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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刚过，国庆假期又接踵而至。
9月26日，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

发布《2018国庆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预测，今年国庆长假国内
旅游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预计将超过
7亿人次出行，或将创下历史新高。重
庆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和重要客
源地，各项数据十分亮眼，其中在“十大
热门出发城市”排名中居全国第四，在

“十大自由行热门目的地”排名中居全
国第十。

国内旅游人次预测超7亿，
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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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市民
出游意愿十分强烈，预计有超过7亿人次
出行，创下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两大
利好：

其一，国庆临近，游客若选择9月25
日—30日休年假，可拼出“中秋+年假+
国庆”的16天超长假期，极大刺激了市民
的出游热情。目前，根据网上预订跟团
游、自由行等产品数据显示，选择拼假旅
行的人数同比增长三成；

其二，门票是国内游较为主要的一笔
支出，今年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下，目前
已有21个省份出台或公布314个景区降
价或免费措施。另外，还有157个景区或
将在国庆前宣布降价。

门票降价对国庆旅游市场带来了立
竿见影的效果。《报告》提取了1万多家旅
行机构在携程平台推出的旅游产品订单
数据，最近一周的下单数量较上一周增长
60%，其中部分热门线路产品开始出现一
票难求。

重庆供需两旺，到达、出发量
均排全国前十

《报告》显示，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
地和重要客源地，重庆将在今年国庆节的
各项数据指标十分抢眼。

基于携程平台的产品预定量、热搜数
据等，《报告》预测了今年国庆节全国十大
热门出发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
重庆、广州、杭州、南京、深圳、天津和武
汉，与去年相比，重庆上升态势明显，排名
升至第四名。

在目的地选择上，《报告》预测了今年
国庆节全国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在跟团
游方面，北京、桂林、昆明、张家界、兰州、
三亚、乌鲁木齐、厦门、丽江和贵阳排名全
国前十；在自由行方面，三亚、北京、厦门、
成都、广州、上海、珠海、西安、杭州和重庆
排名全国前十。其中，重庆网上搜索预订
人气同比超过50%。

在全国免费的热门景区排行中，西湖
风景区排行第一，天安门广场、南京夫子
庙、重庆洪崖洞、上海外滩、北京什刹海、

大理古城、福州三坊七巷景区、凤凰古城、
三亚亚龙湾紧随其后。重庆洪崖洞景区
首次进入这一人气榜单。

在全国收费的热门景区排行中，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最为火爆，其后依次为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故宫、横店影
视城、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秦始
皇兵马俑博物馆、黄山风景区、颐和园和
乌镇。

来渝游客年轻化，80后90后
是中坚力量

《报告》对来渝游客进行了“画像”。
根据目前跟团游、自由行预定数据，

重庆的十大客源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
杭州、天津、成都、南京、广州、长沙、武汉
和无锡。

在这些来渝游客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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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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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辉映的山水之城、历史悠久的
巴渝文化，造就了重庆“时尚之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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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渝游客除了数量的增长，消费结构
也在变化。消费升级是今年国庆旅游的
主旋律。《报告》显示，根据跟团游、自由行
订单大数据分析，来渝游客的人均费用超
过3000元，其中跟团游中预定4、5钻级
产品的游客占比近90%，比去年增加2个
百分点，而最舍得花钱的游客主要来自北
京、深圳、南京、上海、天津、广州、杭州、青
岛、无锡和郑州。

错峰出游更划算，可节省
30%－40%开支

《报告》同时发布了国庆假期的旅游
价格指数。

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重庆游客的
出游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2日，而抵
渝游客的峰值在10月2日和10月3日。
重庆游客的返程高峰出现在10月6日和
10月7日，外地游客离渝高峰出现在10
月5日和10月6日。

其中，利用假期出行的重庆游客，大
多选择了长线旅游，行程在4—6天的游
客占比45%，7—10天的游客占比39%。

重庆游客国内旅游十大热门旅游目
的地分别为额济纳旗、兰州、北京、包头、
三亚、丽江、呼和浩特、西宁、乌鲁木齐和
酒泉；出境游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分别为
泰国、日本、俄罗斯、越南、意大利、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柬埔寨和马来西
亚。

《报告》显示，国庆旅游价格高峰出现
在9月29日—10月2日，如果选择在9月
29日之前、10月2日之后出游，可节省
30%—40%开支。

《报告》还梳理了国内游中高性价比
的旅游目的地，分别为杭州、南京、北京、
上海、张家界、青岛、宜昌、重庆和厦门。
相较于其他目的地，这些地方跟团游、自
由行产品价格涨幅较小，游客的旅行成本
相对较低。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每年最重要
的旅行旺季即将到来。重庆日报记者9月
26日获悉，美团旅行与中国旅行社协会
联合发布了《国庆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
国庆黄金周，新一代年轻用户快速崛起，
30岁以下的消费者占比超过六成。在境
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榜中，重庆排名第
六，重庆民宿倍受游客欢迎，更是成为95
后最爱的民宿目的地。

报告显示，在交通、在线预订等服务
便捷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今年国庆黄
金周，异地短途旅行较本地出游和异地
长途旅行增幅更高。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无论从境内
游目的地还是客源地的城市排行榜看，
新一线城市都呈现赶超趋势，成都、西
安、重庆等热度较高。

报告预测，境内游目的地城市排行
榜前二十名分别为北京、上海、成都、广

州、西安、重庆、深圳、武汉、南京、天津、
三亚、东莞、青岛、郑州、大连、沈阳、杭
州、苏州、厦门和济南。客源方面，三线
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者占比达到53.6%。

从消费者个体特征来看，年轻化是
最重要的特点。报告通过对消费者画像
进行分析发现，80后、90后是出游消费
主力，其中 20-25 岁的消费者占比从
2016 年 的 22.8% 提 升 至 2018 年 的
27.6%，与25-30岁消费者占比相当，20
岁及以下消费者所占比例也已经达到
5.2%。

在住宿方面，今年国庆期间，民宿作
为休闲度假的新选择，在中西部地区热
度飙升。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的民宿
人气较高，而重庆更是成为95后最爱的
民宿目的地。

美团旅行等发布国庆旅行趋势报告

95后最爱重庆民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自
媒体摄影师如何进行多媒体叙事？
传统图文工作者如何跨过短视频这
道门槛？9月26日，作为2018重庆
（国际）影像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腾讯芒种特训营图片专场在鹅岭二
厂开营，多位行业领军人物给出了他
们的答案。

近年来，短视频迅速发展、风头
无两，颠覆着传统图文的生产与消费
模式。腾讯新闻短视频运营中心副
总监王舒怀说，仅用半年时间，用户
规模就增长了一亿，到2018年4月，
短视频MAU（月活跃用户人数）达
3.6亿。

王舒怀分析说，因为短视频生产
门槛低，移动化带来的碎片化消费和
中国视觉文化消费升级，推动了移动
视频的发展。

王舒怀坦言，目前，移动视频呈
现全链条创新的特点，比如消费场景
的迁移。“别小看从客厅到卧室的变
化，这是一个去专业化和再专业化的
过程。一个优质的短视频，一定会契
合受众的心理需求点，比如信息、观
点、共鸣、冲突、利益、欲望、好奇、幻
想、感官。”

荷赛奖摄影师、梨视频副总裁常
河则为大家带来了《短视频PGC生
产内容的困境与机遇》讲座。“目前，
我们所面临的是4G普及、5G即将到
来的时代。”常河说，带宽的增长和变
化带来了传播行业的变化，如今已进
入互联网的下半场，但注意力仍是稀
缺资源。因此，在内容平台的构建

上，要保持内容生态的多样性，避免
内容生产力的单一，保证内容质量的
高水准。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现场共有
70多名学员，包括摄影记者、自媒体
人、高校师生。其中，还有影像文化
节组委会招募的10位影像爱好者。

“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
一次同行交流的机会。”摄影记者石涛
说，从外地同行口中，他也感受到重庆
这座城市的强大魅力，让他有机会站在
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城市和生活。

据了解，特训营将持续三天，学
员们还将在常河、荷赛奖摄影师陈荣
辉、纪录片导演李小童的带领下完成
多个作品拍摄。

据悉，此次特训营是2018重庆
（国际）影像文化节（以下简称文化
节）的又一个线下活动，文化节由重
庆日报联合渝中区共同举办，旨在展
现重庆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
绩。文化节活动从今年6月起已开
始陆续推出，将持续至12月底。目
前，文化节已举办过“我爱重庆·精
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见证重
庆——大型影像文献展》等大型活
动，在全市掀起影像热潮。

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系列活动

腾讯芒种特训营在渝开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9月26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打假总队获悉，
日前打假总队组织沙坪坝区公安分
局侦破一起假冒知名品牌卫浴品案，
查获假冒“恒洁”“马可波罗”“蒙娜丽
莎”“箭牌”“东鹏”等品牌马桶600余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人，捣毁仓储、
销售窝点3个，涉案金额逾百万元。

今年上半年，恒洁公司工作人员
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称发现重庆市
场上有假冒恒洁品牌的卫浴产品在
销售，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打假总队
随即开展调查。

调查发现，马某、胡某在渝北一
建材市场开设门店，摆放包括马桶在

内的品牌卫浴、五金产品样品招揽顾
客。接到顾客订单后，从外地购进假
货冒充真货销售给顾客，牟取暴利。

6月下旬，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马
某、胡某抓获。经查，二人系夫妻，自
去年8月开店以来，共销售了200余
套假冒恒洁、箭牌等知名品牌马桶。
这些品牌马桶正常均价约2000元，
马某等人以约400元的进货价购进
假冒伪劣产品，再以正品价格出售给
消费者。

目前，马某、胡某已因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公安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该案正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调查中发现，目前不法分子
假冒品牌卫浴、五金配件产品常见的
手法有两种：一是张贴品牌产品的商
标，借品牌名气销售；二是使用假冒
伪劣的材料仿制品牌产品，以次充
好。

重庆公安破获一起假冒品牌卫浴品案
400元假货卖2000元正品价

国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TOP10

国内旅游出发城市TOP10

（图表来源：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的《2018国庆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

（图表来源：美团旅行与中国旅行社
协会联合发布的《国庆黄金周旅行趋势
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6日，重庆
6家大型滑雪场、3家滑雪俱乐部及多家旅行
社联合发起成立重庆滑雪大联盟，推动重庆
滑雪产业做大做强。

今年5月，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上，我市
提出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要注
重全季节体验，唱响旅游“四季歌”，让游客
春赏花、夏消暑、秋观叶、冬玩雪。

为此，丰都南天湖国际滑雪场、巫溪天
子山国际滑雪度假村、金佛山北坡滑雪场、
金佛山西坡滑雪场、石柱冷水滑雪场、重庆
际华园室内滑雪场及3家本地滑雪俱乐部和
多家旅行社联合发起成立重庆滑雪大联盟。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
市民再不用远赴哈尔滨、亚布力，在草木葱
郁的丰都南天湖就可以尽情体验滑雪的乐
趣。该雪场开发出了重庆首家非雪季室外
旱雪场——旱雪公园，在无天然降雪情况
下，用高分子材料模拟出雪地，相似度高达
90%，可满足越野滑雪、空中技巧等多个项
目的训练要求。

此外，巫溪红池坝也正在建设西南最大
滑雪场——天子山国际滑雪场，项目占地约3
万亩，设计有30多条雪道，雪道总长度近30
公里，并规划了8条缆车线和一个15万平方
米的戏雪乐园，预计明年冬季与游客见面。

重庆开启四季滑雪运动

国庆节去丰都体验滑雪乐趣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9月

26日，万盛丛林至黑山谷旅游公路
正式开通，该公路全长16公里，游客
下高速后通过这条公路前往黑山谷
只需要20分钟车程。

据了解，此前，从万盛城区到黑
山谷有两条路线。一条通过万盛城
区—么子口—鱼子岗前往，另一条则
通过万盛城区—南桐—石林到达黑
山谷，由于道路弯道较多，需要30—
40分钟车程。而新通车的丛黑公路
起于南万高速丛林互通，止于八角游
客服务中心，全长16公里，总投资约

7.64亿元，路基宽12米，设计时速
40公里/小时，路面为沥青混凝土，
是标准的二级公路。通过这条公路
从万盛城区前往黑山谷景区，仅需
20分钟车程。

据介绍，今后主城区市民前往
万盛黑山谷旅游，可经G75兰海高
速—綦万高速—南万高速—丛林下
道，经丛黑公路20分钟直达黑山谷
北门游客服务中心；或经包茂高速
—南万高速—丛林下道，经丛黑公
路20分钟直达黑山谷北门游客服
务中心。

万盛丛林至黑山谷旅游公路通车

国庆到万盛黑山谷旅游再增快捷通道

9月26日，腾讯芒种特训营在鹅岭二厂开营，腾讯新闻短视频运营中心副
总监王舒怀讲课。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 报 讯 （首 席 记 者 陈 钧
记者 王先明 实习生 唐璨）9月
26日，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龙湖
布局在龙兴的天街项目于当日正式
开工。

根据有关规划，龙兴所在的龙盛
片区将成为一个聚集80万常住人
口，建成面积达178平方公里的现代
生态新城。此次开工的龙兴天街是
龙湖的第10个天街项目，该项目位
于两江大道和龙驿大道交汇处，这里

也是规划中轨道4号线与轨道15号
线的交汇处。

龙兴天街建成投入使用后，龙兴
所在的龙盛现代生态新城正在规划
和建设中的综合商业体量，总共将达
100万平方米。随着产业培育的逐
渐成熟，交通、教育、医疗、商业、文旅
等各方面配套的完善，一个高品质生
活圈正在逐渐成型，龙兴将成两江新
区又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之
地。

我市第10个天街项目龙兴开建

热门出发城市居全国第四
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居全国第十重庆

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2018国庆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

本报记者 韩毅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