到。现在，一有什么节庆，
很多商家即便没有做好策划和准备也
冲上去做这个事。这就出现横向竞争
问题，因此，也就涉及到特色化的问
题。”杨哲昆表示，旅游企业一定要对
全年的节庆活动和主题产品进行规
划，在进行规划的同时，要考虑到如何
把企业自身特色和节庆特色相结合，
最好能够突出地方文化特点。杨哲昆
以春节为例。“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
日。海南的春节和内地的春节并不一
样。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企业就可以
进行挖掘和开发，要立足海南文化特
点，把自己的企业特色融进去。”杨哲
昆认为，在开发节庆活动和主题产品
时，企业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一定要
注意特色化的创意。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酒店：各类活动赚足人气

身着中式小褂的帅小伙推着自行车
沿着花园小径叫卖80年代的冰棍、滑稽
的小丑和小朋友们玩成一片、草坪上竹
竿舞大人小孩手牵手快乐跳跃、在酒店
的婚礼堂弦乐四重奏余音绕梁……这是
七夕节当天，在海口香格里拉大酒店上
演的热闹一幕。这个在中国情人节当天
举办的海香嘉年华活动涵盖了经典南北
小吃、亲子户外游戏、曲艺声乐表演及七
夕浪漫婚礼四大主题活动，为前往体验
的客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选择。

在节庆期间举办各类活动，是现今
海南很多酒店的“常规动作”。海口香
格里拉大酒店的市场传媒部副经理熊雪
英表示，在一年当中的众多节庆里，大
部分酒店会推出相应的餐饮套餐，并进
行一些小的创意，比如在情人节推出情
侣套餐，并进行烟火表演、赠送巧克力
和玫瑰花等。“我们在七夕节前后推出
的餐饮特色活动，就吸引了很多客人，
餐厅爆满。”

业界认为酒店通过举办各类节庆主
题活动，首先能够给客人提供更为丰富
的娱乐选择，其次也能提高酒店的曝光
率和住房率。

推出优惠活动也是节庆期间很多
酒店采取的营销方式。在今年的七
夕，三亚湘投银泰度假酒店就推出婚
纱评比活动，客人可以将他们认为最
美的婚纱发微信给酒店官方微博，酒
店收集照片进行评比后，得奖的客人

会得到酒店免费赠送的婚礼仪式、三
天两晚的免费住房以及一餐烛光晚餐，
价值几万块。“我们在节庆举行与客人
互动的活动很多，每年每个节日都有不
一样的活动内容。”湘投银泰有关负责
人告诉《旅游周刊》记者，这样的优惠活
动不但是酒店进行市场推广的方式，也
是一种回馈客人的途径，“很多客人参
加优惠活动的热情很高，也帮我们赚
取了不少人气。”

旅行社：开发节庆产品
成趋势

海岸浪漫游、浪漫七夕欢乐行、七夕
旅游相亲活动……针对标榜浪漫爱情的
七夕节，众多的旅行社也不甘寂寞，推出
了不同类型的七夕旅游产品。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重阳
节，还是西方的万圣节、圣诞节，很多旅
行社都会推出不同的主题产品。”海南康
泰国旅中国公民旅游中心总经理何鹏告
诉记者，每年不同的节庆期间，已经成
为《旅游周刊》海南众多旅行社推出特色
产品的重要时段。

何鹏表示，现在的旅游市场越来越
成熟，游客的旅游要求也越来越高。特
别是对于很多多次出游的客人来说，不
同的旅游体验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
对同样的客源设计出不同的产品，才能
吸引客人多次参加。“现在的市场要求我
们对不同产品进行不同的策划。如果旅
行社还是单纯地卖同样的产品，没有一
些创意和创新，那么将很难在市场上生
存。”何鹏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长期缺乏开

拓创新，低端“填坑团”一度成为海南游
的“代名词”。而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
背景下，如何推出更多特色品质游，带动
海南旅游不断提升和完善，成为当前越
来越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针对不同
节庆推出的新产品和精品游，将成为旅
行社发展的一大趋势。

景区：特色节庆提升美誉度

“呀诺达景区自然资源丰富，面对每
年鲜少有变的景区自然风光，适当的节
庆应景促销活动是拉动客源的一大重要
措施。针对不同时节、不同节假日，呀诺
达会因时制宜，举行相应的促销活动。”
呀诺达景区有关负责人告诉《旅游周刊》
记者，今年七夕，景区特别推出“雨林寻
宝”活动，让游客通过游戏的方式深入了
解呀诺达的文化，营造欢乐的游览氛围，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位负责人表示，呀诺达每年都会
推出类似毕业游、寒暑期亲子游、烧烤露
营游、婚庆蜜月等多种应景促销活动，每
项活动都是经过详密策划部署而举办
的。“就每年的客流量和景区消费量来
看，我们所举办的促销活动都能在很大
程度上加大景区的宣传力度，提升景区
在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

“每年的不同节庆我们也会推出不
同的活动，比如七夕节，我们就主打‘浪
漫’两字，推出系列优惠游玩活动。”三亚
大小洞天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景区在
节庆期间推出的系列活动，能够在众多
的活动中博得游客的眼球，可以增加景
区的媒体曝光度，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旅游企业抢滩节庆市场，争相推出丰富活动和产品

让游客的节日更精彩

加拿大一旅行社
推出3万多加元全球游

据新华网消息，为满足部分收入不高而又游
兴十足的人环球旅游的愿望，加拿大一家旅行社
日前推出3.3万加元（1加元约合5.7元人民币）游
遍世界的旅游计划，让游客乘坐包机在25天内玩
遍世界。

据总部位于多伦多、名为“旅行协会”的旅行
社在其网站上介绍，只要交上32995加元，就可以
在11月3日至27日期间从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中部城市科罗纳乘包机环球游，结束旅
行后的终点也是科罗纳。不过这是情侣或夫妻的
单人价，如果是单人报名，则需多交2995加元。

这笔费用除了波音737飞机的全程经济舱机票
外，还包括一日三餐和饮料，各地的四星或五星旅
馆，旅游景点的门票和地陪以及小费等。该旅行社
的主管说，这肯定不是豪华游，但至少也算是环球
游。据称，飞机先飞到美国的阿拉斯加，然后向亚洲
和欧洲等地进发，沿途经过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
新加坡、印度、阿联酋、摩洛哥、马耳他和冰岛等。

据介绍，这个项目主要针对20岁到30岁的
年轻人，他们参加工作不久，钱不多，但渴望了解
世界，四处旅游，于是该旅行社设计推出这趟工薪
阶层环球旅游项目。

专家建议：

企业开发节庆市场要有系统性考虑

浪漫情侣套餐、浪
漫七夕线路、牵手天涯
……在刚刚过去的七
夕节，海南的旅游界掀
起了一场“浪漫爱情”
热潮，让众多的情侣度
过了一个极致浪漫的
中国情人节。

随着人们旅行方
式的改变和对旅行体
验要求的提高，独具特
色的旅游产品就成为
众多旅游企业重视的
方向。一年当中大大
小小的节庆，成为这些
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推
出系列特色活动的最
佳时机。通过推出这
些新的产品和系列活
动，企业不但能够让游
客的节日过得更加精
彩，也能让自己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商
机。

云南大理古城将围城收费

据《中国青年报》消息，云南大理围城收费问
题终有眉目。今年7月起，大理市《大理古城保护
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规定大理市古城保护管理局
的主要职责之一为依法征收和管理古城维护费，
收费对象为商户。虽然目前并没有关于收费的具
体标准，但争议多年的围城收费将成定局。2009
年云南省曾拟对进入大理古城的游客征收每人次
30元的古城维护费，以筹集古城保护资金，但由
于反对意见过大而作罢。

2014年上半年

国内游、出境游、
入境游“两升一降”

2014 年上半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
总体良好，基本实现了预期的增长。但
三大市场表现各异——国内游、出境
游、入境游继续保持“两升一降”局面。

国内游市场：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
和旅游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据中
国旅游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4年1-6
月国内旅游人数18.5亿人次，同比增长
10.2%，国内旅游收入1.5万亿，同比增长
16%。

国内游满意度三连升，在线旅游市
场火爆。

2 季度，国内游客满意度出现三连
升，国内游客满意度为70.26，较上季度
上升1.33。

2 季度，在线旅游市场火爆。据艾
瑞咨询的调查显示，2014 年在线旅游
OTA 交易规模 614.1 亿元，环比增长
5.5%，同比增长17.1%；营收额为32.4亿
元，环比增长4.5%，同比增长19.0%。

出境游市场：上半年出境游人数和支
出双双大增，旅游业贸易逆差显著。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报告，1-6月
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5410万人次，同比
大增18.7%，带动出境旅游支出超过700
亿美元，同比增长20.7%，贸易逆差超过
470亿美元。

出境游市场分析：对华免签证或放
宽签证制度的国家/地区增多，出境游从
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和多元化。

今年上半年，外交部和驻相关国家使
领馆就与墨西哥、巴塞罗那、阿曼、英国、
以色列、法国等就简化签证手续举行密
切磋商，取得了一定成果。到目前为止，
对华免签证国家或地区有16个。

入境游市场：上半年入境旅游人数
和旅游收入双双下降。

据国家旅游局的数据统计，2014年
1-6 月，我国累计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6231.38 万 人 次 ，较 2013 年 同 比 减 少
2.8%；总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247.71亿
美元，同比下降1.8%。

入境游市场分析：入境旅游者中香
港同胞占半数以上，外国入境旅游者中
亚洲居多。

2014年上半年，我国累计接待入境
旅游者6231.38万人次。其中，香港同胞
达3732.01万人次，同比下降2.8%，占全
部入境旅游者的近6成；其次是外国旅
游者，总共有1253.14万人次，同比下降
1.78%，占入境旅游总人数的20%；紧随
其后的澳门旅游者991.98万人次，同比
下降 4.15%，占比近 16%；台湾旅行者
254.25万人次，同比增长3.75%。但从旅
游收入来看，外国旅游者贡献度最大，
贡献了超过6成的收入来源，这与其来
华目的以商务和观光旅游有关。

2014 年上半年，赴华外国旅游者
中，来自亚洲国家的最多，达到 771.37
万人次，占全部入境外国旅游者的60%
以上，中国前十大客源国有7个来自亚
洲 。 其 次 是 欧 洲（261.91 万）、美 洲
（153.14万），美国是仅次于韩日的第三
大客源国。大洋洲和非洲占比较少。

（迈点网）

7月全球交付新客机121架

中国占比达25%
据网易财经消息，7 月份全球交付

新客机121架，亚太地区接收了60架，其
中中国接收了30架新客机，泰国和印度
各4架，日本及印尼各3架。

根据Ascend机队数据库，北美地区接
收了20架新客机，欧洲16架，拉美12架。

中国东航接收了 7 架新飞机：3 架
A320 系列飞机，3 架波音 737 飞机和一
架A330-200飞机。中国南航和国航各
接收了5架。此外，中国一些较小的航
空公司也接收了新飞机。

在亚太区，交付的新飞机包括空客28
架、波音25架、ATR公司5架、庞巴迪2架。

在亚太区的60架新飞机中，有14架
属于飞机租赁商，其中 GECAS 公司 5
架：租赁给南航2架波音737-800飞机，
分别租赁给国航、长荣航空、吉祥航空各
一架A321飞机。

俄四家旅游巨头破产
万名旅客滞留国外

据中国网消息，在最近20天内，4家俄罗斯
旅游公司宣布破产并且停止运营。成千上万名旅
客因无法回国而滞留在国外。为了使更多的旅行
社受害者获得保险金，中央银行不得不暂停了这
四家旅行社的名为“上升”的保险公司的工作。

首先宣布破产的是涅瓦旅行社——俄罗斯最
大的旅游公司之一。该社于7月 16日宣布破
产。在该公司宣布破产的同时，有6500多名涅瓦
旅行社的消费者正身处国外：他们大多数在希腊、
土耳其、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另外还有一万
六千人次预购了疗养季的旅行，但现在，他们已经
无处可去了。

7月25日到8月2日，几家大旅游公司“风中玫
瑰世界”、“世博之旅”和“迷宫”相继宣布停止营业。

在这期间，俄罗斯央行宣布吊销封闭式股份
公司“‘上升’保险公司”营业执照，该保险公司本
该对涅瓦旅行社的受害消费者进行理赔。

“这在俄罗斯旅游业的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
有的数量，”俄罗斯联盟旅游业的新闻秘书伊琳
娜·图里纳称，这起事件将影响超过30万人次，36
班航班取消，还有六至七千甚至更多人失去了度
假的机会。

七夕在景区游玩的情侣。

酒店的七夕活动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参加。

去哪儿网度假及门票
日成交额同比增长415%

据环球旅讯消息，继今年5月去哪儿网正式宣
布成立度假事业部后，近期去哪儿网度假业务和
门票业务日成交额已超千万。相比去年同期，去
哪儿网新业务线日成交额同比增长达到415%。

在此期间，去哪儿网度假业务先后就节假日
及寒暑假开展促销活动，上线“机+酒”业务和特价
频道，同时先后开展“周末惠游”和0元门票活动。

早在三年前，去哪儿网CEO庄辰超就已把无
线旅游看作未来的趋势，所有资源倾向无线业务，
从去哪儿网新业务线的发展趋势和日成交额数据
来看，其中无线端占比增长速度已远超PC端，偏
重无线带来的效果彰显。

根据2014年7月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周边游和
门票业务在无线端预定量占比接近70%，尤其是而门
票业务在无线端的预定量占比已接近80%。（李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