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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头条
21 省市发布前三季度经济数据，旅游业挑起大梁。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公布了 2017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在已公布的数据中，有 18 个地区前三季度 GDP 增
速跑赢了全国 6.9%的增速，贵州、重庆增速继续领跑全国。专家分析表示，前三季度各地经济
呈现出工业企业效益大幅回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增势迅猛成为经济拉手，投资结构调整优化提速
等几大亮点。
在已公布数据的地区，大部分地区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势迅猛，已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全国已公布数据的 21 个地区中，就有 5 个地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 10%，另外还有
10 个地区的增加值超过 9%。
作为前三季度 GDP 增幅超过 10%的两个地区，贵州省和重庆市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11.6%和 10.6%。在贵州省，前三季度的服务业增加值为 4282.60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1.6%，拉动经济增长 5.2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业延续了“井喷式”增长，前三季度，该省
旅游总人数 5.91 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40.0%；旅游总收入 5621.97 亿元，增长 41.6%。
从经验规律及目前的消费趋势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典型的“消费升级红利”。
一是在一二线城市，由于人均 GDP 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消费升级一则表现为对旅游、
环保、健康、养老等需求的增加；二则表现为对新消费模式的需求增加。二是在广大的三四线城
市，随着收入门槛效应的到来，人口的回流、传统商场等消费渠道的下沉以及品牌化消费意识的
拓展，在消费电子、家电、家具、服装、餐饮、食品饮料等领域的消费扩张和消费升级极为明显。



行业信息
1. 世界旅游联盟官网上线。近日，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府、非营利的国
际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盟（WTA）正式落地，WTA官方网站、微博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三大平台
也已正式上线。WTA是由中国发起成立，创始会员达89家，来自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WTA网站域名为www.wta-web.org，是联盟资讯信息的权威发布平台、会员注册平
台、社会了解联盟的窗口。网站主要开设联盟介绍、成员信息、数据服务和会员注册等栏目，可提
供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三种语言内容服务，今后将逐步扩展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及西班牙
语。
同时，WTA新浪微博、微信也相继注册。微博账号为“新浪微博@世界旅游联盟”，设置今
日旅游天下事、世界旅游联盟、会员风采展示、旅游大数据等话题。微信公众号为“世界旅游联盟”，
设置全球热点、联盟要闻、会员风采、数据报告、会员服务等栏目。未来，WTA 微博微信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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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A、服务WTA会员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
2.“9+10”区域旅游合作开创新时代。10月28日，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
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9个省区市和上海市、重庆市、哈尔滨市、
南京市、杭州市、成都市、西安市、昆明市、桂林市全国10个热点旅游城市旅游委（局）代表齐
聚北京，共谋发展，成功举办了第九届“9+10”区域旅游合作系列活动。会议研究通过《第九届
“9+10”区域旅游合作会议北京共识》。
“9+10”区域旅游合作机制自2008年诞生起，已走过了九年，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加强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通过本届“9+10”区域旅游
合作活动，与会者达成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旅游业发展正处于重要的
战略机遇期。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矛盾，更需要充分发挥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的导向作用，紧紧围绕着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谋划和开展工作。
3. 夕阳旅游，朝阳产业。农历九月初九，又是一年重阳节。银发游搅热了淡季旅游市场，越来越
多有钱有闲的老年人，时不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银发旅游正逐步成为旅游新热点。
以驴妈妈平台为例，重阳节前后两周，该平台上武汉银发族出游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2%。
相比国庆期间，重阳节前后出境游价格降幅30%至50%，国内长线价格降幅多在三成左右，这是
很多老年人选择此时出行的重要原因。不论出境、国内长线，还是城市周边游，银发族已成为旅行
社团队游的主力军，特别是在淡季错峰出游时。
去年9月，我国正式实施《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从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角度
出发，对行程节奏、餐饮住宿、客车座位宽松度、配备随团医生等提出了人性化的细致要求。该规
范出台，对行业内做好老年旅游业务有引导作用，有利于细分市场、升级创新产品，提升市场整体
服务水平。
4. 来了，共享旅游！近日，某旅游网站推出以“当地人带你玩”为定位的“全球当地向导”平台，
集合国内及海外的当地导游、向导达人、留学生华人等，已经有8000多名当地向导加入这一平台，
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80个国家，在800多个目的地城市提供服务，为游客带到当地陪游、包车
接送、特色体验、旅途聚会等服务，这是该网站就“共享旅行服务”进行的首次创新之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旅游业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共享经济时代。共享旅游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个是资源释放，一种是信息交互式共享。从最早的沙发客自助游，到今天的专车服务，旅游相关
资源的利用效率越来越高，资源共享将渗透中国各地的旅游业。
共享旅游目前还属于初始阶段，以民宿为主，民宿所有者或者管理者扮演者当地生活缩影的重
要角色。而随着共享旅游发展的进一步扩张，或许将辐射整个区间（城市和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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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旅游的意义在于打破传统旅行社和游客之间鲜明的界限，将旅行社的传统的产品销售变为
服务供给，并且打破旅游景区的疆界，衍生为目的地生活服务和行为体验，继而推动形成真正意义
上全域旅游发展实践。
5. 第六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开幕。为了发挥首都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搭建
旅游商品产业对接、洽商交易的平台，为提升旅游购物消费、拉动旅游产业投资发挥积极作用，
2012年起北京市旅游委开始培育打造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项目。经过五年的培育，
北京旅商会已成为全国范围有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旅游商品专业展会，也成为国内、国际旅
游商品交流交易的重要平台。
2017第六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于10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
办。本届展会设置北京馆、中国馆、国际馆、特色旅游商品馆，并重点推出冬季旅游展区、休闲自
驾展区、老字号展区、京郊旅游购物季展区等多个主题展区，展出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660余家，本届展会吸引了1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1个省市组团参展，北京市属16个区的旅
游商品也将全部亮相展会。
6. 应对人口老龄化，安徽省力推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增量。近年来，安徽省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眼城乡养老设施补短板，增加养老设施供给，努力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养老需求。目前，安徽省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
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十三五”以来，谋划亿元以上
养老项目96个，总投资458.57亿元。
安徽省近年着力完善养老服务业规划体系，不断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省发改委在编制《安
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时，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促进人口
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提前进行谋划布局；在编制《安徽省“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时，将包括基本养老服务在内的基本社会服务作为政府八大基本公共服务之一，明确提出实施养老
服务体系提质增量工程。在编制服务业、皖北、皖江、皖西、皖南等专项和区域“十三五”发展规
划时，都将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纳入规划体系。此外，安徽省还编制《安徽省“十
三五”期间养老服务体系专项建设规划储备项目建议方案》，编报养老项目1038个，建设面积330
万平方米，总投资82.86亿元。
2016年，安徽省被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确定为全国6个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补助激
励支持省份之一。截至2016年末，全省有各类养老机构2622个，总床位数36.6万张（不含日间照
料床位和医疗机构护理床位），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88.3%和54.3%。
7. 第八届中国（沈阳）国际养老博览会开幕，国内外164家企业机构展现高科技智能养老。10月
27日，为期三天的2017第八届中国(沈阳)国际养老博览会（简称“老博会”）在工业展览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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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由沈阳市养老服务产业协会、沈阳养老产业集团联合主办，展览的范围包括无障碍生活展
区、智慧科技展区、养老用品展区、大健康服务展区、配套服务展区等五大板块。
本次展会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泰国等十余个国家以及北京、上海、江苏等二十余
个省市的共164家企业机构参展，展会面积达1.2万平方米。在展会上，国内外展商推出了最前沿、
最先进的养老理念、养老用品和管理模式。30%的国外、省外展商是首次参加沈阳“老博会”，
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大多为首次在市场亮相。
在展会上，很多关于日间照料、老年教育、医养结合等概念性产品，通过各种多媒体的展示形
式，让人们加深了对高端养老服务的认识。还有新松机器人、坚果科技等一大批新晋养老大健康领
域大咖级企业参加展会，提升了展会的智能化和科技化。


■  专题报告——兴趣驱动型旅游新趋势
中国游客的旅游方式从“观光踩点”时代逐渐转为“体验为王”时代——走马观花不幸福，
实力拒绝3点钟爬起来集合出发；住的不好不幸福，请为宝宝安排有腔调的大床房；和别人一样不
幸福，小仙女可不能走寻常路……新商业的大环境下，旅游业亦呈现着新的表情。通过亿万网民检
索、浏览旅游相关信息，以及购买旅行相关服务等行为数据的洞察归纳，从游客需求出发，总结了
目前国民旅游新特征：
——内在诉求上，出游动机已经从
景观驱动逐渐转变为兴趣驱动；
——外在诉求上，呈现出密集决策、
本地即时、智能便捷三大特征。









随着国人钱包越来越鼓，交通工具效率发达，签证等手续宽了又宽，以及精神生活要求的提升，
人们心中那份“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小心思越发活络，有人走路去纽约，有人坐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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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拉萨，有人忠孝东路走九遍城市周边转圈圈，不只为流连景观，更为追寻我要的幸福体验——
百度大数据意图引擎分析发现，国民出游诉求发生着发生着改变：单纯自然景观游览类的出游诉求
增速放缓，而以文化、娱乐、运动等兴趣体验类出游诉求在急速增长。







而在众多的兴趣出游意图里，我们发现了以下三类典型热门诉求：传统文化游、流行文化游、
赛事旅游。
洞察1：兴趣红利之白居易也很忙
白居易用自己的妙笔将发生在华清宫的旷世绝恋描绘得感天动地，一千多年过去了，这首诗歌
在时间的浸润中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华清池景区在那片池水看到了未来商业发展的宏大蓝图。
以旅游资源+文化演艺的跨界手法，打造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成为华清池的新盈利增
长点，成功实现了单一门票经济向综合性全产业链大景区的转型发展。
在消费者对纯粹的观光游已不那么感冒的今天，传统景区需从单纯文物古迹观赏旅游升级为历
史文化体验式旅游，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以人文为支点，重新抵达人心。
洞察2：兴趣红利之爱你岂止三生三世
实地探访热门影视剧、综艺节目的取景地成为旅游新潮流。
《花儿与少年》、《爸爸去哪儿》、《花千骨》、《人民的名义》等热门影视综艺带火大批新
兴目的地，横店影视城、宁夏沙坡头、北京古水北镇等影视综艺取景地人气爆棚。今年的现象级电
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惊人104.1亿，不仅炸出了一票“白夜”CP粉，
还捧红了其拍摄地——云南普者黑，电视剧播出后普者黑旅游关注度迅速增长。
每个流行文化的背后都具有己的价值观、文化背景，以及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流行文化相关联，
旅游景区的价值将被放大，是拉动游客增长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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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3：兴趣红利之马拉松效应
这几年，不跑个马，都不敢号称自己是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了。仅仅六年间，马拉松赛事井
喷式增长，迄今为止已经浩浩荡荡地横扫了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3个城市，所过之处，如春风
般唤醒了当地的旅游业。

即使不包含无法统计的观赛人群，仅外来参赛人群已为活动主办所在地带来了游客增长，更重
要的是，来都来了，他们当然要在周边逛一逛。
洞察4：密集决策：黄金“种草”期
中国网民的旅游决策周期约为24.7天，而在这近一个月的旅行决策过程中，消费者大量检索旅
游内容相关信息。
以十一假期为例，在节前三周至到前两周，目的地地名、相关攻略、大交通信息热度持续不减，
是旅行的密集决策期，这两周可谓是旅游业的黄金营销双周，无论是景区景点经营者、出行住宿服
务商、还是线上线下旅行社，都拼尽全力地向消费者挥手：选我选我快选我。
洞察5：本地即时：即想即得即幸福
曾有业内专家如是定义旅游：旅游就是你异地的本地生活。
一句话精妙地概括出了旅游行业的全域服务特征：即游客不仅需要那个心中向往的景区、景点，
更需要整个区域的综合性配套服务。百度大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游客的即时性本地服务需求大幅
增长64%。而这些配套服务当然来自各个旅游目的地区域内不计其数的吃、住、行、游、购等本
地商家，使得用户能够即时地想到、搜到、体验到。以占本地旅游服务需求近20%的区域性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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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例，他们不但每天响应千百万游客的接送机、跨景点出行等需求，更在传统租车服务基础上，
提供“车+X”的升级服务，“租车+导游”、“租车+翻译”等服务随你选择、随时选择。更好的
服务带来更优质的口碑评价，让商家能够进入健康经营的正向循环，游客能够享受到真正优质的服
务。但也并非所有景区都需要各种，在短途旅行，很多游乐型、度假型景区本身已经成为了城市生
活的一部分、甚至自成一“城”，为小型周边游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东北地区的大型游乐场热高乐
园为例，作为本土化游乐场的代表，提供温泉养生、丛林探险、体育素拓等服务，涵盖多个游客群
体的需求，足不出园，即可享受完善的本地服务。
洞察6：智慧便捷：不耍帅的科技与数据
既然是乘兴而来的兴趣驱动型旅行，自然要游得深度、高效，方能尽兴而归。而科技与数据，
正帮助旅业实现这两点。
每逢节假，景区门前长长的队伍让人望而生畏，检票员已经却依然难以负荷，这样的体验，不
够幸福。百度人脸识别技术在国家5A级景区——武夷山景区成功应用，“刷脸”闸机极大提高检
票效率，让游客们摆脱了以往依靠指纹和门票的进园方式。游客只需在人脸闸机前稍作停留，即可
实现一秒钟“刷脸”进园。
小结：识别意图，精准激发
兴之所至，千姿百态：在传统文化之外、在流行文化之外、在马拉松、滑雪、蹦极等运动文化
之外，有着千姿百态的个性之爱。兴趣驱动已经成为游行的核心动机。无论作为上游产业的景区，
中游的旅行社，在确定自身产品的核心兴趣引力点后，通过精准的意图识别，精准定向受众，激发
潜在目标受众的旅行需求，是新商业环境下的长青关键。
针对消费者的内在诉求，商家应立足特色，做不一样的烟火。同时要更懂你的消费者，准确识
别并激发他们的意图，科学地地安利产品和服务。
针对消费者的外在呈现的“三小只”变化：密集决策、本地即时、智慧便捷，则需从品牌建设、
移动营销、智慧旅游度等角度出发，提升服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