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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歐洲連玩13個月花費25萬
元（人民幣，下同），也曾在

國內自駕房車帶父母遊玩，4個月花費超
過10萬元。」資深旅遊達人吳建東是一
名典型的捨得在旅遊上花錢的人。他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經歷並參與改
革開放的一代人，已經不再像他的父母
輩只滿足居家生活，他追求的是到處見
識世界，在旅遊中享受精神自由。

旅遊人數年均增幅達11.9%
其實像吳建東那樣，越來越肯為旅遊
埋單的人群正在逐漸龐大，他們隨之帶
動的消費增速，也連續多年交出亮眼的
成績單。社科院在今年初發佈的《旅遊
綠皮書：2018-2019年中國旅遊發展分析

與預測》，將內地旅遊消費的旺盛情形
展示在人們眼前。報告顯

示 ，

從2010年到2017年，國內
旅遊市場規模持續高速增長，國內旅遊人數
年均增幅為11.9%，旅遊收入年均增長達到
17%，遠遠高出同期我國GDP和社會消費
零售總額的平均增幅。
攜程旅遊大數據聯合實驗室首席研究員彭
亮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近些年
旅遊消費相較線下
實物消費、電商消費
等明顯更勝一籌。從
旅遊規模、出行人
次、以及出遊消費
等，已經連續幾年呈
現發展快過經濟增速
的勢頭。究其原因便
是物質到達一定程度
後，本着追求幸福生

活嚮往，旅遊成為不二之選，因此預料旅遊
消費會成為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變成和衣食
住行一樣的常態化消費。

「量到質」改變 新式旅遊正當紅
另從2018年情況來看，據文化和旅遊部

統計，2018年國內旅遊人數約為55.39億人
次，收入約 5.13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10.76%和12.3%；全年實現旅遊總收入5.97
萬億元，同比增長10.5%，初步測算，全年
全國旅遊業對GDP的綜合貢獻為9.94萬億
元，佔GDP總量的11.04%。
對國內旅遊消費貢獻較大的，不得不提及

中產家庭人群。攜程近期報告指出，年收入
10萬到30萬元為主的中產家庭中，有42%
將收入的10%以上用於旅遊，另外高達97%
的人將在今年增加旅遊支出。且中國遊客的
旅遊消費需求正在改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
追求注重體驗、停留時間更長的全新旅遊方

式。

追求精神釋放 不再單純購物
「旅遊可比買幾個包包有意思多

了，且對工作打交道亦有幫助。」從
事藝人經濟工作的巫小姐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目前巫小姐每年必須出遊1
至3次，旅遊開銷佔年收入的15%左
右。旅遊樂趣代購實物消費，趨勢明
朗，吳建東也認為，以前旅遊中國人只喜
歡「買買買」的購物，但現在不少人已經
意識到這是一種無趣的方式，真正有趣的
應該是為精神埋單，而非單純的物質。
國人對消費方式的認知轉變，彭亮表示贊

同，指旅遊業在國內發展到現在，目前同樣
正經歷從量到質的變革，旅遊的含義已經更
多，比如人們需要精神釋放、需要關係的建
立，出遊是為了親子互動，犒勞父母等。目
前旅遊 者越來越希望從個性

化的興趣愛好出發、
獲得深度的體驗，從
攜程平台預訂情況來
看，主題遊、定製遊
和網約導遊嚮導成為
中產家庭最想嘗試的
新型旅遊方式，選擇
的 比 例 分 別 達 到
29%、24%和21%。

國內旅遊消費增速超GDP 中產願為精神享受埋單

遊玩遊玩不再只求不再只求
買買 買買 買買

儘管近期國內實物消費略顯疲軟，但服務消費

中的旅遊正成為內地居民一項重要支出，越來越多人在

物質得到滿足後，開始尋求精神上的享受。目前，無論出遊

人數還是旅遊收入都呈現年均兩位數增長。業內人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旅遊類消費具有穩健、快速發展等特徵，其增速

比經濟增長有更快趨勢，料會今後成為大眾的常態化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除了精神方面的需求外，中國旅遊資
源爆發式的增長亦為遊客出行提供了強
有力的支持，使國內旅遊呈現出健康發
展勢態，同樣是刺激國人出遊熱情高漲
的主要原因。
彭亮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從旅遊

收入數據來看，其實大部分的消費都在
境內產生。他分析，去年55億人次在內
地旅遊，出境遊是1.5億人次，從消費金
額看，去年國內產生了超過5萬億元的
旅遊消費，出境遊估算1,200億美元（約
合8,000億元人民幣）。

交通便利 釋放旅遊消費
旅遊消費的突出成績當然離不開旅遊

資源的支撐。彭亮稱，隨着基礎建設方面
展開的大規模投資，特別是中國高鐵的建
設為方便而經濟的高鐵遊帶來巨大增長空
間，人們出遊的地方也越走越遠，從原本
的周邊遊、省內遊逐漸向更遠的目的地挺
進。預計到2020年，高速鐵路將連接
80%的百萬人口以上大城市，這些都支撐
旅遊消費得到充分釋放。
另外，中國地大物博，蘊含風景資源
豐富度在全球首屈一指，在目前已經得
到了很好的開發，特別是最近幾年景區
數量爆發式增長，隨之配套的餐飲住宿
水漲船高，這些都拉升旅遊消費的進一
步增長。
不可否認的是，旅遊資源豐富的同

時，亦有着錯配的尷尬。吳建東向記者
抱怨，內地景點每逢黃金周旺季都人山
人海，看到的只是黑壓壓的人頭；還有
一些景點接待能力有限，旺季到達後還
要長時間的排隊等候，而這些都會使得
整體的體驗度大打折扣。

假日旅遊 人流過度集中
對此彭亮表示，目前內地旅遊很大一

個特徵就是「假日旅遊」，比如去年國
慶7億人集中出遊，導致短時間內一些
資源超負荷。要解決資源不能支撐需求
的問題，就得從空間、時間多方搭配資
源來做調節。如近期走紅的「夜遊」、
「博物館旅遊」等，都是中國旅遊業在
不斷調整，迎合遊客需求的案例。
攜程最近還提出一項「恢復五一小長
假」的倡議，調查顯示，假期是影響旅
遊的第一大因素，近8成人認為假期增
加會刺激旅遊熱情，彭亮分析，假期多
少與長短已經成為影響旅遊消費的關鍵
因素。適當增加小長假或長假，會很大
程度上激發國人的旅遊意願，也有利於
解決我國旅遊者集中在國慶、春節黃金
周、以及寒暑假「集中旅遊」體驗不
好、公共資源壓力大的問題，平衡旅遊
業的淡旺季。

刺激國內旅遊熱因素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資料來源：攜程統計

因素
公共假期或帶薪假期的增多
旅遊產品質量的提高
旅遊形式的不斷創新
家庭收入的提高
交通的不斷便捷
旅遊從業者服務的提高
門票、交通等旅遊成本下降

選擇人數佔比
78%
75%
66%
65%
63%
43%
37%

近五年國內旅遊人次及收入
年度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 貨幣單位：人民幣元 資料來源：中國旅遊研究院

國內旅遊人數(增長)

55.4億人次(+10.76%)

50.01億人次(+12.8%)

44.4億人次(+11%)

40.0億人次(+10.5%)

36.11億人次(+10.7%)

國內旅遊收入(增長)

5.13萬億元(+12.3%)

4.57萬億元(+15.9%)

3.94萬億元(+15.2%)

3.41萬億元(+13.0%)

3.03萬億元(+15.4%)

高鐵拉近距離 擴闊旅遊圈

當今內地消費還有一大特色，三四線
城市消費增速驚人，放在旅遊上亦不例
外。多個機構報告顯示，三四線城市乃
至縣級市，旅遊增速普遍超越一二線城
市。
攜程給到記者一份數據，以今年春節

跟團遊和自由行來看，十大增長最快客
源城市分別是鶴山、佛岡、惠東、河
源、恩平、溧陽、咸寧、昆山、安吉和
淳安。榜單中除河源和咸寧外，均為縣
級市。這些城市名或許很多人都鮮有聽
聞，但那裡春節旅遊人數增長均超過
200%。

業內普遍認為，三四線城市遊客增速
驚人，其中重要一項就是可支配收入增
加。曾服務過低線城市遊客的導遊小王
告訴記者，「中國未來新中產階級肯定
出在三線以下城市。」這不是調侃，的
確是因為那裡的人們擁有比大城市白領
更多的可支配財產。

居民擁有更多可支配財產
小王稱，曾帶過一個團，內有溫州下
轄的樂清縣級市的一家人，他們在當地
有兩家廠，住的是自建房，每月近10萬
元人民幣的收入，又不必面對房貸等壓

力。相較團內其他客人，這家人對旅遊
費用完全不敏感，特別是到一線城市旅
遊，面對在樂清無法享受到的服務時，
當然就是有錢盡量花。
此外，三四線城市遊客的熱情空前高

漲，也和旅遊產品購買的便利程度有
關，隨着在線旅行社的普及，甚至鄉村
客人也有機會通過網絡接觸到形形色色
的旅遊產品。為順應這股旅遊消費熱潮
流，不少旅行社還在佈點三四線城市，
如攜程有一項「門店到縣」計劃，就是
讓低線城市遊客能夠通過面對面的服
務，享受更加豐富的旅遊預訂方式。

和國內遊相同的是，入境遊同樣可以起到
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作用，但目前入境遊發展
速度相對緩慢，特別是和出境遊相比，存在
較大「逆差」，因此業界紛紛呼籲，到了發
展入境遊的時候了。
文化和旅遊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
公民出境遊人次約 1.5 億，同比增長
14.7%，而入境遊人次約為1.4億，同比增
長僅1.2%，如果去除港、澳、台同胞1.1億
人次，真正的外國遊客僅3,054萬。再看國
家統計局數字：2005至2015年間，出境人
數增長312.9%；海外消費總額更是連續12
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反觀入境遊客人數增幅
僅為11.2%，與出境遊形成鮮明反差。

可成為經濟重要增長點
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對
此現象曾大表感歎，指當前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正在尋
找新的增長點，而旅遊業佔
全球GDP 10%，如入境遊
可以被開發，完全可以成為
經濟重要的增長點之一。
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提
出，是到了發展入境遊的時
候了，這不僅將有利於平衡
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還可拉
動國內消費市場，形成新的

經濟增長點。王煜建議，要發展
國家層面的外國人入境旅遊戰
略，配合創新宣傳，並用智慧化
服務體系營造良好旅遊環境，以此提升對外
國遊客的吸引力。
另外，有着25年旅遊經驗、走過60萬多
公里的吳建東在此問題上，還有着作為遊客
的看法。他結識不少入境中國旅遊的外國遊
客，明白他們更看重在旅行中體驗當地文
化，喜歡自然景色而非人造景點，而這些恰
恰是國內不少景區所缺少的精華部分。
好在進步也從未停歇，目前內地整體旅遊

環境的營造正在得到提升，包括景點配套設
施的硬件改造，整治景區不規範現象等軟服
務提升，這些都有助拉動入境遊提升，為中
國經濟再加新增長點。

■國內遊人數、收入增速連續多年兩位數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吳建東吳建東

■■彭亮彭亮

三四線城市增速驚人

業界：是時候發展入境遊

■入境遊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特別是和出境遊相比存在較大
「逆差」。圖為法國羅浮宮博物館的中國遊客。 資料圖片

■內地景點越
來越豐富，為
國內遊提供強
有力的支持。
圖為「長江第
一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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