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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旺季已
经开启，各旅游平台相关《2018暑
期旅游消费趋势报告》也陆续发
布。大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居民出
游热度高，亲子、避暑、研学等仍是
绝对主力，高峰主要集中在7月上
旬和8月中旬；暑期旅游人均消费
较往年有所提高，长线、高品质度
假产品需求比例明显上升。

哪些目的地最受欢迎？
避暑游一直是每年暑期的应季

需求，相关的目的地在小暑过后迎
来旅游接待旺季，海南、云南、四川、
广西、浙江、湖南、福建等上榜“暑期
跨省游最具人气省份”。三亚、北
京、桂林、昆明、厦门、丽江、西安、成
都、张家界等为“最受欢迎和游客选
择最多的城市”。此外，新疆天山、
青海湖、承德避暑山庄等都是暑期
游客热衷前往的目的地。

除了海滨、森林、湿地等热门
避暑资源，今年的草原主题游的热

度明显增长。每年的7~8月份，雨
水丰沛、草肥羊多，是大草原的最
佳旅游季节，坝上草原、乌兰布统
草原、辉腾锡勒草原、金银滩草原、
若尔盖大草原是国内长线游的热
门草原游景点。

以名校为主的研学线路也很
受欢迎，北京是国内名校研学旅行
最热门的目的地，其次是上海、南
京、武汉。

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有越
南、普吉岛、日本、巴厘岛、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塞班岛等，东南亚
海岛游依然是今年暑期出境游人
群的首选。受俄罗斯世界杯影响，
今年俄罗斯暑期旅游人气大增。

红色旅游热度增长快
暑假期间，很多父母都希望能

寓教于乐，让孩子在旅行的同时学
习更多历史和文化知识，“红色旅
游”便成为不少家长关注的出游热
点。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在热
度增长最快的目的地中，嘉兴、徐
州、延安、遵义、安顺、抚顺、吉安、
信阳、枣庄和湘潭进入了“2018年
暑期十大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榜
单。延安纪念馆、毛泽东故居和纪
念馆、南湖风景名胜区、中共一大
会址、古田会议旧址、红岩革命纪
念馆、八一起义纪念馆等景区，均
是许多游客必去的“打卡地”。

与此同时，近两年红色旅游热
潮也从国内扩张到海外，渐成出境
旅游“新风向标”。受益于世界杯，
俄罗斯作为海外红色旅游的首选
目的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
尔、恩格斯的故乡德国伍珀塔尔、
伦敦大英博物馆及海德公园等地，
也是海外红色旅游的热门去处。

去哪游，“00后”说了算
“带娃出游”历年来是暑期旅

游市场的一大热点，从出游预订情
况来看，亲子游比例占到六成。途
牛旅游网调查数据显示，“2大 1
小”和祖孙同游的“4大1小”家庭
出游预订量占比较高，多个家庭结
伴出游的“4大2小”“6大3小”的
预订量也上涨明显。 细分需求方

面，主题公园、各类主题夏令营、出
境邮轮游、周边亲子玩乐等是最热
门的亲子游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与以往不同的
是，“00后”孩子们获取目的地信
息的渠道更多，如通过网络、电视
及同学间的交流等，他们对家庭出
游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在一定程
度上，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正在成为
目的地选择的决策者。

暑期出游人均消费超4000元
今年暑期，旅游消费也出现明显

升级，游客更愿意在旅游上多花钱。
“从预订的情况来看，暑期游

人均消费超4000元，比去年增长
了 15%。国内跨省游人均花费
3000元左右，出境游人均花费近
7000元。”携程旅游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费用上涨主要由于游客去到
更远的目的地、延长了出游时间，
以及预订更高级别产品，增加了酒
店、旅游服务的支出。高品质产品
需求比例持续提升是整体花费水
平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签证便利带热出境游
携程发布的《2018暑期签证

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办签证热门

目的地包括日本、泰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美
国、法国等。暑期办签证热门出
发城市前十分别为：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南京、成都、杭州、苏
州、天津、宁波。相比去年同期，
这些城市的办签人数增长了50%
~160%左右。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大约有
1.2亿人拥有护照，虽然70后、80
后仍为主要办签人群，但00后的
办签数量占比已达到了近20%，这
些大多是跟着爸妈暑期出境游的
小游客。

近年来，我国出境游热度持续
攀升，和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的“含
金量”一再提升有较大关系。近
日，缅甸宣布，自2018年 10月 1
日起，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
签政策。这也是今年继阿联酋免
签、阿尔巴尼亚限时免签、波黑免
签和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有条件免
签之后，对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又一
重大利好。截至7月，持普通护照
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
国家或地区已增加到72个。

鲍晶

日本，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民族，也是永保童心的民
族。这一点，除了男女老少都不离手的漫画之外，最好
的证明就是日本大大小小的游乐场。日本游乐场的类
型很多，不论你想寻找刺激、回归自然、亲近海洋还是
喜欢某一个卡通形象，只要你有踏进游乐园的欲望，就
总有一个游乐园会让你梦想成真。

东京迪士尼乐园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一座从童话里跳出来的游乐园，一个让

人梦想成真的地方。这里有刺激的游乐项目，也有梦
境般的雄伟城堡；有声光电打造的奇幻世界，也有数不
尽的迪士尼人物围绕身边。在这座不断建设的迪士尼
乐园中，米老鼠永远不会长大。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以
在这里实现你的迪士尼情结。

富士急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过山车之王、世界终极过山车、超大型

滚轮式过山车、飞天大转盘、尖叫大摆臂、终极冲浪、超
战栗迷宫、稻川淳二的棺材剧场……富士急汇集各类
世界首屈一指的刺激游乐设施，去体验前所未有的惊
险与刺激吧。

海洋博公园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一座可以全面了解冲绳的自然和人文

的大花园。想观赏冲绳的碧海白沙和丰富的海洋生
物，去海洋博吧！想体味冲绳的昔日生活和海洋文化，
去海洋博吧！想呼吸热带、亚热带绿树鲜花的芳香气
息，去海洋博吧！

豪斯登堡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喜爱欧式建筑的高贵与奢华、欧式庭院

的大气与精致？不用去欧洲那么远，来日本就可以实
现。宫殿、运河、花海……豪斯登堡，以中世纪欧洲为
背景，再现了17世纪荷兰的街道风情。

大阪环球影城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这里有以“蜘蛛侠”“侏罗纪公园”“大白

鲨”等电影为主题的景点；有“奇幻世界”“小飞侠的梦
幻岛”等宏大的梦幻场面；有“芝麻街”史努比等五花八
门的卡通人物；有只有在主题乐园才可以买到的热门
商品和季节限定菜单。

横滨八景岛海洋乐园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这里是水族馆的集散地。这里是与海

洋生物完全接触的乐园。这里是海豚带给你的天空和
海洋。这里是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的新天地。

万国博览会纪念公园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1970.3.15~1970.9.13在日本大阪召开了

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纪念公
园内，除了保留的世博设施，还有日本庭院、自然文化
园和文化设施。

Hello kitty 彩虹室内乐园
推荐指数：★★★★
推荐理由：这座室内乐园就是Hello kitty和她的伙

伴们的家，所有的布置和摆设都如Hello kitty一样可爱
粉嫩。华丽的舞剧和梦幻般的体验都在这座乐园。单文

“江苏十大旅游新目的地”日前评
选揭晓，一起来看看大伙儿心目中的
江苏新美景究竟有哪些？

1、南京汤山国家旅游度假区
南京汤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南京

江宁区汤山街道，规划面积29.74平方公
里，是集碑、泉、洞、湖、寺一体，融人文景
观与自然风光为一体的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有“千年圣汤，养生天堂”的美誉。

2、淮安龙宫大白鲸世界
龙宫大白鲸世界是淮安西游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建设和
运营的一家水上游乐园，该乐园下设
欢乐世界、极地海洋世界、嬉水世界和
冰雪世界四大主题场馆。龙宫大白鲸
以西游记中龙宫为主题元素，助推淮
安西游记文化传播。综合了海洋生态
文化，水上游乐设备，文化秀场和虚拟
情景等多种新型娱乐项目于一体，是
夏日清凉的好去处。

3、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美丽的

骆马湖畔，总占地面积约12.7平方公
里，分为森林游赏区、森林悠闲区、森
林度假区三大区域，这里四季有景：春
看衲田花海，夏有曲水风荷，秋赏红枫
之恋，冬可梅村煮雪。景区以“最美的
生态，永远的时尚”为规划发展理念，
以“那山、那水、衲田”为形象定位，是
中心城市的“氧吧”和“后花园”。

4、牛首山文化旅游区
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位于南京江宁

区境内，自然风光秀美，素有“春牛首”
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乃岳飞抗金之
地，郑和长眠之所。作为南京市“十二
五”期间重大文化项目，景区以“长期
安放世界佛教最高圣物——佛顶骨舍
利”为主题，深度挖掘景区生态资源、
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着力打造“生
态、文化、休闲”三大胜境。

5、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位于东台

城西古运盐河畔，是东台历史文化的发
祥地，两淮海盐文化的起源地，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的源头地，素
有“东台之根”之雅称，爱情文化、三相文
化、海盐文化和佛教文化在此融合。

6、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
句容市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有

“林麓之美，峰峦之秀，洞壑之深，烟霞
之胜”四大奇景。依托山上享誉东南
亚的千年古刹隆昌寺、山下藏着的复
兴“桃花源”——千华古村，为“律宗第
一名山”。

7、东方盐湖城闲养度假区
东方盐湖城闲养度假区坐落于金

坛茅山，占地27.8平方公里。由龙城旅
游控股集团匠心六载，投资百亿打造。
东方盐湖城结合金坛茅山独有的道文
化、地缘文化及自然资源，提出国内首
创的“宗教文化展示”、“江南神奇山

镇”、“创意互动体验”的三合一产品开
发模式。被誉为中国旅游产品“4.0”。

8、大丰荷兰花海
荷兰花海位于大丰市区北部的新

丰镇，紧邻徐大高速出口，是江苏省四
星级乡村旅游点。荷兰花海深度挖掘

“民国村镇规划第一村”的历史底蕴，
以1919年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规划
新丰农田水利为渊源，全力打造中国
连片种植郁金香面积最大、种类最多
的“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

9、无锡拈花湾
拈花湾位于无锡市滨湖区马山国

家风景名胜区的山水之间，是灵山集团
历时5年，继灵山梵宫之后又一精品力
作。这里靠山面湖，与驰名中外的灵山
大佛依山为邻，生态秀美，环境优越，让
人们体验无处不在的禅意生活，从而开
创“心灵度假”的休闲旅游新模式。

10、常州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常州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坐落于美

丽的太湖之滨，东临无锡灵山胜境旅
游度假区，西接陶都宜兴，规划范围30
平方公里。区内现已建成环球动漫嬉
戏谷、中华孝道园、全国龙舟竞赛基
地、竺山湖小镇、云中部落度假村等一
系列景点。还有太湖三白、阳湖水蜜
桃、阳湖新月绿茶等久负盛名的特产
等您来品尝。 鲍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古往今
来，回归自然休养身心的状态一直都那么
令人向往。在都市紧张工作、喧闹生活之
余，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远方的田野
山间，希望通过养眼、养肺、养闲的疗休养
消除疲惫，放松身心。

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省现有工会会员
2000多万人，各地工会组织也把疗休养工
作作为重点，培育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相关
产业和特色精品疗休养目的地。而位于
江苏茅山的东方盐湖城劳模（职工）疗休
养基地，近年来受到广大职工的追捧，并
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和口碑。

东方盐湖城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
以“道养文化”为主题，集主题酒店、文化
演艺、博物展陈、美食餐饮、会务拓展、休
闲购物等多功能于一体。独特的地缘文
化、自然山水及道家养生体验打造四季疗
休养产品。2017年7月5日正式授牌以
来，累计接待上海、江苏疗休养团队总计
10000余人，接待满意度99%以上。

吃住行游购娱，打造一站式疗休养基地
东方盐湖城自然风光优美、位置优

越，南京一小时直达，森林覆盖率达
91.6%，空气中负离子含量更是高出城市
地区近百倍，自然形成一座大型的“天然
氧吧”。一期道天下·江南神奇山镇，占地
1000亩，总投资28亿元，近20座博物馆

星罗棋布，以寓教于乐的形式鲜活呈现国
家级非遗文化、金坛茅山地缘文化、道文
化等内容，每天超50场民俗演艺轮番上
演，大型原创穿越互动秀《梦回茅山》，爆
笑功夫喜剧《嘻哈道》、华东首台水幕实景
演出等。夜宿山镇24小时体验，七大主题
山居，盐泉涵馆，总计300余间客房，同时
配置不同规格的会议室，支持多种形式商
务会奖。

问道养生、度假闲养，提供特色化疗
休养产品

基地多年来坚持以“道养文化”为主，
为广大职工定制道家养生等专属课程，并
专门聘请上海道教学院鼎育道长传授养
生太极拳、十二段锦等功法，并辅以道家
养生餐食补，让职工们学好道家养生知
识，夯实身体根基，由内而外强身健体。
除此之外，基地团队拓展场地多样，形式
新颖，急速六十秒、呼吸的力量等项目有
效增强团队凝聚力，内容多样的培训课程
也丰富了职工的知识储备。

量身定制，打造24小时专属服务
基地还根据不同年龄客群量身定制

了专属旅行官服务，为职工合理规划疗休
养行程，游玩讲解、景区咨询、酒店管家等
24小时专属服务，为职工疗休养旅程保驾
护航。除此之外，景区整合周边旅游资
源，与花谷奇缘、新四军纪念馆、茅山风景

区等多景区实行联动，推出了茅山四季风
情游、红色之旅、道文化之旅等特色疗休
养旅行线路，以特色化、精细化的服务，多
样化的旅行线路为广大职工打造不一样
的疗休养产品。

茅山东方盐湖城劳模（职工）疗休养
基地未来将以茅山“全域化旅游”创意理
念，不断挖掘茅山地区的优势旅游资源，
联动周边区域内的职工疗休养基地，打造
常州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优质一站式疗休
养基地。 陈三川

今年暑假去哪儿？
走得更远 主题更多 消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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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旅行到日本旅行，，
一定要去游乐场一定要去游乐场

道山中 闲养人
东方盐湖城打造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新品牌

一次愉快的出游，安全是重要前
提。为确保广大游客暑期出游质量，
享受快乐的假期，旅游部门提醒广大
游客暑期适时出游，注意安全、理性
消费，文明旅游。

一、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
要注意旅行社经营范围，正规的

旅行社应具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
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颁发的业务经
营许可证。对微信圈、俱乐部等组团
旅游形式要提高警惕，慎重选择，避
免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增加维
权难度。

二、签订正规合同
签订旅游合同时，要详细阅读旅

行社提供的行程表或行程计划书，明
确团费所包含的项目、服务内容、服
务标准以及违约责任和纠纷处理方
式，游客须索要和妥善保存发票，合
同要加盖旅行社公章。参与高风险
旅游项目时要结合自身实际，量力而
行。合同、旅游行程单、发票或收据
都是处理纠纷的重要证据。如有转
团或拼团，前提必须征得游客的同
意；发生服务质量问题，须由有合同关系的旅
行社承担责任，再行追偿。

三、出行前了解目的地天气状况
暑期是暴雨、洪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高

发期，游客出行前要注意了解相关天气预警信
息，合理选择旅游路线，行程中要增强雷雨季
节的防护意识，不要在树下避雨，不要在雷雨
天使用手机，遇到恶劣天气，要听从当地有关
部门或导游员、旅行社的组织，注意必要的自
我防护。

四、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规定
自驾旅游要提前设计好旅行线路，注意天

气变化，密切关注当地旅游管理部门的有关提
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驾驶非机动车和步行
出游的游客，要遵守相关规定，文明、秩序、礼
让出行，乘坐飞机时，要遵守民航部门乘机安
全管理规定。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要合理
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
报告警方和相关部门。

五、遵守集合时间和景区规定
注意景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识，不要到景

区划定的安全游览路线以外游玩，不要进入景
区“禁止入内”的危险区域。游览过程中保管
好随身财物，不要让贵重物品离开自己的视
线。应注意听从导游安排，加强时间观念及团
队意识；应牢记集合时间、地点，车辆的停放位
置和车型车号等，以免耽误行程。

六、自觉抵制“低价游”
低价是产生低质服务的主要因素。旅游

者在选择线路时一定要注意旅行社的资质和
旅游产品的品质，不要被“赠送”“低价”等宣传
噱头迷惑，应合理估算产品成本，如果团费接
近或低于成本价，又没有特殊原因，请不要选
择，切勿贪图便宜，因小失大。

七、文明旅游、理性消费
游客出游时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礼貌

待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杜绝
不文明行为。在旅游地购买纪念品，谨记“一
分价钱一分货”，理性消费，避免冲动购物，不
建议购买价格昂贵的珠宝首饰。购物时应选
择有资质、信誉好的较大商场，并注意索要购
物凭证。遇到强迫购物、诱骗消费时，要立即
拨打110报警电话。

八、要增强保险意识
旅行社责任保险只是针对因旅行社责任

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理赔范围不能涵盖旅游
期间发生的所有意外事故。建议游客在出游
前购买人身意外保险，购买保险产品时要问清
理赔范围，结合自身实际合理选择，注意索要
发票和保单或保险号。

九、依法理性维权
旅途中如遇到服务质量问题，应与旅行社

积极协商解决，不应采取过激行为，更不能以
此为由延误行程致使损失扩大，如与旅行社协
商不成可通过向旅游质监部门投诉、申请仲裁
机构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论游客寻求何种途径
解决问题，均要妥善保存好合同、发票、行程安
排以及认为旅行社存在服务质量问题的相关
证据。 苏小游

江苏这十大新景，你去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