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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避暑旅游成为消费者关
注的热点。中国旅游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2016 中国避暑城市旅游发展报告》 显
示，近 50%的人将夏季的避暑度假作为
出游的一个重要动机，出游意愿很高；
出游花费预算多，消费高，40%的游客
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较长。如今，避暑
游在旅游市场十分走俏，山水游、海滨
游、草原游受到热捧。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针对消费者的避暑需求，旅
游机构推出各色项目，为消费者
制定出游方案提供了更多便利

日前，北京、江西、西安等地拉响
高温预警，纷纷上演“烧烤模式”，外出
避暑登上热门旅游话题榜单，避暑游成
为旅游市场主角。

“眼下，内蒙古、九寨沟、青岛、东
北等以‘清凉’著称的旅游目的地，正
迎来一年中最美旅游季节，已被避暑游
群体列入出游清单。”途牛旅游网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于消费者急剧上升的避暑
纳凉需求，途牛推出了“避暑胜地盘
点”专题，覆盖众多热门目的地，为消
费者制定出游方案提供了更多便利。

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草原避暑成
为新宠。“夏季草原气温舒适，消费者不
仅能欣赏辽阔的草原风光，还可以体验
骑马、住蒙古包等民俗风情，因此草原
游持续火热。”途牛旅游网相关负责人介
绍，内蒙古是草原游主要目的地，其中
希拉穆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乌拉盖
草原等地最热门。

《报告》 显示，2015 年我国避暑旅
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国旅游研究院
吴普博士表示，暑期的 6 亿人次再加上
大中小学生的放假、研学旅行等，预计
避暑旅游的消费规模将占总量的 10%左
右，而且这一数字今年还会增长。

除了在国内寻找夏日清凉，很多消

费者还热衷出国避暑。每逢暑期，旅游
市场都将迎来出境游热潮，亲子游、购
物游均是热门主题，应季的避暑游也广
受欢迎。

“随着赴欧洲旅游次数增多，消费者
青睐的旅游目的地逐渐从西欧转向北
欧、东欧。”这位负责人表示，北欧夏季
平均气温在 15 摄氏度至 20 摄氏度，温
度适宜且昼长夜短，特别适合前往避
暑。此外，由于地处北半球高纬度地
区，俄罗斯也是最佳避暑胜地之一，今
年夏天游客赴俄旅游热潮不减。

避暑游不能“靠天吃饭”

避暑旅游产品的设计，应在
依托优质避暑景区的基础上，注
重度假景区与乡村城镇结合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我
国避暑旅游正处在不断成长之中，暑假
出行的人数远远超过春运人数的规模，
夏季避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然而，部分城市在收获避暑旅
游火爆的同时，对避暑旅游产业属性认
识不足的问题也在逐渐显现，以为避暑
旅游是“靠天吃饭”，旅游产品缺乏特
色，存在着既有线路和产品的简单重
组、避暑的专业性无法体现等缺陷，由
此造成我国避暑经济产业结构单一、深
度化挖掘不足、产品缺少吸引力等，使
避暑旅游发展遇到障碍。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大众旅游的兴
起，避暑旅游逐渐成为夏季休闲度假的
主题。但总体来看，我国避暑旅游产业
仍处在发展培育期，许多地区的避暑旅
游产品，主要依托海滨、森林、山地、
湿地、峡谷、湖泊、草原、高原等气候
环境，参与性和体验性项目较少，观光
游览相对单一。值得注意的是，避暑旅
游在市场上强化了目的地夏季气候的优
势，无形中抑制了其他季节的旅游适宜
性，“负效应”调控压力大。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普认
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域旅游的时
代。无论旅游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和旅
游目的地，都应增强避暑旅游意识，跳
出避暑旅游，从其他角度看待，特别是
旅游部门不应仅仅将旅游看成一个产
业、一项事业，而是把旅游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密切联系，让游客在注重凉爽体验的同
时，更加注重舒适度假和文化体验。

“一个避暑城市要发展，要有吸引
力，靠天吃饭是远远不够的，游客到你
这里来不只是图个凉快，避暑休闲目的
地还需要有鲜明的特色，要具备足够的
吸引力，拥有富有差异化的拳头产品，
来满足更细分的游客需求。在旅游的整
个过程中，既要强调‘避暑’功能，又
不能淡化‘旅游’这个本质特性。”中国
港中旅集团公司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陈
文杰说。相关人士也表示，避暑旅游产
品的设计，应在依托优质避暑景区的基
础上，注重度假景区与乡村、城镇结合,
甚至细化到“社区”这一概念。依托

“社区”，打造当地环境、建筑风貌，并
引导百姓开发特色住宿和餐饮项目，作
为避暑旅游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
度假区的接待能力，形成一个大型开放
式环境,做到由“景区”到“境区”的
转变。

“避暑+”推动跨界融合

避暑旅游应全域化发展，通
过对资源重新整合，形成不同特
色的旅游产品或业态

随着避暑旅游的发展和市场的逐步
成熟，游客对避暑旅游的认识也更加理
性，不仅看中了“凉爽”这一特性，同
时需求更加多元化。避暑是个较长期的
过程，更加强调休闲。戴斌认为，在大
众旅游时代，要着力推动“避暑+”，大
力发展“避暑+研学”“避暑+度假”“避

暑+康养”“避暑+装备制造”“避暑+节
庆会展”“避暑+文化创意”等，以“避
暑 +” 充 实 避 暑 旅 游 产 业 ， 把 节 庆 会
展、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引入避暑旅
游，促进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记者注意到，目前我国的避暑旅游
产品体系不断丰富，大致分为六类：一
是休闲观光类；二是避暑康养类；三是
休闲体验类；四是节事活动类；五是避
暑旅游的辅助产品，如防暑降温电器
等；六是避暑旅游装备制造。比如，辽
宁滨海城市葫芦岛以海岛游、乡村游、
红色之旅、红山文化，葫芦文化等一系
列文化元素为载体，不断发展集装箱宾
馆、沙滩帐篷、沙滩音乐节等新兴业
态，打造出独具文化特色的消夏避暑旅
游特色品牌。

贵阳市市长刘刚曾表示，贵阳以
“爽爽的贵阳”为品牌依托，将发展休闲
旅游度假作为主攻方向，深入挖掘旅游
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层次、品位和
附加值，融合民族特色、休闲、养生功
能，将贵阳打造成为具有浓郁贵州特色
的文化支撑和旅游支撑。

“ 长 春 从 2007 年 就 开 始 举 办 消 夏
节，如今已经形成了文化时尚、体育健
身、生态休闲、乡村旅游及节庆等几大
特色板块。”长春市副市长桂广礼表示，
长春发展避暑旅游，要充分结合以电
影、汽车、科教为代表的文化，还有关
东民俗文化和绿色生态的农业文化，努
力把长春打造成世界游人喜欢的消夏避
暑胜地。

业内人士指出，发展避暑旅游，应
着力推进避暑旅游产品和要素的配套开
发，延伸产业链，提升消费水平，整合
避暑旅游目的地内的相关旅游资源，推
动多元融合。戴斌认为，避暑旅游应全
域化发展，特别是在避暑旅游开发空
间、避暑旅游产业、避暑旅游受众等方
面的全域化，通过对资源重新整合，在
各个空间板块上形成不同特色的避暑旅
游产品或业态。

通过跨界融合对相关产品和要素精耕细作——

“寻找夏日清凉”催热避暑旅游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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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用 天 赐“ 凉 ”机
牛 瑾

炎炎夏日，或许人们最怕听到的就是

“酷热难耐”。但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当下

的避暑游恐怕没有比“火爆”更合适的形

容词了——不少自然观光类景区以避暑

为宣传点寻求转型契机，旅行社加大了相

关线路的投放和推介力度，旅游电商和地

产企业持续关注这一领域，就连非旅游企

业也琢磨着怎样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百度大数据显示，4 年来，避暑游每次搜

索均在 7 月达到最大峰值，再次说明这个

市场有得做。但做之前，先要弄清楚两个

概念再说。

一个是暑期游。暑期游并不等于避暑

游。它是在暑假期间的旅游，强调的是时

间概念，对目的地的选择没有限制，可以说

是涵盖了避暑游。避暑游，则是以避暑为

目的而开展的旅游、休闲度假，内容上有专

门的指向，目的地的选择上也受到气候条

件的限制。目前，市场上的很多旅游产品

和宣传其实混淆了暑期游与避暑游。另一

个是避暑经济。避暑游自然也不等同于避

暑经济。避暑游是避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避暑经济的范畴更广，包括避暑地产、

反季节农业、会展节庆、康健疗养等关联产

业，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

目前，避暑游“靠天吃饭”的情况比较

明显，呈现出“自然气候是优势”的特点。

冬天，即使在平均气温将近 20 摄氏度的

广州，也可以人工造出滑雪场和滑冰场，

然后开展冰雪旅游。不过，我们很难想

象，夏天平均气温在 30 摄氏度上下的武

汉能成为避暑游的主要目的地。这也就

意味着，相较于冰雪游，避暑游与自然气

候的联系来得更加紧密。我们首先必须

承认避暑游具有如此的属性，却又不能过

分依赖这样的特点。有了天赐“凉”机，还

要善加利用才行。

那么，应该如何善加利用这天赐“凉”

机呢？当然是要跟上消费者需求变化的

脚步。随着避暑游的发展和市场的逐渐

成熟，游客大多不再懵懵懂懂，他们并非

只想换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而是要到一

个凉快的地方去休闲度假。他们的需求

更加丰富多元，也更加注重避暑体验。换

句话说，即使景区或城市仅仅依靠凉爽的

气温一时吸引来了游客，如不能建立良性

发展链条和旅游体验，也很难招来回头

客。因此，避暑游的整个过程既要强调

“避暑”功能，又不能淡化“旅游”的本质属

性。比如，景区可以设计一些更具互动体

验性的旅游产品，像漂流、音乐节、以露营

为主题的户外活动等；也可以开发水果采

摘的农业体验项目，并将其与亲子亲水等

旅游资源整合打包，在促进当地农产品就

地消费的同时，也有助于收获旅游资源的

组合效益。

除了需求增多了，游客在避暑目的地

的逗留时间也变长了。大约六七年前，避

暑游就是跟着旅行团，从这个高山景区，

到那个峡谷景区，最多不过两三天。可如

今，绝大多数都是自助游了，且以家庭游

的形式为主，他们更愿意在一个地方多待

一阵子。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对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保障能力有了更高

的要求。满足上述要求的途径便是延伸

避暑经济链条，由单一的、狭义的避暑游

向多个行业联动发展。具体来说，地产企

业牵手旅游企业，发展避暑地产，在针对

常住型游客实现长期租赁的同时，也逐步

解决地产空置问题；设计包括康体养生、

疗养保健、特色运动在内的更具生活性的

产品；旅游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用足用

好暑假，推出避暑研学示范基地和相关研

学旅游产品。

总之，避暑游这个市场大有可为。只

要善加利用天赐“凉”机，就完全有条件培

育成旅游业的“暑期档”。在这个过程

中，旅游主管部门和企业要科学合理规

划，避免产业特色趋同，相关管理与服

务标准也需要及早出台。

分期购物瞄准年轻群体
风险控制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陈 静

分期购物平台“趣分期”近日宣布，完成 PRE-IPO
系列首期约 30 亿元融资，这也创造了消费领域创业公
司的一项融资纪录，“趣分期”也正式升级为趣店集
团。趣店集团创始人兼 CEO 罗敏同时宣布，通过对产
品板块、服务对象、战略方向的全面扩容升级，将力争
打造国内领先的分期购物平台。

资本的青睐正是分期购物市场日渐红火的体现。
从趣分期到嗨钱网、分期乐，大量主打分期购物互联网
消费金融的创业公司进入了这个市场，而互联网巨头
诸如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和京东“白条”同样看好分
期购物。分期乐 CEO 肖文杰表示，随着去年全国放开
消费金融牌照，互联网巨头、创业公司、银行等选手的
进场，互联网消费金融大有可为。

来自市场研究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
中国个人贷款和分期付款等消费余额将于 2018 年增
长至 17.5 万亿元。而分期购物互联网消费金融中，以
学生为主的年轻群体成为主力军。市场研究机构艾瑞
咨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大学生消费分
期 市 场 规 模 超 过 250 亿 元 ，较 2014 年 同 比 增 长 了
201.7%。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对学生
群体的消费需求相对谨慎，2009 年 6 月，中国银监会
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其中第六
条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遵循审慎原则向学生
发放信用卡。”这为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进入提供了巨大
的市场机会。

互联网金融进入学生消费市场，也因为其独特的
技术优势，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小额贷款订单。
肖文杰表示，分期乐通过数据挖掘，能够在审批的过程
中大大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每天处理几十万订单，人
工介入量仅有不到 5%，互联网技术在分期付款领域功
不可没，银行可能放 1 亿元下去只要一个订单，一个亿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 10 万笔交易，这靠传统方式是解
决不了的。”肖文杰说。

不过，学生群体的分期付款消费，令不少学校和家
长有“助长过度消费，陷入高利贷风险”的担忧。今年
6 月，教育部发出警示，提醒青年学生要充分认识网络
不良借贷存在的隐患和风险，增强金融风险防范意
识。互联网金融平台如何针对这一群体进行风险控
制？一方面是在额度上进行显示，嗨钱网负责人表示，
其平台对于大学生个人贷款和分期付款额度进行了最
高 5000 元的限额。该负责人表示，这一标准是综合
考虑大学生群体正常消费需求和用户偿还能力制定
的。另一方面则是与社会征信体系相连接，绝大部分
分期平台在网站均发出警示，用户的逾期不良信用记
录将被纳入央行征信系统，对以后的贷款买房、买车等
产生不良影响。

一手“节流”，一手“开源”。在防范风险之外，由于
用户群体高度细分，分期平台也试图在信贷之外，创造
出新的商业模式。罗敏告诉记者，趣店集团未来还将
推出兼职平台“趣兼职”、实习平台“趣实习”、就业平台

“趣就业”等非金融类产品，寻找新的盈利点。

要跟上消费者需求变化

的脚步，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从而让单一的避暑游向多

个行业联动发展，才能使休闲

避暑游市场做好做大

陆机科技打造“微客谷”平台

本报讯 记者李华林、实习生刘兆兰报道：在日前
召开的北京陆机科技有限公司新四板挂牌新闻发布会
上，陆机科技董事局主席李农合表示，陆机科技将结合
互联网与线下实体店，致力于打造“微客谷”第三方电
商平台，为创客建设一个实现梦想的“家”。

北京陆机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7 年成立以来，一
直以网络传媒和出版业为主要投资方向，主要从事线
下图书发行及技术开发、服务和推广业务。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针对当前“削减库存、刺激
消费、拉动内需”的目标，陆机科技将互联网与线下
实体紧密结合，以“模式制胜”的蓝海战略，打造了

“微客谷”。据悉，“微客谷”计划在全国建立 30 个分
公司和 10000 个区域实体店，打造一个微商、客户
的硅谷，在该平台上，创客家们不用进货、囤货，更
不需要雇佣员工或建立销售渠道，足不出户就能实现
轻松创业。

“微客谷”积极倡导消费原生态，奉行“假一罚十”
的原则，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保障，并由此快速站稳市
场，获得企业界和广大消费者认可。陆机科技董事长
田向阳说，陆机科技下一步将在“微客谷”平台上推出
养老基金、教育基金、助学基金、住房基金等产品，为消
费者提供衣食住行、日用综合全方位服务。

游客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傍河草原旅行。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黑龙江伊春市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游客提供了消夏场所。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乙 丁 快 餐 进 军 网 络 餐 饮 行 业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报道：近日，山东乙丁网络有

限公司“乙丁快餐”在线餐饮项目在山东省泰安市正式
上线运营。至此，“乙丁”餐饮产业链从上游“乙丁菜市
场”、中游“乙丁食客网”到下游“乙丁快餐”完成了布
局。乙丁公司计划在两年内建成拥有 100家全国连锁
的 B2C模式的网络餐饮服务平台。

乙丁公司董事长关海祥对记者表示，“食品的安全
卫生是送餐 APP 存在的隐患，我们的目标是打造让管
理者省心、加工者用心、消费者放心的在线餐饮平台。”
据悉，“乙丁快餐”与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合作，
聘请公共营养师团队设计、搭配营养餐品，使用智能化
的流水线设备加工制作。消费者可以在手机 APP 上
看到整个中央厨房全天候、无死角的加工操作监控视
频，并且在餐品配送过程中还能以地图的形式查看配
送人员的即时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