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州院梅花盛开引游人

旅 游04 姻2021 年 2月 9 日 星期二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袁南军

野由于疫情原因袁今年过年就在家里
过袁前几天已经把出去旅游的机票退掉
了遥 冶家住乌鲁木齐的郭女士说道遥 据了
解袁为响应国家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
过年的号召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袁切
实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袁1 月 26 日袁 国家
民航局下发通知袁明确自 1 月 27 日 0 时
起袁 购买 1 月 28 日~3 月 8 日春节期间
机票的旅客袁均可免费办理退票或至少
一次改期遥

疫情之下袁旅游业从去年开始就受
到极大的冲击袁旅游行业比较低迷袁但从
各大平台的旅游板块采取的措施来看袁
旅游行业还是取得了发展遥 业内人士指
出袁疫情促使人们旅游习惯发生了明显
改变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在网
上进行交通票务和住宿酒店的预订袁这
就给在线旅游平台袁提供了更好的发展
契机遥

据了解袁目前行业不仅从自身平台
产品出发尧打造野红包补贴尧就地过年冶活
动尧出行保障等各种活动袁而且也打开了
今春旅游新模式遥

在线旅游行业助力就地过年

打开野去哪儿冶在线旅游平台袁被野红
包补贴尧就地过年冶八个大字所吸引袁野去
哪儿冶从周边玩乐尧特色民宿尧人气景点尧

甄选酒店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旅游服
务选项袁为人们春节旅游提供了新的方
向遥记者了解到袁不仅是野去哪儿冶袁携程尧
飞猪这些在线旅游平台也相继推出了
野就地过年冶的活动或者产品遥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袁我国目前
有 2300 余家从事在线旅游服务相关业
务的企业遥 我国在线旅游相关企业集中
注册于 2014~2016 年袁3 年新增近千家
相关企业袁占总量的 42%遥 尽管如此袁在
线旅游行业的龙头企业袁如野去哪儿冶尧
携程尧同程艺龙等平台关联公司袁都是
野老字号冶遥 野去哪儿冶成立于 2006 年袁同
程艺龙则成立于 2000 年袁携程网成立时
间最长袁诞生于 1994 年遥

从预定方式到产品袁各大在线旅游
平台为野就地过年冶提供了保障遥 预定方
式方面袁平台不仅有详细的出行保障袁从
飞机尧火车尧高铁等出行方式的退票政
策袁到各地出行防疫的出行政策袁从可领
取免费的疫情险袁到现金红包尧免费取消
预订酒店等袁为人们的出行提供多方面
保障遥

从产品方面袁平台更倾向于推广周
边旅游产品袁以北京为例袁有关春节期间
本地景区的搜索量一周内增长了 7 成袁
野酒店+风景冶套餐的搜索量一周内增长
了 5 成遥

野从今年走势来看袁在线旅游行业要

更精细化尧智慧化管理袁才能给用户提供
更优质的旅游服务遥 冶专家介绍道遥

野以前旅游都是把眼光放在家外面袁
今年在家过年袁但是我们也挖掘出很多
周边游袁 也挺有意思袁 能带着父母一
起遥 冶福州供电段职工张志霞说遥

新技术开启旅游新体验

走进新疆准东的展厅袁VR 展示平
台吸引了来访人的注意袁站在指定的地
点袁耳边传来恐龙的叫声袁眼前的屏幕
上一只霸王龙正缓缓向人走来袁随着吼
叫的接近袁霸王龙也已站在人身边遥 这
就是 VR 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遥

当前袁我国有 700 多家全景 VR 旅
游景点袁 在 2020 年 9 月就有游客通过
VR 来了一场沉浸式旅游体验遥 VR 全
景云旅游是以全方位展示旅游景区的
自然环境尧设备和项目袁带领用户穿越
到目的地袁 感受当地的人文景观遥 同
时袁 用户可以随意变大变小尧720 度拖
拽全景图袁 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体验感
和参与感遥

除了 VR 技术袁直播平台的参与袁也
为旅游带来了新的体验遥 据了解袁马蜂
窝旅游直播将在春节期间开启野春节特
别计划冶袁 为足不出户的用户带来缤纷
多彩的视觉旅游模式遥 除此之外袁各旅

游景点也将通过不同的平台展示新春云
旅游地遥

野去年我带着孩子从微信公众号上
游览了博物馆袁孩子学到很多东西袁今
年就地过年袁我更期待这样的活动袁足
不出户袁让孩子增长见识遥 冶王娜女士
说道袁往年袁她都会带着孩子去内地旅
游袁一方面要照顾孩子袁另一方面还要
紧跟团袁全程都很忙遥 但去年的云旅游
带给她新的体验袁 让她更期待今年的
云旅游活动遥

野今年的在线旅游行业袁是机遇袁也
是挑战遥 冶业内人士表示袁虽然当下在线
旅游平台推出了新的本地游袁挖掘了很
多新的产品袁但是在线旅游平台的主流
产品和收入仍旧是野旅游尧旅行冶袁目前
的产品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遥

野虽然疫情让旅游业不可避免地进
入加速洗牌期袁但长远来看会让行业走
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遥 冶专家认为袁对
于旅游企业来说袁 如何在当下多变的
市场环境中抓住发展脉络袁 迅速打开
新局面袁 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遥 当
下袁市面上旅游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袁
个性化和品质旅游需求持续提升袁给
信息化旅游企业孕育了更大的市场空
间遥 在线旅游平台不仅要有新产品袁还
要开启智慧新模式袁 为疫情之下的旅
游保驾护航遥

为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
议袁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
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野中旅旅行冶冤
深入挖掘各地文旅资源袁 在确
保 疫 情 常 态 化 防 控 力 度 的 同
时袁推出野年味儿冶十足的本地
休闲游产品袁 为在异乡拼搏的
人们奉上别样精彩的旅游 野大
餐冶和节日野礼包冶袁做到防控从
严袁年味儿不减遥

在长城上系一块心愿牌为
新年祈福袁一起在漫天无人机孔
明灯下许愿袁中旅旅行推出野古
北水镇过大年冶产品袁带大家在
长城脚下体味记忆深处浓浓的
年味儿曰全新升级野故宫以东冶九
选六亲子经典套餐袁野畅游京城-
东线冶超值套餐卡涵盖野故宫里
的小怪兽冶尧野紫禁城的智慧之
光冶尧野国宝会说话之故宫珍宝冶
三款产品袁让小朋友和家长们全
方位尧多角度了解故宫曰创新研
发多语种 野新生活窑新时尚冶产
品袁为在华外国人提供京味十足
的旅行选择遥

中旅旅行旗下上海国旅和上
海中旅融合时令尧民俗尧非遗等元
素袁研发独有的野金山耶淘爷金趣冶
非遗线路产品袁 不仅有热力互动
项目袁还有非遗画作创作袁寓教于
乐遥此外袁特别准备了多个上海本
地亲子民宿尧单体别墅春节年夜饭自由行套餐袁充分
满足市场对非聚集型旅游度假的需求遥

野红色+冶 系列线路是中旅旅行所属海南公司
近期推出的特色周边游度假产品遥 野红色+绿色冶
包含临高角解放公园尧 海南毛公山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景点曰野红色+民俗冶 重点探访琼崖纵队司
令部旧址便文村曰野红色+乡村冶涵盖本立村尧什寒
村等特色村镇遥 红色系列度假休闲产品让海南本
地居民在欢度春节的同时袁 体味旅途中红色文化
的精髓遥

野冬游西藏冶 系列产品是中旅旅行所属西藏中旅
公司近期上线推出的特色产品袁包括阳光拉萨 4 日尧5
日尧6 日尧7 日豪华小包团和阳光豪华自由行遥 此外袁特
别推出精品体验游要要要野2021 年从西藏开始冶袁让大家
在冬游西藏的同时体验藏历新年遥

晓华

在线旅游，如何玩转新常态

2 月 1 日袁 游人在福州鼓山梅里景区赏
梅遥 近日袁福州鼓山梅里景区梅花竞相开放袁
吸引游人前来赏花观景遥 姜克红 摄

近年来袁 国内旅游市场掀起
野怀旧风冶袁一些城市的野老地方冶受
到公众青睐袁成为热门旅游景点遥

野老地方冶 之所以受到欢迎袁
是因为抓住了大众的怀旧情怀袁
和不同年龄段的游客产生了 野共
情冶遥对于中老年游客来说袁在野老
地方冶 找寻自己儿时的记忆或青
春的风景袁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遥
对于年轻人来说袁 也许因为追求
新鲜感袁 也许是想探究父辈人当
年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和状态袁这

些野老地方冶可以满足这种情感需
求遥

野老地方冶 成为旅游新热点袁
对于发展地方旅游尧 带动当地经
济发展是很有意义的遥 但是要想
长远发展袁不能只靠野共情冶袁还需
要靠野长情冶遥所谓野长情冶袁就是能
吸引游客来袁还能把他们留得住袁
最好能让他们成为景区的回头
客遥

大量的经验教训表明袁 不是
随便建造一个简单尧 有年代感的

旧场景就能成为一个旅游新热点
的遥野老地方冶要突出自己的特色袁
同时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和胡乱堆
砌遥比如袁有些景区打着怀旧的招
牌野挂羊头卖狗肉冶袁实际是旅游
商品一条街袁 还有的就是把老建
筑尧老物件聚成一锅大杂烩袁这都
难以激发游客的情感共鸣遥

如何准确把握怀旧情怀袁让
野老地方冶成为旅游新热点袁需要
相关地方和部门作出更多的探索
和尝试遥 苑广阔

乐见“老地方”成旅游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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