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夜间旅游参与
度高，接受调查的游客中
有过“夜游”体验的占比

92.4%

2019年春节期间国
内夜间总体消费金额、笔
数分别达全日消费量的

28.5%、25.7%

从年龄层次看，18-
24 岁和 25-34 岁代表
的80后、90后中青年群
体“夜游”消费最高

35.7%的受访者人
群关注可供欣赏的美景，
夜晚活动、休闲氛围、安
全保障、美食/夜市的诉求
比重在23%-28%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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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景区试水：
巧用资源探索旅拍

浪漫唯美的夕阳，平静宽广的海
面，身穿婚纱的新人在椰林中惬意地
荡着秋千……“这是景区新增的又一
个‘网红’打卡地。”三亚大小洞天景
区工作人员李虎虎介绍，近年来，景
区内的自然风光及无边泳池、森林木
屋、海边灯塔等特色场景吸引着不少
游客前来旅拍，借力这一发展趋势该
景区也开始探索转型升级新路，通过
与摄影机构合作，在景区内打造旅拍
基地，配备化妆区、更衣区，为旅拍游
客提供“一站式”服务。

无独有偶，原以观光游览为主要
发展模式的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近年
来也不断试水创新旅游产品，探索旅
游发展新路。今年初，该景区通过整
合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新推出“乐

拍”产品，打造“天空之镜”等特色拍
摄场景，配备旅拍接待中心、化妆区、
服务区，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个性
化、特色化、专业化的旅拍服务，游玩
结束后可直接取照片、光盘、摆台等
产品，避免了传统旅拍的起早贪黑与
漫长等待。

“我们正不断完善旅拍服务，开
发‘景区游玩+旅拍’相结合的一站
式产品，探索精细化、差异化的旅游
产品。”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南廷说。

行业联盟：
强强合作提升品质

如今，随着旅拍市场不断发展壮
大，三亚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度假
酒店、旅行社纷纷加入到旅拍行业之
中。其中，为精细化发展婚纱拍摄市
场，三亚以爱情为主题的酒店产品、

旅游线路开始崭露头角，有力推动旅
拍产业发展。

“越来越多的涉旅企业探索旅拍
产业，业务难免存在交叉重叠，无法
形成有效的旅游产业链，如何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成为难题。”三亚市旅
文局相关负责人坦言。

如何探索旅拍行业转型？可喜
的是，三亚不少涉旅企业已经开始谋
求新路。去年底，中国旅拍三亚联盟
在三亚天涯海角景区正式成立，全国
100家摄影优秀商家形成行业联盟，
建立起景区、拍摄机构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渠道，实现产业资源共享，推动
旅拍市场集约化转型。

“此外，三亚还探索旅拍摄影
师、化妆师办证工作，设立资格证上
岗机制，规范旅游人才管理，打造

‘标准管理链’，深化旅拍产业发
展。”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会长
许伟说。

“在外旅游，晚上也是体验当地
生活方式的重要时间，就像去重庆要
看洪崖洞夜景，在广州要登上‘小蛮
腰’一览珠江夜色，在西安就要看看
夜色中的钟楼鼓楼，再逛个夜市或者
看个演出，行程就很完美了。”旅游达
人王紫薇说，夜晚也是旅行中感受当
地风情的重要时间。

“对于游客而言，在白天的密集
游览之后，晚上时间相对空闲，有趣、

有特色的项目或产品可以填补空闲
时间。目前，夜游经济带来的不仅是
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收入增长，更拉长
了旅游产业链，有利于旅游市场规模
的有效扩大。”途牛旅游网相关负责
人表示，如今，随着游客结构不断年
轻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夜游队伍
中，进一步带动“夜经济”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夜
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2019》显示，近

年来，我国“夜经济”产业中，文化、旅
游的角色正加速被强化，专项调查数
据表明，当前我国游客夜间旅游参与
度高、消费旺，九成左右游客有夜间
体验的经历。“夜间旅游除了夜景观
光、景区夜游之外，还覆盖了夜间节
事旅游、夜间文化艺术休闲游、夜间
文化演艺体验游、街区夜游等多个类
型。”中国旅游研究所夜间旅游课题
组成员赵一静表示。

■ 本报记者 赵优

故宫元宵之夜首次免费开
放夜场，成为当天热门话题。
同一个夜晚，长沙夜空璀璨，元
宵节焰火晚会尤为热闹，肇庆
的一场烟火音乐会作为粤港澳
大湾区（肇庆）光影艺术节的收
官之作，也赚足了人气。

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择从“夜
游”入手，在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的
同时，增加人们夜间旅游消费，为
城市、景区等旅游目的地寻找刺
激消费的新路径和新发展契机。
以西安为例，其发力“大唐文化”，
意图将“夜游西安”打造成古都旅
游一张新名片。根据《夜游西安
方案》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夜
景亮化工程将为西安新增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500亿元以上。《北
京市2019年促消费稳增长措施》
则将鼓励发展“夜经济”纳入其
中。

随着旅游消费的日益多元
和旅游供给的提质挖潜，加上
全国各地频频出台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夜间旅游
正吸引着来自产学研各界越来
越多的关注。日前，中国旅游
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发布系
列研究成果。研究认为，夜间
旅游作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拉动旅游消费、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丰富深度文
化体验的重要途径，将为旅游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的
动能。

丰富夜间旅游产品，拓展旅游消费空间

点亮海南“夜经济”

推动夜间旅游
体现城市特色

景区参与、行业联盟、细化标准

三亚做甜“旅拍蛋糕”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日，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收到
文化和旅游部复函，
允许海南在重点旅游
区内设置通宵营业的
娱乐演艺场所。业内
人士表示，对于夜间
文旅活动的政策松绑
将有助于海南进一步
开放旅游消费领域。

作为衡量一个城
市旅游竞争力和吸引
力的重要指标，游客
的停留时间受到越来
越多关注，其中，夜间
旅游项目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近年
来，随着文旅产业融
合进程逐步深入，如
何掘金“夜游经济”成
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既能游览景区、观
赏美景，又可以体验高
效、有品质的旅拍服务，
半小时完成拍摄，1小时
后便可取精修照片，一举
多得，这种旅拍产品很新
颖。”日前，来自西安的游
客陈华慧与家人在三亚
天涯海角景区体验了新
推出的“乐拍”产品，由专
业摄影团队跟拍其游玩
“打卡点”场景，真正感受
了一把“旅+拍”模式。

近年来，三亚的景
区、酒店、旅行社等涉旅
企业开始探索发展旅拍
行业，通过形成特色行业
联盟，细化行业标准，推
动鹿城“旅拍蛋糕”越做
越大。

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新晋
景区如何抓住游客的心？1月下旬，
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在海棠湾开门
迎客。区别于封闭式园区“一价全包”
的主题公园，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实
行24小时免费开放园区、内部自营及
招商项目单独收费的运营模式。“ 灯
光之下的‘三亚之眼’海上摩天轮在夜
晚格外缤纷，成为人们打卡去处，市场
反应超预期。”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工

作人员王媛媛说，景区通过全天候营
业，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推动在旅游餐
饮、游乐设施等方面的消费升级。

随着旅游景点数量的快速增长，
各地的旅游竞争更多体现在游客停留
时间和住宿率上。在游客需求层次不
断提升的背景下，夜间旅游项目的设
计决定了游客能够停留多长时间。

业内人士表示，人们的旅游体验
需求以及审美层次在提高，但总体

上看，当前海南“夜游”还处于启动
阶段，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游客和居
民的消费需求，仍需加强供给。此
次海南获准在重点旅游区内设置通
宵营业的娱乐演艺场所，旅游企业
则需要将目标客群进一步细化，比
如针对青年游客、国际游客推出一
些差异化的产品和活动，进一步拓
展旅游消费。

陵水酸粉、文昌糟粕醋、清补凉
……周末的晚上，在海口海垦花园夜
市，来自陕西的游客刘涛和家人看过
琳琅满目的小吃之后，果断对海南特
色小吃“下手”，将一张桌子摆得满满
的。“夜市有各种海南特色美食，又汇
聚了各地小吃，晚上和家人在这里逛
吃逛吃，很惬意。”刘涛说。

近两年，海口致力于打造“夜市+
旅游”新模式，以“深夜食堂”展现海南
饮食文化和海口城市温度，已经成为
海口又一旅游名片。如今，海垦花园

夜市被纳入海南省旅游电子行程管理
后，将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除了夜市，每当夜幕降临，世
纪大桥、万绿园一带的海岸线华灯
璀璨，滨海大道连栋建筑的炫彩变
幻，装饰着滨海城市特有的风景。

“海口湾1号”游船打造的可游、可
赏、可玩的滨海特色旅游线路，让
游客拥有了从海上看海口的独特
体验。

不同于海口，三亚的旅游演艺发展
如火如荼。三亚千古情景区驻场演出

讲述琼岛传奇，春节期间场场爆满；三
亚水稻国家公园巧妙运用自然风光推
出《田野狂欢》山水实景演出；《红色娘
子军》实景演出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和高
科技手段再现琼岛红色文化；采用海陆
空3D立体水舞台剧场剧目——大型
原创驻场秀《C秀》春节期间在三亚·亚
特 兰 蒂 斯 上 演 ，平 均 上 座 率 近
80%……随着文化消费需求转型升级，
一系列特色旅游演艺项目相继登台亮
相，渐成我省文旅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大大释放了夜间旅游消费需求。

“五一”假期将现出游热
预计全国将有1.5亿人次旅游

据《经济日报》报道，3月22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调整2019年劳动节假期安排的通知》发
布，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劳动节放假安排调整
为5月1日至4日，共4天。消息一公布，许多网
友表示“期待假期，只想出游”。

记者从多家旅游机构获悉，自“五一”放假消
息公布后，相关旅游产品搜索量随即大增。众信
旅游数据显示，假期调整消息公布后，向众信旅游
各零售门店咨询“五一”前后出境游产品的消费者
明显增多，除了5月1日和2日，4月27日至4月
30日出发的产品也迅速成为热门。不少游客已
经开始提前预订“五一”出行机票。飞猪平台显
示，假期调整通知公布后，3月22日10点至12点
国内机票预订量较前一周同时段增长超过50%，
国际机票增长超过150%。截至当日上午11点
30分，驴妈妈旅游网“五一”假期相关旅游产品搜
索人次环比激增335%。

各大旅行社搜索数据显示，重庆、杭州、上海、
北京、成都、西安、广州、昆明、南京、三亚等地成为
游客搜索最多的“五一”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日
本、泰国、新加坡、越南、土耳其则成为出境搜索热
门目的地。

“‘五一’假期由1天变4天，将有力地刺激
消费者出游意愿。”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韩元军预
测，今年的“五一”假期将迎来中短途旅游市场的
旺盛，特别是赏花游、自驾游、红色旅游等形式将
迎来高峰。同时，短期内旅游市场价格也会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婺源、杭州、成都等热门目的地将
面临高客流考验。

春季采茶
成清明旅游“爆款”

据《北京商报》报道，随着春茶的问世，以采茶
为主题的旅游也成为了市场上的“爆款”。3月25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OTA获悉，在清明踏青
时节即将来临之际，采茶游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
客的青睐。其中，家庭出游的比例最高，达到
41.5%，情侣/夫妻出游占比30.1%，朋友同行的占
比也达到了23.2%。包括黄山（毛峰）、西双版纳
南糯山（普洱）、杭州梅家坞茶山（龙井）、庐山（云
雾茶）、峨眉山（峨眉雪芽）、武夷山（大红袍）等地
成为今年采茶游的热门目的地；在交通方式的选
择上，自驾占绝对多数，达到73.4%，同时也有不
少游客选择乘坐大巴、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采茶景区。

具体来说，根据驴妈妈发布的数据显示，“80
后”和“90后”已成为采茶游的主力游客，占比分
别为38.6%和33.4%，“这与传统上认为中老年人
更热爱茶文化的刻板印象有较大不同，事实上，亲
子家庭及情侣健康旅游已开始在抖音等平台上盛
行。”驴妈妈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告诉记者，
在文旅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纯观光的景点逐渐
遭受冷落，以采茶、品茶等文娱消费为核心，游玩
周边景区，入住轻奢型酒店已成为更受欢迎的采
茶游方式。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各旅游攻略网站信息后发
现，地处杭州西湖风景区的梅家坞茶山，清明前后
正是茶园观光、采龙井茶、吃农家饭的最佳时节；
苏州的洞庭山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的产
地，除了采茶、赏茶、品茶之外，登画舫、游太湖都
是必玩项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产茶胜地开始
推出别样的体验式产品，例如盛产白茶的浙江安
吉，就在茶山和波光湖边建起了度假酒店，并贩卖
以茶文化为主体的周边文创产品，成为网红打卡
景点。

杭州西湖打造
“数字景区”

据新华社消息，经过半年多的沟通协调、现场
采集、数据导入、实地校正和测试发布，3月19
日，杭州西湖景区携手高德地图打造的“西湖一键
智慧游”项目上线，该项目覆盖了景区全部近60
平方公里区域，杭州西湖将成为目前国内面积最
大的“数字景区”。

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信息中心主任方国兴
介绍，该项目在国内景区景点中实现了六个方面
的新突破：数据更精准，双方用时两个月梳理、整
合、新增服务设施和服务信息；信息更权威，高德
地图为西湖景区设立官方账号，实时管理、发布信
息；体验更直观，西湖实景手绘地图对景区全域覆
盖；内容更丰富，在国内首次将200多公里山林游
步道进行了全量离线测绘；服务更温馨，围绕游客
急需的停车场、微笑服务亭、公共厕所、最佳观景
点等，在地图上进行突出标示；救援更及时，将一
键救援接入公安指挥中心。

记者了解到，“西湖一键智慧游”不仅全面呈
现了西湖十景（新十景、三评十景）的全貌，还专门
为游客推荐了“文化史记两日游”和“茶文化之旅”
主题玩法。出游过程中，通过西湖实景手绘地图，
游客无需寻人问路，就能实现一键导航、一键导
览、一键导游。

(李辑）

“夜游”成为市场蓝海

我省“夜游”产品不断丰富

以多元供给拉长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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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海角景区旅拍的母女。

《夜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

聚焦

夜游

（赵桂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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