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同程航旅的整合， 可以
理解为同程内部资源的一次梳
理，因为入股红土航空之后，业务
整合进展并不是很理想， 且同程
艺龙板块和同程原有板块出现业
务交叉，因此整合势在必行。

整合

北京商报2020.4.21 4文化/旅游
编辑 常蕾 美编 白杨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897�lyzx0405@126.com

争取补贴 民办幼儿园转型普惠谋自救

北京团队游“解禁”小型定制团或受热捧

收入遥遥无期

“经营了不到四年，每月8000元的学费，

100个孩子勉强做到了收支平衡，疫情的来临，

让以往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刘华无奈地说

道。“我们在一所集团投资下建园，6000多平方

米的面积，算上户外足球场、新风系统等前期投

入了2000多万元，还没完全回本，经营都成问

题了。”

据刘华介绍，幼儿园人工成本很高，园所9

个班配有9名外教，每个外教一年的人工支出约

35万-40万元。另有27名中教老师，加上行政后

勤等总共近60人，一个月全园的人工开支要40

万-50万元。房租上属于教委用房，一个月也要

5万元。

“不开园一分钱收入都没有，好在集团这两

个月给补贴了超百万元，算把人工工资的大窟

窿补上了，但集团不可能一直补贴，感觉到五六

月就是极限了。但以目前的局面看，6月开园的

可能性不大，且7月又是暑假了，再次面临没收

入的困境。”刘华坦言。

疫情下，对于完全依靠学费存活的民办园

可谓打击巨大。中教投研调查显示，截至3月30

日，被调查的上千所民办园中，近60%已无法支

撑正常运转，能支撑3个月的仅为2.6%。

朝阳区一非普惠园园长廖爽（化名）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政府给的补助只针对公办园、民办

普惠园和非普惠园里学费在4000元/月以下的

幼儿园，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有办学许可证的合

规民办园，也有绝大部分是拿不到补助的，何况

这个领域还存在大量的“小黑园”。“仅在我身

边，就已经有至少3-4家规模比较小的民办园

或日托机构撑不下去了，都在谋求转让。在一些

园长群里，用‘哀鸿遍野’来形容也不为过。”

“没有收入，但老师工资不能不发。”廖爽补

充道，所以只能降薪。“北京的情况还只是一个缩

影，全国其他地区的民办园已经出现抵押桌椅、

园长跑借贷筹钱的了。”

省开支+降品质

与此同时，园所也在进行着线上自救，但效

果微乎其微。刘华谈道，“按原本开学时间，我们

在线上发布微课，但起到的作用只能是减少现有

学生流失，对于营收没有丝毫贡献”。

同时，那些拿着减少的薪水还要录制线上

课、维系家长、进行下一学期招生的幼教老师更

觉疲惫。小美（化名）老师告诉记者，疫情下工作

照旧，但每月到手的工资仅2000多元。

在廖爽看来，固然可以有股东追加投资、借

款、引进新的投资人，但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

只有开园后启动招生和教学更为实际。

“通过和集团、家长等的沟通，已经报批转

型做普惠园了”，刘华说道，“虽然学费大打折

扣，但我们是小区配套园，至少房费、水电费可

以减免，享受每个孩子1000元/月的补助，还会

有一次性3000元每个孩子的补贴。尽管也会

赔，但至少园所保住了。而且政策已经明确了加

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支持。”

事实上，一些非普惠园转成普惠园后，固然

能得到一定的财政支持减小运营压力，但也意

味着收费被限制，很难获得预期收益。

刘华遗憾地说：“转制后，需要把外教全部

砍掉，可以节省一大部分人工开支，但园所品质

也会变化。在跟家长的调研中，其实有一半的家

长是不同意转型的，他们更加倾向符合自身比

如国际化教育理念的非普惠民办园，作为孩子

学前教育的起点。”

民办园转普成趋势

为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民办园，鼓励减免房

租是较为普遍的帮扶措施。

北京市教委指出，符合条件的民办普惠园

可按照2020年1月的在园幼儿数，一次性将

2020年上半年的生均定额补助给予预拨；对运

转困难且在解决区域“入园难”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的民办非普惠园，按照班数给予帮扶，并鼓励

民办园转普。

“民办园发展的黄金时期已过，疫情一定程

度上加速了国家普惠园政策的推进，提高其市

场占比，资本退潮的同时，中小型非普惠园数量

将进一步萎缩。”刘华认为。

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研究分会副会长、北

京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马学雷看来，疫情导

致的经济发展受阻是共识，或减少家长对于高

端园所的需求。疫情后市场势必迎来复苏，而谁

能迎接那一刻，要看园所个体对疫情期间自身

发展判断的准确性，是及时止损做关停日后再

战，还是扛下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进一步指

出，学前教育普惠化是大的政策导向。疫情下，

非普惠园面临生存困难，除了资本支撑，主要取

决于各地方政府对营利性和非普惠的看法，并

对此给出的帮扶措施。如果出现大面积关停，

85%的毛入园率也难以得到保障。

北京商报记者 刘斯文

整合航空旅游板块
同程航旅大幅调整业务架构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疫情对

旅游行业的冲击显而易见，在各家OTA

纷纷调整业务板块之际，同程集团也开

启了整合的大幕。4月20日，同程集团宣

布启动航空与旅行社两大业务板块的合

并，成立同程航空旅游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这也意味着同程集团下一步借助航

空资源发力旅游板块。不过，在此次大幅

调整的背后，资金紧张、运营压力大、高

管离职等也成为萦绕在同程集团头上的

问题。

据了解，此次同程航旅整合了旗下

红土航空、同程国旅和同程旅业（原万达

旅业）三大主体，整合后，同程航旅CEO

一职由红土航空董事长吴嘉竹兼任，而

同程国旅与同程旅业整合后的同程旅行

社板块则由原同程旅业CEO滕薇薇负

责。“关于同程航旅的筹划从2019年下半

年就已开始启动，主要目的是重组集团

内航空和旅游业务，发挥产业协同的优

势，做强航旅主业。”吴嘉竹表示。

实际上，对于布局航空产业，同程集

团早有计划。早在2017年，同程就战略投

资控股红土航空，希望借力航空板块发

力旅游业务，并提出了“互联网+航空”的

发展理念。据悉，红土航空进入同程集团

业务版图后，整体的机队规模和市场也

有跨越式发展。到2019年底，红土航空共

有12架空客A320系列飞机。按照该航空

公司的计划，至2025年末，红土航空在册

飞机数量将达到30-50架，并开通50余

条国内、国际航线。

针对整合，虽然同程集团规划了一

份未来蓝图，不过，在此次业务调整的

背后，也不乏资金紧张、运营压力大等

问题，甚至还引发高管离职。近日，在同

程国旅CEO杨佳佳发布的内部告别信

中就指出，“疫情的黑天鹅事件，让我们

无法向前，甚至是毁灭性打击。从公司

股东角度看，运营资金压力巨大，更有

公司活下去的诉求，并尊重公司所做的

调整决策”。

华美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分

析指出，同程当年上市就遇到过困难，所

以先分拆业务，把业绩相对不错的板块

打包到同城艺龙上市，留下的同程国旅

进一步进行整合。实际上，旅游业务本身

是薄利，加上疫情的冲击，让很多旅游经

营者垫付了大量资金，因此对于旅游企

业的经营更是“雪上加霜”。这次同程航

旅整合举措，其实也是把资源集中处理，

同时应该也会在人员上有所调整，这也

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成本。

资深民航专家綦琦还表示，此次同

程航旅的整合，可以理解为同程内部资

源的一次梳理，因为入股红土航空之后，

业务整合进展并不是很理想，且同程艺

龙板块和同程原有板块出现业务交叉，

因此整合势在必行。此外，由于互联网企

业入股航司，业务存在跨界，OTA轻资产

模式能否真正有效赋能航司重资产运

营，从目前效果看，还有待于观察。

小型市内线路获支持

据悉，本次《通知》为现阶段北京旅行社

组织团队游划定了范围和重点，即：鼓励本市

旅行社开发小型、定制等市内团队旅游线路，

团队旅游线路不得超出本市行政区域。各旅

游企业不得经营跨省（区、市）和出入境的团

队旅游业务及“机票+酒店”旅游业务。

与此同时，《通知》明确了旅行社在疫情

期须严格落实的防控措施，覆盖了团队游过

程中的吃、住、行等各主要环节。举例来说，团

队游要全程体温监测管理，旅游团队出发时，

导游应对全体人员（包括司机和游客）测量体

温；乘车期间，须严格控制乘坐人员密度，保

持车内通风，按照“横向隔位、前后错位”原则

引导游客有序乘坐；旅行社在组织游客用餐

时，应选择有资质并符合复工复产要求的餐

饮企业，采取分餐制进行用餐等。

多家北京旅行社或涉及北京团队游业务

的旅游企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企业已

经收到了上述通知，正在就此迅速调整团队

工作分配、设计相应线路和产品。

中青旅遨游市场发展群总经理助理冯若

宾介绍，目前中青旅已经设计了延庆野鸭岛、

密云古北水镇等京郊热门景区的首发团，欲

借此推动相关业务加速复苏。而凯撒则将当

前的团队游产品重点放在了城区文化、亲子

游、户外养生、赏花采摘等主题上，现在该企

业推出的5条首发线路，最快将于本周末发

团，每团游客数量控制在20人。

“《通知》的出台，确实给北京旅行社吃了

一颗‘定心丸’，新政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团队游业务要逐步恢复了，旅行社行业要提

前准备全面复工复产了。”资深旅游专家王兴

斌表示。

仍有难题待解

万事开头难。对于重新回归正轨的北京

旅行社来说，要将此前并非重点业务的市内

团队游产品做成现阶段的主打产品，产品结

构以及运营团队工作分配都需要进行重塑。

冯若宾直言，北京的旅游产品资源形式多样，

旅行社对于资源把控能力还相对薄弱，目前，

行业尚难构成更好的商业模式。

和平天下集团总裁张志利向北京商报记

者介绍，《通知》“解禁”的市内团队游，尤其是

重点鼓励的小型定制游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客

源难题。“目前疫情还未完全结束，游客的风

险意识也都比较强烈，虽然景区逐步恢复开

放后，市民的出行意愿也有所回升，但需求大

多集中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驾游层面，因此，

旅游社可操作性空间相对较小，想要分流一

部分自驾游客确实难度较大。”

与此同时，还有旅行社相关负责人为记

者算了笔账：“目前来看，旅行社要出团，仅靠

市内游确实很难保证盈利。比如：组一个普通

的市内游团队，日常租车的费用大概在1800

元左右，加上防控物资、餐食等支出，一个团

队一日游的成本基本都在2000元以上。”该负

责人坦言，在当前这一特殊时期，按照每辆大

巴车最大承载能力计算，50人的车最多也只

能坐20多位乘客，如果旅行社想完全覆盖成

本、实现盈利，就需将一些传统市内游产品涨

价销售，但这样一来，跟团游与自驾游相比，

价格优势会被大大削弱。

此外，旅行社要向定制游发力，路线制定

也是个难题。“目前北京市的景区还处于逐步

开放的阶段，并没有完全恢复，可以正常开放

的景区基本为山岳型室外景区或公园，室内

景点还未开放。不少游客选择定制游及跟团

游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听到导游、领队

对目的地进行系统讲解以及合理的路线规

划，但这一优势到了室外景区就会有所下降，

且山岳型景区由于区域较大、用时较长，整天

下来游览的景区有限，对旅游线路的制定有

所限制。”神舟国旅灯市口门市部经理刘小忠

表示。

不过，尚游汇文旅董事长钟晖等多位业

内专家都认为，整体来说，长期的业务停摆使

旅行社经营压力激增，逐渐开放团队游，还是

有利于行业信心快速恢复，旅行社也能更好

地稳定员工团队。

新产品抢先机

“北京市内团队游恢复只是旅行社行业复

苏的第一步，未来随着旅游市场有序开放，旅

行社业务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王兴

斌表示，北京市民去京郊旅游即使不开车，也

可以通过公共交通抵达，如果下阶段京津冀旅

游能够逐步打通，旅行社在涉及一些两日游、

三日游产品上就会有更大的发挥空间，选择跟

团而非自驾的游客比例也会随之上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建议，现阶段，旅行社

想要在自驾游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客源，需从

多个维度加快升级或调整自身的旅游产品，

按照需求及趋势制定新路线。“旅行社在获取

更优惠的门票、住宿等资源上拥有一定优势，

可将这些产品组装起来，灵活组合形成新产

品，通过有一定性价比的多样化套餐组合来

吸引客源。”她提出，旅行社需尽快细分产品，

梳理清楚哪些线路比自驾对市民更具吸引

力。企业将旅行途中的餐饮、住宿、门票等打

包销售，开括新路线、设计游玩模式、整合沿

途资源，都是现阶段旅行社可做的增量。“对

于不方便自驾出行的游客，则可提供包含交

通工具在内的套餐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

吴丽云称。

有专家直言，在经历了此前二三个月的

停摆期后，不少北京旅行社已经出现了经营

困难，此时如何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抢占市

场先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下阶段北京旅

行社行业的“洗牌”结果。

“尽管目前不少省市已经逐渐放开当地

旅游活动，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游客最关心

的仍是出游安全，而这也是现阶段企业在旅

游产品‘上新’中需格外注重的环节。”凯撒旅

游相关负责人表示。而钟晖也提出，旅行社在

组团时不能操之过急，相关防疫措施的准备

都必须严格落实到位才能启动发团。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不能开园没学费支撑，老师的工资发放越发艰难，决定‘忍痛’转型普惠园了”，北京丰

台区一非普惠幼儿园园长刘华（化名）对北京商报记者说。实际上，受疫情影响，非普惠幼儿

园生存艰难，多数非普惠园通过员工降薪、谋求收购，或转型普惠园争取补贴等方式自救。业

内人士指出，此前在政策鼓励下，民办转普惠苗头已现，疫情加速提升了普惠园市场占比，进

一步挤压非普惠园和不规范园所的生存空间，未来高端园所需求或有所降低。

北京旅行社终于可以开门迎客了。4月20日， 北京商报记者从业内拿到了一

份《关于恢复本市旅行社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组团旅游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其中明确提出，北京旅行社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恢

复经营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组团旅游业务。就此，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旅行社负责

人处证实，目前企业确已收到这一内部文件，而这也意味着停摆2-3个月之久的

团队游业务终于“解禁”了。

根据《通知》，现阶段北京将鼓励本市旅行社开发小型、定制等市内团队旅游

线路。在业内看来，团队游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解禁”将有利于旅行社行业快速

“回血”，从目前情况来看，未来小规模的定制团、特色团可能会成为旅行社竞逐

的焦点，本地旅行社新一轮洗牌在即。

北京旅行社开展团队游业务的“必选项”（节选）

全程体温监测管理

旅游团队出发时，
导游应对全体人
员（包括司机和游
客） 测量体温，并
自测体温向游客
展示结果。体温正
常者可以登车参
加团队行程。

乘车期间健康管理

严格控制乘坐人
员密度， 保持车
内通风，按照“横
向隔位、 前后错
位” 原则引导游
客有序乘坐。

游览期间健康管理

严格遵守各景区
景点预约制度，
要求游客在乘车
和游览过程中佩
戴口罩， 导游要
引导游客有序、
分散站立， 避免
人员聚集。

用餐期间健康管理

旅行社在组织
游客用餐时，应
选择有资质并
符合复工复产
要求的餐饮企
业，采取分餐制
进行用餐，避免
人员聚集。

住宿期间健康管理

旅行社在组织
游客入住酒店
时，应选择有资
质并符合复工
复产要求的住
宿企业入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