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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在今年的
春节黄金周，全国不少景区游客访问
量较上年明显增长。

上海城隍庙等景区举办传统庙会，
游客量比平日翻倍。景区在吃、厕、住、
行、游、购、娱基础上，推出满足文、商、
养、学、闲、情、奇等新七大要素的各具
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和产品，让市民游
客获得全方位的假日旅游体验。

小小的门票，折射出中国居民旅
游休闲需求的提升。根据复旦大学联
合驴妈妈旅游网此前发布的报告，
2016年出游用户的平均消费频次较
2014和2015年的人均1.2次和2次，
上升到人均3次，大众休闲旅游时代
真正来临了。

在驴妈妈旅游网CEO王小松看

来，在中国的不少景区，“门票经济”正
在转变。“景区是全域旅游的核心，全
域旅游并非无景点旅游，反而是需要
优质景区来支撑，把一个个景点串成
一条条线路、连成一片片区域。”而门
票在引导人流、消费流中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春节假期与寒假叠加，上海国际旅
游度假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数据显
示，自1月25日起，上海迪士尼乐园出
现了部分热门景点超过120分钟以上
的火热排队场面，2月1日上午乐园知
名景点“翱翔”的排队时间已超过200
分钟。上海迪士尼已进行现场票务调
整工作，分步骤引导和调节现场客流。

记者 陈爱平 许晓青
（新华社上海2月2日电）

在2017年春节假期，中国居民通过旅游过年，在境内外旅游目的地享受团圆的气氛和休闲度假的舒爽，带热全球“春节时间”。
回顾新年假期，从境内旅游流向、境外旅游联欢、景区门票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居民收入、消费双增，旅游供给侧改革发力。

我国居民出游带热全球春节时间
——三大变化折射中国旅游供给侧改革发力

多项数据显示，除了南下避寒、
北上赏雪的“一冷一热”旅游流，“城
市流”也渐渐明晰。

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2月1日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2740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实现
旅游收入340亿元，同比增长14.8％。

根据携程跟团游、自由行等产
品的预订数据统计，在2017年春节
期间中国游客从国内242个城市，
到达全球85个国家、1254个国内
外城市。同时，中国旅游研究院与
携程旅行网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
春节期间国内游消费预计将超过
4000亿元，相当于春节期间全国餐
饮和零售企业总销售额的一半。

其中，作为全国著名的热带海岛
目的地，三亚人气火爆，旅游产品价格
突破万元依然一位难求。依偎在长白
山脚下的延边、热门冰雪旅游地哈尔滨
则令许多游客尽享赏雪与滑雪的体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介绍
说，知名景区旅游人数、消费支出增加
的同时，伴随中国城市化纵深发展，随
子女“进城”的老年人群体逐渐庞大，
进城与孩子团聚过年群体越来越多，
节后提前返回的市民参加亲友聚会、
补充购物也越来越多，春节期间城市
商圈依旧繁忙甚至拥挤，博物馆、主题
公园、游乐场、动物园、商业街、庙会的
选择比例较往年均有所上升。

仅在大年初四，上海野生动物
园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增长
58％；世纪公园接待游客1.1万人
次，同比增长80％；东方绿舟接待
游客0.45万人次，同比增长125％；
锦江乐园接待游客0.55万人次，同
比增长125％。

元旦、新年旅游“开门红”，让业
界对2017年旅游市场充满期待。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17年中国
国内、入境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旅
游人数有望超过50亿人次、旅游消
费将超过6万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等预计，今年
春节出境游方面，如果以人均旅游
费用以及购物等花费超1.5万元计
算，中国超600万游客春节出境花
费将达1000亿元。不过，中国游客
对境外目的地的需求，正从单一的
物质享受，转变为精神享受。

北京达美国际旅行社总裁
付华介绍，在今年春节期间，赴
美定制旅游“爆棚”：去阿拉斯加
看极光、坐游轮去美国度春节，
在中国居民旅游需求多样化同
推动下，赴美旅游产品可谓“百
花齐放”。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定制旅
游产品，或是为了感受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或是为了寻求独特的休闲

体验，或是为了领略异域人文风
情。而支撑境外旅游产品蓬勃发展
的背后，源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
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升级。”付华说，
受益于签证利好、直航航线增加等
因素，中国居民享受着全球的旅游
资源。

全球旅游目的地也纷纷为中
国游客增加新春喜庆元素。综合
国家旅游局等消息，泰国春节文化
活动增加了中华美食文化体验和
中华民俗艺术展示体验等内容；比
利时布鲁塞尔著名的“小尿童”换
上了中国的唐装，欢乐春节盛装大
巡游中不仅有华侨华人和中国留
学生，还有身着唐装、旗袍的比利
时居民。

受英镑贬值、签证程序简化，以及
直飞航班增加等因素影响，近年来中国
游客赴英旅游热情持续高涨。英国旅
游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2017
年春节期间中国赴英游客的机票预订
量比去年同期上涨87.7％。

英国旅游局称，中国游客在英国平
均停留时间为15夜，而其他海外游客仅
为8夜。中国游客平均每次访英消费
2174英镑（约合2756美元），是其他国

家游客平均消费额的三倍以上。
然而，随着中国游客消费变得愈

加理性，再加上国内电商平台的海淘
业务发展越来越好，中国游客出境游
不再以“买买买”为唯一目标，而愿意
花更多时间和金钱去体验当地文化和
服务。参观博物馆、名校、酒庄，观看
体育赛事，旅行摄影等更有深度、更个
性化的主题旅游越来越受欢迎。

（据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深度游个性游放松游日益火爆

“告别严冬，去非洲过年”，在北京一家电商
公司上班的郝小姐最近刷朋友圈时常会看到这
句话。每年过完除夕，郝小姐都会选择在正月
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出国旅行。已经玩转大半
个地球的她，打算今年去非洲大陆“探险”。

遥远的非洲充满了神秘气息

一直以来，遥远的非洲充满了神秘气
息。更为原生态的旅游景观，独特的风土人
情，令厌倦了日韩欧美的“猎奇者”们，将目光
投向这片大陆。

肯尼亚山是非洲第二高峰，可以说是无数
徒步者和登山者的“圣地”。大年初一在肯尼亚
山领略美景的邱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对非洲早
已心驰神往，可以体验到与国内迥然不同的风
光。来之前还一度担心非洲旅游设施会比较落
后，没想到这里的酒店服务很让人满意。”肯尼
亚旅游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至
10月抵肯的国际旅客总数约为73万人次，
其中中国旅客约4万人次，排在第5位。

中国游客热衷体验狩猎探险

说起非洲旅游，Safari也是个不能不提
的词。Safari在东非斯瓦西里语中的意思是

“旅行”，后来被早期到非洲的欧洲探险家赋
予了“狩猎探险之旅”的意思。如今狩猎活动
在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已被禁止，但Safari这
个说法却保留了下来，包括观赏野生动物在
内的许多自然旅游项目都被称为Safari。

“目前国内客人在非洲进行最多的旅游
体验项目当属体验Safari之旅，”肯尼亚神奇
非洲自然旅行公司创始人张仁全说。除此之
外，在埃及、毛里求斯、塞舌尔、南非和摩洛哥
等国开展的海岛风情游、沙漠文化游等项目
也深受国人喜爱。

张仁全总结出了非洲旅游的三大趋势：
旅游目的地逐渐从埃及、南非两个支点扩展
到包括在肯尼亚在内的其他非洲国家；旅游
项目从单一文化游和Safari之旅拓宽到包括
潜水、跳伞在内的多元旅游项目；游客也从少
数高端“玩家”转向了普通大众。

尽管如此，非洲旅游仍因交通和住宿价
格高昂让不少国人望而却步。此外，一些中
国游客也反映部分非洲国家的旅游市场并不
规范成熟，在一些景点有过被“坑”的经历。

（据新华社内罗毕2月2日电）

告别寒冬，去非洲过大年吧——

非洲游
从冷门走向大众

受日元升值、网络购物便利等因素影响，
中国游客赴日本“爆买”热潮已有所降温。与
此同时，赴日“医疗游”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游
客青睐。

购物游越来越少

早在2010年12月，日本政府就推出“医疗
签证”政策，以吸引国外病患来日治疗，拉动旅游
市场消费。最近两三年来，赴日“医疗游”又升温。

2013年起，东京ABC旅行社作为中国
国内主要旅行社的日方合作伙伴，为中方赴
日本组团游游客提供在日本期间的接待和导
游等服务。近年来，随着中国赴日游客消费
需求发生变化，东京ABC旅行社也在积极寻
求业务转型。

ABC旅行社经营者孟凡海告诉记者，中
国游客赴日组团游、购物游越来越少。为适
应市场变化，ABC旅行社从2015年起推出赴
日体检服务。负责赴日医疗体检服务的市场
经理李雪敬说，旅行社目前主推的高端健康旅
游项目仅体检套餐费用就达1.58万至4.45万
元人民币，但仍深受中国游客欢迎。

孟凡海介绍，2015年，ABC旅行社安排
中国游客赴日体检和医疗约100例，2016
年，这一数字超过200例；2015年，日本向中
国公民发放医疗签证900多份，2016年数据
虽未公布，预计也有2000多份。

花钱买体验成为新特点

除了花钱买健康，花钱买体验也是近年
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消费的一个新特点。

在李雪敬看来，如果说中国游客赴日游
曾以“爆买”为特点，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游
客则乐于花更多时间和金钱去体验日本的文
化和服务。孟凡海也表示，中国游客的要求
更加多样化，比如要求去埼玉看盆栽，去长野
看猴子泡温泉，中国医生则希望到日本医院
体验同行服务等等。

记者了解到，鉴于“医疗游”受到越来越多中
国游客的青睐，日本各地旅游和医疗机构积极合
作，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各种“医疗游”项目。

以治疗甲状腺疾病为主的伊藤病院坐落
在繁华的东京表参道街头。为了吸引中国游
客以及在日华人求医就诊，伊藤病院专门配备
了免费中文翻译，并与当地旅游中介机构进行
合作，随时向有需求的中国游客提供医疗服
务。 （据新华社东京2月2日电）

赴日“医疗游”
渐受中国游客青睐

中国客新春境外游内容日趋多元

境内目的地

南北流交织城市流

2 境外目的地

全球“爆买”变为全球联欢 3 景区门票

单一吸金工具变为全域流量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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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市民在南宁市八桂田园观赏色彩斑斓的鲜花。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2月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女儿伊万卡（左）携小女儿阿拉贝拉出席“2017年欢
乐春节－中国文化之夜”活动。 新华社发

1月29日，中国侨团的腰鼓队在比利时迪南市街
头表演。当日，比利时在迪南举行“中国风”巡游，庆
祝中国新年。 新华社发

2月1日，在缅甸仰光，演员表演中国舞蹈。当
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亚洲团在缅甸仰光举行春
节访问演出的首场表演。 新华社发

春节假期已逐渐成为国
人出境游“黄金周”，大批中国
“春节客”的到来也催生了境
外消费新旺季。除了购买生
活用品和奢侈品外，近年来中
国游客越来越重视旅游消费
的特色和品质。传统的海外
“购物游”“观光游”，正不断扩
展出“深度游”“个性游”“放松
游”“猎奇游”“体检游”等多元
旅游新内容。

中国“春节客”的强大购买力给
不少欧美商家带来了“非传统”销售
旺季。

从机场到酒店，从百货商场到
奥特莱斯，很多消费场所都推出
专门针对中国顾客的优惠活动，
并布置了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装
饰，打出春节“文化牌”招揽中国
顾客。

“春节期间我们会迎来中国顾

客高峰期。我们对此非常重视并做
好准备，已在柜台和退税处都增加
了人手，”法国老佛爷百货公司亚洲
市场负责人亚辛·邦克里特利告诉
新华社记者，“我知道中国人有在春
节购买年货的习俗，并会给家人朋
友带春节礼物。我们希望通过营造
节日氛围提供更好服务，让我们最
重要的国际顾客群——中国顾客感
受到宾至如归。”

购物游给欧美商家带来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