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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市场了解
到，由于小长假期间 7座以
下小客车在全国高速可免
费通行，所以家庭周边休闲
度假和赏花踏青需求最为
旺盛。

据中山青旅相关工作
人员韩碧琦表示， 清明期
间，选择省内线路的游客居
多，其中，享受型的高档酒
店加上以踏青和美食为主
的周边游项目特别受青睐。
而南湖国旅的工作人员陈
淑明也向记者表示，据该社
出游系统数据显示，清明小
长假期间，6 成以上游客偏
爱 3天以下周边游，其中踏
青赏花占比近三成，是最为
热门的出游主题。

同样的出游倾向也反
映在旅游网站的大数据统
计中。途牛旅游网最近发布
的《2018年清明旅游消费报
告》显示，周边游出游人次
占比高达 37%。而选择周边
游的旅客中，自驾游也成为
一大趋势。 韩碧琦表示，今
年约有 15%左右的游客选
择通过旅行社预订酒店床

位与景点门票。《指南》中的
数据也显示，当下选择自驾
出 行 的 游 客 比 例 可 达
28.07%，仅次于乘飞机出游
的比例（29.33%）。

此外， 家庭亲子游成
为引领清明旅游市场的出
行模式。 在春季假期出游
同伴的选择上 ，52.96%的
游客选择和家人出游 ，
23.81%的游客选择和好友
出游。 旅游专家向记者表
达了对市场的初步分析，
认为步入家庭生活的“90
后”、“80 后”较之“70 后”
更喜爱群体出游，因此，清
明期间两天一晚、 三天两
晚的亲子游、 家庭游成为
出游的主要模式。 据中山
青旅相关负责人表示，只
预订酒店和景区门票的游
客中，以年轻人居多，他们
往往喜爱自驾游， 而且提
前 1-2 天预订的达 60%，
28%游客会选择当天随订
随玩。 在门票票种的选择
上，成人票占比最高，家庭
票、 情侣票等个性化票种
也越来越受游客喜爱。

就出游目的地而言 ，
据记者从市场中了解，以
亲子为主题的城市周边乡
村生态采摘、主题乐园、动
物园等受到青睐。 据记者
从市内几家景点了解到的
数据显示， 以踏青采摘为
主题的亲子游为景区带来
了可观的人流。其中，一直
是市民首选的踏青地泉林
山庄， 清明期间接待游客
约 2 万人次； 南区的旭景
农业科技园在清明首日接
待游客 6632 人次，三日总
接待人数超 1.2万人次；民
众伟丰生态农场， 在清明
期间也收获了超 1.1 万人
次的客量；对于市民来说，
较新的景点酷酷乐奇果丛
林也在清明期间收获了近
6000 名的游客。 但据这几
家景区的负责人表示，由
于清明期间气候变化，对
客量的影响较为直接，“清
明假期有一天半天气不
好， 其实客流量并不如预
期理想。”伟丰农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

部分景区 4月起
执行旺季门票价格

本报讯（记者 闫莹莹）近日，记者从我市旅行社知悉，九寨沟景
区从 4月 1日起至 11月 15日开始执行旺季门票价格，景区旺季门票
为 110元/人，景区观光车票 90元/张，特殊人群按照国家政策享受门
票优惠或免票政策（不含观光车票）。目前景区接待对象为旅行社组
织的团队游客，且旅行社必须为游客购买意外保险；暂不接待散客。

3月 8日，因地震关闭了 7个月的九寨沟重新宣布开放部分景区
后下调价格，并提出景区门票价格将不分淡旺季，统一为全年 110元/
张，观光车价格为 90元/张。其中 3月实行促销门票价格，门票为 40
元/张，观光车价格不变。同时依据“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
的原则，震后重启的九寨沟除实行了分区开放外，对景区的游览时间
及游览方式也进行了调整，并将日接待量严格控制在 2000人以内。业
内人士对此分析，地震对九寨沟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过去，目前九寨
沟游客量已经呈现恢复性增长，等到游客出行量最大的 6-9月，九寨
沟门票或将更加紧缺。
无独有偶，即日起到 11月 30日，四姑娘山也执行旺季门票价格。

同时，该景区也公布了个别的票价优惠时段，比如“5·19”中国旅游日
当天实行购买优惠票；儿童节（14周岁以下）当天进入景区儿童免购门
票；教师节（9月 9日至 11日）三天，凭教师资格证购买优惠门票；重阳
节（10月 17日）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身份证免购门票。
按常规而言，景区旺季门票价格较淡季门票将调高 20%-50%。部

分景区旺季门票虚高，更是一度为大众消费者所诟病。但在今年两会
期间，政府在新一年工作建议中提到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等内容。业内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今年旅游旺
季， 景区门票虚高的现象将进一步减少， 在推动大众旅游消费的同
时，还有利于整个旅游业摆脱“门票经济”的束缚，加速转型与升级。

今年一季度

近 7万中国游客
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游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俄罗斯“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工作
人员表示，2018年第一季度通过组团免签方式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达 6.7万人，同比增长 1倍。

“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的这名工作人员指出，“与去年相比，赴圣彼得
堡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 1.5倍。赴莫斯科中国游客同比增长 79%。”
从 2018年年初起， 组团赴莫斯科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达 4.3万

人，比 2017年同期增加 1.9万人。“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经理亚历山
大·阿加莫夫指出，“近年来曲线图展示，更多的中国游客开始在淡季
期间赴俄各个城市旅游”。
根据该协会的数据，伊尔库茨克州也迎来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最

近三个月来， 共有 4000多名中国游客通过组团免签方式访问该州，
与去年同期增加逾 1000人。

该协会还强调说， 今年中国游客积极参加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及
金环城市的事件游，特别是圣诞节期间以及二月中中国春节期间。 侨网

居住在桂西一带的壮族，每年
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家家户户都
用嫩绿的枫叶、 红兰草等煮成的
红、黄、蓝、紫、白五色的米饭，人们
在门楣上和房屋周围插上一枝枝
枫树叶， 在村头寨尾搭起布棚，在
布棚下摆上五色的米饭等供品，男
女老少围着布棚唱歌， 赶歌迂。日
前，广西旅游发展委制定并印发了
《“壮族三月三·相约游广西”2018
广西旅游文化节实施方案》。 根据
方案，此次旅游文化节活动时间为
4月 12日至 5月 12日。

据悉，“三月三”期间，广西将
组织各市赴广东惠州、中山，湖南
长沙，福建福州，江苏南京，上海等
地举行旅游文化专题推介会。为吸
引八方游客，还出台了多项奖励及
优惠政策。4 月 12 日至 5 月 12 日
活动期间，航空公司新开或加密广
西至 10省区的航线航班， 给予免
除起降费优惠；旅游企业一次性组
织 100 人以上乘包机或同一航班
包销机位 100人以上来桂旅游，在
广西境内机场进港，且游客在广西

住宿时间不低于 3晚的，每架次给
予 3 万元奖励。福建、广东、广西、
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
9省区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游
客，凭居民身份证或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可享受广西 A级景区
门票五折优惠（“五一”法定节假日

除外）。
广西各市旅游发展委还将联合

公安、交通、工商、物价等部门对旅
游市场进行明察暗访，重点对“零负
团费”“低价游”“强迫购物” 等问题
进行重点监控， 进一步加强旅游市
场监管，提高游客满意度。 综合

相约“壮族三月三”

广西发布 2018旅游文化节实施方案

清明假期亲子自驾游成热门选项

“五一”前出游，赏花线路火爆

清明是春季的第一个小长假，
也是春节后旅游走出淡季的重要

出行指标。清明假期刚结束，各类
的假日旅游市场盘点就已纷纷出

炉。4 月 3 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的《2018 年春季假日旅游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从游客出行量、
热门城市、旅游方式、出境旅游等
方面进行分析预测。《指南》 显示，
今年我国春季假日的体验旅游将

继续升温，其中自驾出行的游客比
例为 28．07％， 仅次于乘飞机出游
的比例（29．33％），自驾旅行逐渐
成为出游的主流方式。同时据市场
分析，在今年春季假期具有出行意
愿的游客中， 单次出游时长 4-7
日的占比 45.22%，2-3 日的占比
27.21%； 选择国内跨省市旅游的
比例为 32.3%，选择近郊旅游的比
例为 29.8%。

本报记者 闫莹莹

周边“踏青游”需求旺

四月是“抄底”出游好时节

采访中， 南湖国旅总经
理助理曾达丰表示， 按照旅
游市场规律，4月是春节后的
旅游淡季，国内游、出境游价
格比旺季时便宜三成左右。
而从 5月开始， 出游价格将
逐渐回升，在暑假将达至“峰
值”，所以很多年轻游客都趁
“五一”假日来临之前，来个
“抄底”出游。记者同时也查
看了几大在线机构近期发布
的“出游趋势报告”。报告均
显示， 清明节后出游价格处
于一年中的低谷， 期间旅游
机构为了促销揽客， 集中拿
出了一大批低价的周边游、
国内游甚至出境长线游来刺
激市场，游客完全可以趁“五
一”旺季到来前“抄底”出游。

“抄底游”哪类线路最
热门呢？据记者了解，最火

爆的还是“赏花”线路。记者
从市内各大旅行社了解到，
此季正是油菜花、樱花的花
期，江西婺源依然保持着市
场的高热度，罗平和汉中紧
随其后；武汉的樱花每年都
游人如织， 无锡和旅顺
的樱花也久负盛名，吸
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去
游玩。 由于今年桃花和
牡丹的盛开， 林芝的桃
花节， 洛阳和菏泽等地
的牡丹盛放也吸引了部
分游客前往。 但由于清
明过后假期有限， 所以
6成以上报名的市民都
倾向于 3天或 3天以下
的线路， 周边游如广西
桂林、福建、湖南以及最
近大热的湖北武汉赏樱

最火爆。 而选择省内游的，
主题多以赏花踏青、采摘时
令水果为主。较为突出的是
港珠澳大桥特色游，出游时
间从 1天到 3天不等。

“壮族三月三”歌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