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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疫情持续好转尧旅游产业复
工复产的当下袁又恰逢国庆节与中秋节
重叠袁8 天长假十分富足遥 多家旅游企业
发布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显示袁 今年国
庆尧中秋假期期间袁游客的出游热情高
涨袁国庆假期火车票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八成袁小众玩法倍受欢迎遥

出游高峰提前开启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袁8 月 31 日至 9

月初袁国庆假期火车票搜索量同比增长
83%遥 比如 9 月 30 日尧10 月 1 日出发的
北京-哈尔滨尧深圳-长沙的部分车次已
经暂无余票遥 受此影响袁10 月 1 日出发
的北京-哈尔滨尧深圳-长沙尧深圳-武
汉尧 上海-哈尔滨等热门航线仅剩全价
经济舱机票遥

马蜂窝数据显示袁今年国庆尧中秋
期间的第一个出游小高峰将在 9 月 26
日提前开启袁请 4 天假袁开启一场长达
十多天的旅行袁成为不少年轻游客的选
择遥 此外袁出行峰值将在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 日到来袁也有部分中短途游客选择
在 10 月 3 日错峰出游遥

中青旅遨游数据显示袁80%的受访
者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走出家门袁出游
主力则以具备一定经济收入的年轻白
领为主袁其中 26-45 岁野朝九晚五冶的白
领族群成为国庆出游主力袁 占比约为
80%袁学生以及老年人群约占比 20%遥 此

外袁47.01%参与调研的客人表示愿意选
择 3-5 天精巧的短期游袁假期前后可以
有些许时间休息调整曰37%的受访者更
愿意野拼假冶出游袁充分利用年假尧调休
假等带薪休假制度以延长假期时光袁在
野深度冶 享受旅行的同时最大化提升出
游品质遥

实际上袁此次中秋国庆假期是疫情
防控常态化之后今年最后一个法定假
期袁民众的出游热情由此释放遥 途家及
斯维登集团联合创始人罗军表示袁相信
随着十一假期游客出游休假袁整个行业
复苏的脚步也会加快遥 斯维登相关数据
显示袁 目前城市公寓入住率已经达到
90%以上袁 旅游地入住率达到 50%至
60%遥 另外袁同程尧飞猪尧携程等也在通过
补贴站的方式抢占客流遥 受旅游复苏影
响袁酒店尧机票的价格出现明显上涨遥 飞
猪数据显示袁国庆期间酒店均价较 8 月
上涨 65%袁但同比去年国庆期间低 30%遥

小众玩法倍受追捧
值得注意的是袁 在出游主力转变尧

个性化需求明确尧防疫意识增强的背景
下袁小团游尧定制游尧自驾游等成为热
点遥 数据显示袁有 4 成以上国庆假期计
划出游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定制旅
游这一新鲜野玩法冶遥 纯玩无购物尧高星
级酒店尧专属导游尧精致小团等成为国
庆旅游的关键词袁定制旅游发展迅速并

呈现出强烈增长的态势遥 此外袁马蜂窝
旅游提供的数据显示袁黄金周期间的定
制游订单占比显著升高袁较去年同期上
涨 24%遥

另外袁国内自驾游发展迅速袁受疫
情影响袁中国游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自
由度高尧 安全性更好的自驾方式出行遥
在今年长达 8 天的野加强版冶国庆黄金
周中袁不少中国游客选择自驾前往内蒙
古尧 云南和西部省市开启长线自驾之
旅遥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袁野国庆自驾
游冶搜索热度周环比上涨 153%遥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分
析袁 中国年轻游客喜欢挖掘目的地的个
性化小众玩法袁例如袁此前游客前往呼伦
贝尔袁主要是游览林区和草原风光遥而今
年随着马蜂窝旅游直播等新旅游内容的
出现袁越来越多游客了解到了当地驯鹿尧
民族手工艺等特色民俗文化袁 也希望实
地探访袁体验这些新的玩法遥

大西北热度不输海岛
从目的地上来看袁 野十一冶假期期间

人气最旺的国内十大目的地省份为云
南尧贵州尧四川尧重庆尧西藏尧江苏尧浙江尧
上海尧山东尧福建遥 云南以其优美的自然
风景尧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袁成为最受
游客追捧的野十一冶旅游目的地遥 此外袁
今年野十一冶国内旅游市场呈现出主题
分明的特点袁野行走山水冶尧野解读历史冶尧

野美食之旅冶 成为最受国内游客关注的
旅行主题遥

马蜂窝的数据则显示袁北京秋季旅
游热度上涨 51%袁东北的长春尧哈尔滨尧
沈阳秋季旅游热度涨幅明显遥 冯饶介
绍袁草原尧山区等偏重户外活动的旅游
目的地袁 一直是今年游客出行的热点袁
新疆也一直是国内自驾游客的秋季热
门选择袁相信未来三个月里袁新疆也将
迎来更多国内游客的到访遥

在出境游尚未恢复之际袁国内游成
为绝对的主角袁全国各省市在恢复跨省
游之后不断发力袁抢夺游客遥 根据携程
发布的数据袁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袁除传
统热门目的地三亚尧丽江尧昆明尧厦门尧
西安尧拉萨尧哈尔滨尧贵阳尧成都尧九寨沟
之外袁 野大西北冶国庆热度暴增 475%袁其
中甘肃热度增长最快袁兰州跻身全国热
搜城市第 4 位遥 旅客出行时间预计比去
年增长 1.7 天袁 多跨越 2.5 个省的距离袁
野穿越大半个中国冶成国庆旅行新趋势遥

携程数据显示袁上海赴西宁国庆机
票搜索热度上涨 307%袁上海赴兰州机票
热度上涨 143%袁广东赴兰州机票搜索热
度上涨 205%袁 赴西宁机票热度上涨
186%遥 而乌鲁木齐机票搜索热度上升
300%袁西安机票搜索热度上升 207%遥 在
这些目的地袁看沙漠尧大江大河尧丹霞地
质袁骑骆驼尧走丝路遗址袁都成为国庆热
门玩法遥 白帆

2020 江西森林旅游节开幕
野走进森林袁乐享健康冶遥 9 月 12 日袁2020 江西森林旅游节在赣

州市大余县丫山景区开幕遥 森林旅游节将持续到 11 月遥
江西省副省长陈小平宣布 2020 江西森林旅游节开幕袁江西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尧副主任朱虹向 2021 江西森林旅游节主会
场宜春市靖安县授旗遥

开幕式上推介了江西生态旅游袁中小学生代表宣读了叶拥抱自
然保护森林倡议书曳袁为江西省省级森林养生渊体验冤基地尧国家级
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和江西省运动员冬季训练基地授牌袁 向江西援
鄂医护人员代表赠送了森林康养尊享卡袁发布了叶江西森林旅游理
论与实践曳新书遥 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江西生态旅游景区景点推介
座谈会尧 第二届江西省森林康养高峰论坛和江西生态旅游风景图
片展遥

江西森林覆盖率 63.1%袁居全国第二位袁在全国最早实现设区
市国家森林城市全覆盖遥 目前袁全省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 543 处袁
为江西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优势资源遥 2019 年袁江西生态旅游接待
游客 1.88 亿人次袁旅游收入超过 1100 亿元遥 郭香玉

2020 高德出行节启动

发布国内首个大数据出游指南
2020 高德出行节日前正式拉开帷幕袁十一黄金周前夕袁

高德地图正式上线野高德指南冶袁覆盖国内 350 个城市吃住行
游购娱全品类热门推荐遥 同时袁李佳琦尧闫妮尧黄龄尧贾玲尧倪
妮尧张天爱尧马丽等作为野最美家乡推荐官冶袁推荐自己家乡城
市里好吃好玩的野私藏冶榜单也上线高德指南遥高德出行节主
题为野十一分十亿冶的主场活动也将于 9 月 25 日在高德地图
全面开启袁积攒消费金可兑换十一出行福利遥

阿里巴巴合伙人尧高德集团总裁刘振飞表示袁十一出游袁
始于行前遥高德地图会一如既往用数字化服务为用户的出游
保驾护航袁提供更多尧更好的出行服务袁真正做到野游中国袁用
高德冶遥

当前袁出境游遇冷袁国内游回暖袁特别是恢复跨省游以
来袁 部分旅游机构跨省周边游已恢复去年同期九成水平袁国
内游将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的主力遥疫情加速了数字化的步
伐袁更方便尧更有质量的出游成为更多人的追求袁高德指南就
是希望帮助大众进行出游和出行的行前决策遥高德地图副总
裁郭宁认为袁对大众真正有帮助的出游指南袁应该让用户的
决策更简单袁少些套路袁多些真实遥

据悉袁高德指南将覆盖全国 350 个城市的吃住行游购娱
多个品类袁首批上线的是出游榜单尧酒店榜单和美食榜单遥在
高德地图上搜索野高德指南冶或者野城市名+指南冶即可查看
各城市的高德指南榜单遥 而在模式上袁高德指南分为榜单模
式和旅行地图模式袁用户可以直接在地图中看到周边吃喝游
玩目的地袁探索周边遥

郭宁表示袁高德指南的榜单场景是基于海量丰富数据的场
景刻画袁在空间场景上袁既有本地人爱去榜袁也有外地人必去
榜曰在时间场景上袁会考虑初夏秋冬不同季节的出游榜曰而人群
场景方面袁则有适合亲子尧情侣尧自驾等不同需求的细分榜单遥

据高德大数据显示袁8 月以来袁国内用户出行需求持续增
强遥 近日袁包括必游景点尧5A/4A 景区在内的异地必游类榜单
浏览量上涨最高遥 从全国范围来看袁游客异地出游最想去的
十大城市分别是院成都尧上海尧西安尧北京尧青岛尧重庆尧广州尧
深圳尧苏州尧杭州遥 其中袁成都尧上海尧西安景点类榜单浏览量
上涨超过 40%袁反映出游客异地出游需求开始变强遥 另外袁最
近三个月周边自驾游用户数持续增长袁8 月份较 6 月已上涨
50%袁周边短途游热度很高遥为迎接十一八天小长假可能带来
的自驾游高峰袁 高德指南还将在十一前上线 30 条长途自驾
游线路袁包括草原天路尧延庆百里山水画廊尧川西稻城毕棚沟
环线尧青海湖大环线等袁方便游客直接查询袁一键导航遥 刘佳

国庆相约中秋

9 月 8 日 袁重
庆市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花田乡何
家岩村梯田在阳光
照射下袁美不胜收遥
据了解袁 这些梯田
平均海拔在 700 至
1000 米之间袁是当
地先民为了生存袁
依山就势尧 因地制
宜开垦而成袁 距今
已有千余 年的历
史袁 是重庆市梯田
的主要代表之一遥

陈碧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