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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游客占比39%
民宿收入全国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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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大数据报告

● 接待境内外游客

超过2.6亿人次

● 境外游客
构成分布

游客接待量、旅游总
收入均呈两位数增长，增
幅排名全国前列。

● 实现旅游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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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游客来渝旅游数据

■预订重庆旅游产品的用户性别比例和年龄层数据

■重庆人的旅游消费数据

在携程平台上预订重庆
旅游产品的用户，男性比例略
高于女性。重庆旅游资源对
老、中、青都具吸引力，消费者
年龄结构日趋合理化。其中，
80后、90后年轻群体占比达

39%，成为绝对主力。

● 重庆市民出国旅游热门城市Top10

● 在旅游花费方面
重庆人包团定制游平均花费

3960元/人
团队游平均花费

3070元/人
自由行平均花费

2720元/人

● 来渝游客性别比例

女 47% 男 53%

境内中转38%

境外直达
62%

● 来渝游客
年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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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7
月6日，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长安
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一汽物流
有限公司以及东风集团旗下的多家
物流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抱团
降成本，提质增效，推动物流集约
化、智能化、生态化。

长安汽车、一汽、东风均为中国
四大车企之一，根据全国乘联会数
据，2017 年乘用车累计销量为
2300余万辆，而三大车企的整体销
量超过1000万辆，占中国乘用车整
体销量将近一半。

汽车物流作为三方战略合作的
重要领域之一，自今年1月 24日
起，三家车企的物流合作小组开展
了多次交流沟通，确立了物流战略
合作模式，提出了首批9个合作项
目。

“三家车企的物流业务基本都

是由长安民生物流、一汽物流以及
东风集团旗下的9家物流公司承
担，三方的合作对于整个汽车物流
行业会产生重大影响。”长安民生物
流战略规划部相关负责人说。

“举个例子，三方都有非常多的
零部件运输业务，但有时会出现无
法装满整车的情况，这会造成运力
资源的浪费，但是三方合作以后，就
可以进行资源整合，开展集约运输
和对流运输，有效提升装载率，实现
降本增效。同时，三方未来还将开
展联合采购，会极大降低各自的采
购成本。”该负责人说。

今后，各方将互相开放内部市
场，共同开发汽车物流业务。同时，
各方将加强战略协同与运营协同，
共同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建立数据
共享机制，共同打造“互联网+汽车
物流”服务平台。

长安一汽东风三大车企
就汽车物流展开战略合作

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对的那座城。
7月8日，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

《2018年重庆上半年旅游大数据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

数据显示，上半年，重庆游客接待量、旅
游综合收入均呈两位数增长，增幅排名全国
前列；其中80后、90后游客占比39%，成来
渝游客“生力军”；民宿收入全国排名第七。
这表明，重庆旅游对年轻群体吸引超强，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入境游增长可喜，美国、日
本排一二名

该《报告》是根据3亿携程用户在线预
订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游等旅游产品大数
据，结合全国7000多家携程门店报名情况，
以及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统计数据综
合分析作出判断。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重庆接待境
内外游客超过2.6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超过1900亿元，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均
呈两位数增长，增幅排名全国前列。

其中，国内来渝游客以重庆周边的省以
及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为主，客源地
排名前五的省分别是四川、广东、贵州、湖
北、浙江。按城市排名，重庆主要客源地城
市为成都、上海、贵阳、西安、北京、南京、昆
明、武汉、广州等。

“扩大重庆国内客源市场规模，加大更
多二三线城市旅游推广及营销，辐射全国城
市客群，是重庆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的重要方
向。”重报大数据研究院专家分析称。

在入境旅游方面，数据显示，上半年，境
外直达重庆的游客占比达62%，从国内其
他城市中转到重庆的境外游客占比达
38%。从客源地市场规模上看，美国来渝游
客最多，其后依次为日本、法国、德国、俄罗
斯、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等。

这与重庆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热点效应逐渐显现有关。重
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欧班列（重
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不仅做大了商贸
领域“朋友圈”，也吸引更多境外游客来重庆

“行千里·致广大”。
“随着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纵深推

进，对外通道更加畅通，国际航班更加频密，
对外商贸更加繁荣，境外来渝游客规模必将
进一步增大。”重报大数据研究院专家建议，
重庆不仅要在硬件上做强“大都市”国际旅
游目的地、做优“大三峡”黄金旅游目的地、
做靓“大武陵”精品旅游目的地，还要精准识
别目标客源市场，加大境外推广营销力度，
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把重庆作为旅游目的地。

80后90后占比39%，来渝
游客年轻化

爱自由、够洒脱、重体验、舍得花……是
年轻群体的旅行特征。市场普遍认为，未来
旅游业发展，“得年轻群体者，得天下”。

《报告》对来渝游客进行了“画像”。今
年上半年，在携程平台上预订重庆旅游产品
的用户，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
53%、47%。从年龄结构上看，90后来渝游
客占比20%，人数最多；其次是80后、60
后、50后，各自占比19%；再次为70后（占
比16%）、00后（占比7%）。

这组数据表明，重庆旅游资源对老、中、
青都具吸引力，消费者年龄结构日趋合理
化。其中，80 后、90 后年轻群体占比达
39%，成为绝对主力。

为了印证这组数据，《报告》还从以下维
度作了数据分析：

“爱自由”是年轻群体的标签。今年上
半年，重庆自由行游客同比增幅达45%。
与此同时，在游玩方式上，主题游、包团定制
游越来越受青睐，同比分别增长 58%、
36.9%。年轻群体“爱自由”，还表现在目的
地进阶上，上半年，重庆排名靠前的热门景
区为两江游船、黑山谷、武隆天生三桥、奥陶
纪公园、重庆欢乐谷、重庆野生动物世界等
（携程数据只能统计收门票景区，免费景区
不在此列）。这些景区涵盖特色观光、高空
项目、互动项目等元素。

“够洒脱”和“重体验”是年轻消费群体
对旅行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旅行是“重要
的事”，主要表现在出行时长上，今年上半
年，来渝游客选择4—6天行程的占比29%，
选择7—10天行程的占比3%，其中3天2
晚、4天3晚的行程产品销售最为火爆。由
此可见，超过1/3的来渝游客游玩时间在4
天以上。

“舍得花”是年轻群体对旅行的执念。
他们对价格不敏感，只要玩得高兴、发朋友
圈够分量就行。上半年，携程平台对重庆各
项旅游产品的订单数据和消费数据分析发
现，选择度假产品的消费者人均花费2046
元/人，酒店住宿人均花费323元/人，机票
人均消费1403元/人。

年轻群体到重庆集中“打卡”，也反映出
重庆在城市发展中不断注入时尚旅游元素，
迷人的都市风情、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交
相辉映的山水城灯、历史悠久的巴渝文化，
造就了重庆“3D魔幻城”“不夜城”“时尚之
都”“美食之都”“购物之都”的独特城市魅
力，深深吸引着海内外年轻游客观光游览。

民宿收入全国第七，品质
旅游渐显成效

近年来，民宿成为旅游经济新“风口”，
旅游业越发达的地区民宿产业越火。

《报告》提取了途家全平台数据。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民宿收入排名全国
第七，是去年同期收入的3.7倍，订单量是去
年同期的3.5倍。

其中，重庆民宿的平均价格为320元/
夜，高端民宿价格超过1500元/夜。购买民
宿产品的用户来渝平均消费水平3500元（客
单价）。解放碑、观音桥、五里店、三峡广场、
南坪商圈等地的民宿产品销售最为火爆。

从游客构成上看，男女用户约各占一
半，其中36%的用户集中在18-30岁，本科
以上学历者占比达82.7%，家庭月收入在
12000元及以上的用户占比62%。从客源
地上看，重庆民宿约25%客源来自市内游
客，1/3客源来自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西安、武汉、南京等一二线城市。

由此可见，重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态势
明显，旅游吸引力在逐渐增强。

此外，《报告》对重庆人的旅游消费也进
行了大数据分析。数据显示，上半年，重庆
人出境游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为曼谷、普吉
岛、新加坡、东京、悉尼、清迈等地；在国内游
目的地中，成都、上海、北京、广州、西安、昆
明、贵阳、深圳、武汉、杭州等受青睐程度高。

出游方式上，重庆人以自由行为主，其
次为团队游，包团定制、私家小团等产品也越
来越受欢迎。在旅游花费上，重庆人包团定
制游平均花费3960元/人，团队游平均花费
3070元/人，自由行平均花费2720元/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你
想去的医疗美容机构执业行为是否
规范？你最常去的游泳场所卫生过
不过关？7月9日，重庆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市卫生计生监督执
法局联合重庆日报、华龙网联合启
动了“你点名 我监督”活动，由市民
来“点名”医疗美容机构和游泳场
所，点名较多的机构将由执法人员
进行异地交叉执法检查。

据了解，此次“你点名 我监督”
活动分为医疗美容机构和游泳场所
两个项目，首先“点名”的是医疗美
容机构。

从7月9日到7月15日，我市所
有合法医疗美容机构将在重庆日报
客户端、华龙网重庆客户端及“重庆
卫生计生监督”微信公众号相关栏
目进行公示，市民可以“点名”投票。

群众“点名”较多的10个医疗
美容机构（合法医疗美容机构）及群
众投诉举报较多的4个医疗美容机
构（包含非法医疗美容场所），执法
人员将开展异地交叉执法检查，重
点查处医疗美容机构超范围开展医
疗美容服务的行为；使用非卫生技
术人员从事医疗美容服务、安排卫
生技术人员超执业范围从事医疗美
容服务的行为；不具备医疗美容主
诊医师条件的执业医师独立开展医
疗美容服务的行为等。

活动期间，每人可“点名”1-3
个单位，每个IP地址只能“点名”一
次。同时，你也可在相关专栏或推
送留言栏内，以留言方式，对未在名
单内的单位进行举报和投诉。

届时，本报也将对整个检查执法
活动进行跟踪报道，并公布检查结果。

“你点名 我监督”活动今日启动
看看你关心的医疗美容机构是否依法执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7月7日、
8日，2018“重庆与世界嘉年华”迎
来俄罗斯领事馆VS九龙坡主题
周。在位于嘉州商圈的嘉年华主会
场，九龙坡区带来多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示，独具风情的俄罗斯套娃
也吸引了市民眼球。

面塑、折纸、葫芦画、漆器、中国
结，此次九龙坡区带来的多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都极具特色。面塑俗称面
花、礼馍、花糕、捏面人，是中国民间
传统艺术之一。活动现场，重庆市优
秀民间工艺家、重庆面塑代表性传承
人谭先华展示面塑技艺，只见小小面
团在大师手中逐渐变成五虎将、刘
备等栩栩如生的人物。

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托尔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文
化艺术颇受大众欢迎。重报都市传
媒集团在今夏主办了“阅读俄罗斯”
俄罗斯诗歌诵读&经典民歌大赛。
大赛前50名也来到“重庆与世界嘉
年华”舞台展演，他们或朗诵俄罗斯
诗歌，或翻唱俄罗斯民谣，或来一段
俄语诵读，赢得阵阵喝彩。

活动现场，俄罗斯套娃也让市
民领略了俄罗斯艺术文化的色彩梦
境。典雅迷人的发式，深邃动人的
双眸，细腻精致的着装，将套合在一
起的娃娃逐个拿起，每一个都活灵
活现。

2018“重庆与世界嘉年华”
俄罗斯领事馆VS九龙坡主题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韩毅）7月8
日，湖北利川来渝举行专题旅游推
介会，主推腾龙洞、佛宝山、龙船水
乡等“山水洞”避暑休闲新产品，邀
市民前去度过清凉一夏。

湖北利川地处大巴山和武陵
山余脉交汇处，山地、峡谷、丘陵、
河谷等地形相互交错，山地立体
气候特征明显，夏季平均气温
22.1℃。

腾龙洞是利川最为独特的景区
之一，由水洞、旱洞、鲤鱼洞、凉风
洞、独家寨等组成，洞穴总长度达
59.8公里，是我国旅游洞穴中规模
最为宏大的一个，集山、水、洞、林于
一体，融雄、奇、险、幽于一炉，终年
恒温14－18℃。

据悉，目前，腾龙洞景区、龙船
水乡景区门票下调15%，盛邀重庆
市民前去避暑纳凉。

利川来渝举办专题旅游推介会
主推“山水洞”避暑休闲产品

我市深入学习贯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曝光台
重庆一公司组织破坏事故现场被移送司法

3月5日，重庆力瑞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在巴南区界石镇西南（华南城）国际金
属材料物流中心A区总承包工程履带起
重机试吊钢护筒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起
重事故，致1人死亡、1人重伤，直接经济
损失95万元。然而，事故发生后，重庆力
瑞公司既不按规定向行业主管部门区城
乡建委、巴南区安监局报告事故情况，也
不按照总包人的要求保护好事故现场，而
是连夜擅自组织人员切割事故肇事履带
起重机起重臂并将起重机整体转移，严重

破坏了事故现场。
在事故调查阶段，调查组发现重庆力

瑞公司不积极配合工作，相关人员存在说
谎、作伪证、串供的嫌疑。最终，公安机关
通过技术手段提取的证据，证实了该公司
对此事故是有组织的作假证、伪证、串证
的事实。

通过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调查组做出
了处理建议。

一、重庆力瑞公司总经理靖某，涉嫌组
织破坏事故现场，在调查过程中作假证、伪

证、串证，并指使他人作假证、伪证、串证，
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帮助毁
灭、伪造证据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重庆力瑞公司现场施工安全管理
人员伍某，涉嫌参与破坏事故现场，不配
合事故调查组调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作
假证、伪证、串证，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
其行为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建
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重庆力瑞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张
某，涉嫌参与破坏事故现场，对本次事故

负有责任，其行为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
据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同时，重庆力瑞公司生产副总经理陈
某秋、事故肇事履带起重机操作人员王某
州，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也被建议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安监部门还对事故责任单位予以36
万元从重罚款。对单位负责人给予上一
年度收入30%罚款，5名涉嫌重大安全责
任事故罪和帮助伪造、毁灭证据罪的责任
人员已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近日，国务院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市政府安
委会即刻要求，各区县政府和各部门要牢
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严格落实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快健全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抓好领导干部《规定》的细则外，各区县要
在结合实际的情况下，出实招认真贯彻落
实。

合川：专门成立纪检监察室负责
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

《规定》出台后，合川区为进一步强化辖
区内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力度，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合川区委、区纪委监察委成
立了第四纪检监察室，专门负责辖区内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做到辖区内每一
起事故情况清、责任明，实现了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第一时间启动追责问责机制。

同时，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合川区纪
委、监察委也积极指导、督促镇街和相关
部门对安全责任事故、事件的调查处理。

巴南：组织专题学习强化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意识

《规定》出台后，巴南区委、区政府深
入学习《规定》，并在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
常务会议上，区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
则，组织专题学习，进一步强化了全区各
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意识。同时，巴南区
还积极组织各镇街和区直有关部门开展
《规定》的学习讨论，进一步增强了安全生
产工作的能力，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

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巴南区区纪委监委专门成立第六纪检监察

室，落实4名纪检监察骨干负责参与安全责任
事故、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督办镇街、部门
对安全责任事故、事件的调查处理。截至目
前，全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4人。

梁平：建立固定研判安全生产风
险和“两级发言”机制

梁平区在《规定》出台后，区委区政府

在贯彻过程中出实招，建立了区政府常务
会固定研判安全生产风险和“两级发言”
机制。区委常委会还在《规定》专题学习
会上明确提出，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安全生
产风险研判和安全检查的工作要求，明确
主要领导实行“季度清零”、“一岗双责”分
管领导“月度清零”。全区11位区委、区
政府领导带头对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实行
台账式管理，并分点分片带头督查检查安
全生产工作。

据了解，梁平区政府把区安监局作为

区政府常务会固定列席单位基础上，增加
了安全工作“两级发言、深层剖析、合力统
筹、问题复判”的安全生产风险研判新模
式。在区政府常务会上安全监管工作较
好的乡镇或部门作了经验交流发言，并且
安排了一个较差的乡镇或部门作表态发
言。发言结束后由相关部门的分管副区
长或联系乡镇的区政府领导作剖析式发
言，对好的经验予以推广，对差的提出整
改措施。在研判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风险、
隐患、问题，区政府会统筹资源，全力解
决，并在下一次常务会上由分管副区长对
上次研判的问题整改情况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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