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览天下名胜 与中旅同行
江苏省三星级旅行社

靖江中国旅行靖江中国旅行社社

【春节及近期旅游线路】
1月30、31日海宁皮革城一日游40元/人（20-55周岁以内）
无锡灵山一日游 238元/人

上海欢乐谷一日游 268元/人

常州淹城动物园/国际大马戏一日游 218元/人

常州淹城春秋一日游 218元/人（新春灯会）

上海野生动物园、科技馆二日游 428元/人

安吉 Hellokitty 主题乐园、江南天池滑雪二日游

1298元/人

千岛湖、乌镇、瑶琳仙境、杭州西湖三日游 898元/人

横店大庙会二日游 698元/对

普陀山、中翔湖景温泉、五龙潭大瀑布三日游838元/人

春节出境线路价格已出，有意春节期间出游的游客请提前报名！

票务热线：0523-84834074 18961073220
旅游热线：0523-84891691 13814467550
QQ群：2807563113 地址：骥江东路交通银行北20米

欢迎加入微信号：jjzl191；出境游由八爪鱼在线

旅游发展公司委托，许可证号L-JS-CJ00053

旅游播报

春节步入倒计时，这几天，旅行社也渐

渐忙碌了起来。有人想订票回家，有人想春

节出门旅行，也有人在旅行OR宅家中观望

——不停地到旅行社看线路，却又不报名。

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节后出游价格很高，一

些自组团已经“客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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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春节出游“一日一价”

“春节期间去泰国的团还有
吗？”昨天一大早，90后小蒋便急
匆匆地来到舜天国际旅行社，询问
春节的出游行情。小蒋说，她正月
里结婚，准备过了正月便来一次蜜
月旅行，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工作琐
事，终于腾出手来考虑结婚的细
节，突然发现蜜月旅行线路还未
定，便来看线路了。“如果有自组团
最好，大家都是靖江人，说不定聊
聊天还能有共同认识的人，实在不
行，就报个散客班算了。”小蒋说，

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听从周围人的
意见将目的地选在泰国，泰国游价
格不高，也充满异域风情，这次旅
行必然很开心。

舜天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王
小燕说，春节之后选择蜜月游、亲
子游的人挺多，但节后的旅游价格
波动很大，几乎到了“一日一价”的
地步了。“比如三亚黄金海景六日
游，腊月廿六出发 4480元，廿七出
发5880元，廿八出发5980元，廿九
出发 6080元，到了大年初一出发
便涨到 6280元，年初三之后价格
开始回落，年初四出发 5480元，年
初五出发 4980元，年初十之后价

格回落到三千多元。”

深度游成大赢家

这些年，“慢游”观念逐渐兴
起，这种旅行区别于以往走马观花
式的旅行，在几天的行程中，看的
景点不多，但停留的时间比较长，
且会加入一些颇具当地风情的集
镇游等项目。为了迎合这些旅行
者，旅行社推出众多“深度游”线
路。

记者在青年旅行社看到一条
柬埔寨五日游的线路，这条线路与
无锡春秋国旅联合推出，从无锡机
场直飞柬埔寨，看特色建筑，感受
淳朴民风和虔诚信仰，入住当地五
星级酒店，省去中转烦恼，深度探
秘吴哥窟。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包括柬埔寨吴哥窟、越南岘
港等在内的深度游线路成为众多
小资者的拥趸，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报名。

不仅仅是出境游，一些国内的
中短线游也能做出深度游的味
道。记者从假日旅行社了解到，春
节期间，假日旅行社推出滑雪二日
游线路。早上六点从靖江出发前

往浙江安吉，游览竹乡的王牌景点
竹博园、熊猫馆，观海拔千余米的
江南天池，到江南天池滑雪场尽情
撒野，滑雪之后再泡次热乎乎的温
泉，是冬日一大幸事。

错峰出游也不错

记者了解到，从除夕到大年初
六这段时间内，出游价格居高不
下，所以业内人士建议，从正月初
四开始的线路价格将开始回落，市
民不妨错开高峰出行，既省钱又轻
松。

春节期间，同一条线路，同样
的规格和行程，即使前后只相差几
天，价格差距也非常大，有可能省
下数千元。新东方旅行社前台接
待小陈举例说，特别是海南三亚、
云南等一些热门线路，如果在除夕
之前，或者在初四之后出发，每人
至少可以少花两三千元，一家人出
游可以节省上万元。

现在，也有年轻人喜欢在旅游
网站上预定出行，记者搜索后得
知，同程网上推出了“千元出境”

“邮轮特卖”活动等，只要避开春节
七天假期，价格都能优惠不少。

省文明单位 省示范旅行社
青年旅行社

青旅品牌 感谢信赖
热线：84828737 84838747 QQ:1224525601

地址：江平路上海城东首 网址：http://jjql.b2c2b.org

2016年新春祈福游——
普陀山祈福直通车 初一至初五 808元/人
无锡灵山一日 年初三、五 218元/人
春节热门旅游线路！
厦门双飞四日自由行 3800元/人

长白山万达度假区自由行 6600元/人

哈尔滨滑雪、童话雪乡五日 3880元/人

普吉岛6天4晚臻爱之旅 7880元/人

韩国首尔自由行四日 3600元/人

梦幻长滩岛四晚六日自由行 7499元/人

日本东京大阪景点6日游 4699元/人

至尊泰国曼谷、芭提雅七日 4800元/人

出境游业务由青旅苏州公司（L-JS-CJ00026）委托

关注微信查找公众号:靖江青年旅行社，享更多优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肖肖 莉莉

第一天早晨 6：00 发车赴安
吉；游览【竹博园】竹乡旅游的经
典之作、王牌景点。

赠送【熊猫馆】观赏珍稀国宝
大熊猫看它憨态可掬的可爱动
作。

下午可看情况自由选择A或

B套餐。
A自理门票：天池成人：60元，

1.2~1.5 米 40 元，滑雪：260 元/小
时，租赁：衣柜 10 元/次，手套 10
元/次，安全头盔 20 元/次，滑雪
服 30元/次，雪镜 10元/次温泉：成
人198元，1.5米以下98元。

【江南天池】位于海拔近千米
的天荒坪，在翠竹簇拥、群山环抱
之中。【江南天池滑雪场】：江南首
个唯一冬季野外滑雪场，全长近
800 米，落差 40 米，宽度 40~150
米，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

B 自理门票：1.4 以上含 1.4

米：238元，1.1~1.4米含1.1米：150
元，游览【凯蒂猫家园】，全球最大
的主题乐园，这里将由快乐港口、
音之村、精灵森林、动力、动力连
接、Hello Kitty之家五个区域组
成，通过全方位的多媒体祝贺和
互动表演节目，营造一个梦幻的
乐园。

第二天上午睡到自然醒，后
车赴杭州宋城，续而游览【杭州宋
城】（含失落古城门票）。

观看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
（挂牌 300元，已含），是一生必看
的演出，是杭州宋城的灵魂。

接待标准：1.用车：全程空调
旅游车，2.住宿：双人标准间，3.用
餐：1早 1正餐（第一天中晚餐自
理），4.门票：宋城大门票，宋城千
古情门票，安吉竹博园大门票，5.
导服：全程优秀导游服务，6.保险：
旅行社责任险。

友情提醒：1.请游客自理游客
意外险，2.套餐的自理门票，按达
到团队人数优先选择线路，并由
导游协助办理。

电话：84825844
18914533553 84898181
地址：南园宾馆旁假日旅行社

春节出游春节出游
““一日一价一日一价””

深度游、亲子游受追捧

长江国际旅行社长江国际旅行社

电话电话：：400400--05230523--500500 8482780084827800
QQQQ群群180216065180216065 网址网址：：www.www.05230523cj.comcj.com
地址地址：：人民中路人民中路158158号号（（工农路中国银行旁边工农路中国银行旁边））

【年夜饭】
安吉江南天池滑雪场二日 380 元/人

天目湖•涵田半山温泉二日 458 元/人
大明山•高山滑雪 太湖源三日 680 元/人
黄山、世遗西递、屯溪老街三日 780 元/人
苏州•颐舍温泉 木渎、寒山寺二日 628 元/人
宁海森林温泉、雪窦山大峡谷三日 900 元/人
庐山赏雾凇、拜大佛、泡温泉三日 850 元/人
南京•汤山温泉 中山陵 玄武湖三日 800 元/人

【出境】出境（L-JS-CJ00026）委托（年货疯抢）
2.15 甲米四晚五日双岛之恋 2599 元/人
2.3 普吉五晚六天 3999 元/人
2.10 长滩岛五晚六日自由行 4699 元/人
2.2 曼谷+芭提雅五晚七日 4580 元/人
2.7 韩国济州岛三晚四日 2899 元/人
2.3 日本本州+九州五晚七日 4899 元/人
3.21【纯玩】澳新十晚十二日 18800 元/人

“90后”最爱自由行

国人越来越青睐出境观光度假，今年
春节黄金周，预计将出现“史上最大出境旅
游潮”。根据携程旅游报告预计，2016年春
节全国出境旅游人数有望接近600万人次，
成为史上人气最高的黄金周。

据悉，出境旅游人数的大幅增长，主要
由于签证放宽、航班航线增加、消费环境改
善等有利因素，激发了中国游客春节期间
出境旅游消费的热情。近期，随着多国对
华签证有效期延长、手续简化、费用降低，
更是刺激了大众出境旅游的愿望。携程旅
游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泰
国、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签证
办理量均大幅提升。

据携程出境跟团游、自由行订单的统
计显示，截至 1月中旬，2016年春节中国游
客最青睐的十大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
区分别是：泰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
加坡、中国香港、美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和澳大利亚。

从目前的预订看，今年出境游首要目
的地国是泰国，曼谷、普吉岛、苏梅岛、清迈
等目的地都受到中国旅游者热捧。日本超
过韩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北海道冬季旅游
人气剧增。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以及东
南亚海岛等近程目的地热度不减，赴澳洲、
美洲远程线路也呈现大幅增长。前十名
中，80%是亚洲周边目的地。

据易观智库、百度旅游、百度大数据联
合发布的《2015 中国自由行市场研究报
告》 （以下简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中国在线旅游交易市场规模已达
4237.2亿元，互联网渗透率突破 10%。同
时，“80后”和“90后”成为在线旅游市场的
主力军。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移动端和互
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未来在线旅游市场
交易规模将不断扩大。

报告分析指出，第一，受益于互联网信
息技术的成熟，降低了自由行用户的行程
规划难度和异地信息壁垒。第二，旅游消
费的整体升级促使追求个性化的自由行方
式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此外，在线旅
游产品品类的日趋丰富，为自由行用户提
供了更多的出行选择机会。

笔者还了解到，目前，在线自由行市场
商业模式仍然以B2C为主，以携程、途牛为
代表的商家还在产业上游建立B2B同业销
售平台，收购获取深度旅行资源，获取成本
优势。此外，以蚂蜂窝、穷游为代表的一部
分商家则将“社群”作为核心价值，深耕基
于社群属性的自由行社区盈利模式。

此外，报告中还显示，“80后”和“90后”
已经成为在线自由行用户的主力军，占总
用户数近 70%，其中“90后”消费能力超过

“80后”，成为最愿意为自由行消费买单的
年龄群组。

今年春节
近600万人次出境

从韩国商业驻沪机构获悉：去年圣诞
节登陆韩国、号称全球最大的市内免税店
——新罗爱宝客免税店，开幕酬宾至今年1
月 31日期间，首度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独家
专属优惠服务。

新罗爱宝客免税店坐落于韩国首都首
尔市中心的龙山区繁华地段，为全球消费
者带来空前的至尊免税购物体验，不仅是
首尔当地最高端的奢华圣地，还是每一位
首尔出行游客的参观必经之地。

这家免税店提供跨越七大品类全线精
品：全球顶尖奢侈品、时尚箱包、美妆与香
氛、珠宝与腕表、电子产品、免税烟酒、本土
生活消费品，更有 Valextra，Ferragamo，Ro⁃
lex，IWC等世界名品专享概念店为开幕添
彩。

全球最大市内
免税店登陆韩国

旅游播报

这个春节，去安吉待两天，尽享滑雪泡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