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安徽省为例，该省文旅厅发布
消息称，省内16个市累计将在旅游日
期间举办130多场主推活动， 推出景
区降价、 派发旅游消费券等250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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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百家景区半价、免票揽客
国内旅游市场重振加速

求解乡镇网购“最后一公里”难题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5月19日是
一年一度的“中国旅游日”，而今年的“5·19”

也恰逢我国第十个“中国旅游日”。因此，全

国多地频出招刺激旅游消费需求，新一轮客

源争夺战一触即发。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

现，截至5月18日，全国已有超100家景区宣

布在中国旅游日或近一周内推出门票半

价、甚至免票等优惠促销措施，多地还专门

推出了大量特色旅游线路，并配合旅游年票

特殊折扣等，争先恐后地在旅游市场“刷存

在感”。

以安徽省为例，该省文旅厅发布消息

称，省内16个市累计将在旅游日期间举办

130多场主推活动，推出景区降价、派发旅游

消费券等250余条优惠措施。与此类似，山东

省济南市文旅局也提出，当地23家旅游景区

（点）在5月19日，以及5月18日-22日/24日

实行门票半价和免票惠民旅游活动，而且部

分景区还出台了汉服免费游园、温泉特价

票、凭门票免费领取圣女果等促销措施。

准备在“中国旅游日”为当地旅游业造

势的不止安徽、山东济南，陕西省宝鸡市文

旅局也表示，将组织全市21家收费景区推出

门票优惠政策，其中7家免票、14家半价，同

时，宝鸡市还将整合当地收费旅游景区、旅

行社、宾馆酒店、餐饮饭店等涉旅单位，将门

票、优惠券、打折券组合成近1000份价值

300元的惠民大礼包，在5月17日-21日采取

线上互动抽奖、线下派送的形式向宝鸡市民

免费发放。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之前，全国已有

七成左右的景区恢复开放。而在“五一”小长

假期间，全国旅游市场更是迎来了期盼已久

的小高潮。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

一”，该平台酒店预订同比增长了175%。

同程旅行统计数据显示，在旅游需求快

速反弹的拉动下，“五一”期间全国交通出行

客流量超预期，日均客流量创下了自春节黄

金周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水路客运复苏

尤为明显，4月30日-5月3日累计旅客发送

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75.3%。

“五一”旅游供需关系的变化，也直接推

动了停摆多月的住宿业“一夜回暖”。同程旅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

各类住宿设施的平均房价约为405元/间夜，

比去年同期上涨约42%。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一”亮眼的旅游成

绩单出炉后，业内就有观点认为，此前并不

被普遍看好的本地游、周边游，成为了当前

全国旅游消费新引擎，衍生出了大量新业

态、新方向，无人付费导览服务、小众景点景

区线路、户外主题野餐游等成为热门旅游服

务项目，本地游2.0模式正加速成形。

“从当前的形势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

间我国旅游市场中的主要供给、需求仍会重

点围绕省内游、周边游展开，其中，户外活

动、自驾游营地等以休闲为主导的郊区、乡

村休闲游业态，将成为下一阶段各方关注的

焦点，那些人流宽松的、不扎堆的景区、公园

将逐渐成为主要旅游目的地。”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王兴斌分析称，由于本地游客对于当

地的主流景区、旅游线路都比较熟悉了，因

此相对常规的旅游产品可能很难打动这些

消费者，消费券、门票打折虽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刺激旅游需求加速释放，但长期来

看，新型的特色打包产品、小众且耐玩的旅

游线路等可能才能持续吸引本地游客，增加

重游率。

转手价：数十万到数千万不等

“上周刚刚有一个三线城市的影院经营

者找到我，想要将影院转手，现在这种情况

不足为奇。”李先生是一名中间商，主要负责

帮助影院经营者及收购者对接，并商谈相关

交易事宜，“近年来影院生意一直不好做，出

现转手交易也是常事。今年疫情暴发初期

时，曾短时间出现咨询量减少的情况，但到4

月左右，前来咨询的人又变多了，数量实现

翻番”。

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大大小小的电影

院便开始暂停营业，停业期间既无收入还需

承担房租等高额成本的现实情况，也令经营

者感到压力倍增。经过持续近4个月的坚持，

影院市场已出现了三方阵营，一方保持观望

态度，一方则萌生退意决定彻底退出市场，而

另有一方想要趁此机会扩大市场份额。

北京商报记者从多位中间商及影院经营

者处获悉，目前影院转手价会根据影院规模

如影厅数、座位数的多少，以及所处地理位

置、此前经营情况等条件而上下浮动，其中，

二三线非核心城市及地段的小型影院，整体

转手价在数十万元左右，某三线城市含5个影

厅的小型影院出售价仅为25万元；而二三线

核心城市的中大型影院的转手价则在数百万

元至千万元不等。

“目前从表面上看，影院转手价较疫情前

其实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如果你真心想买，价

格降个两成都不是问题，毕竟当下正处于市

场的低点，再加上今年整年的经营情况都不

会太乐观，打折是必然的。到现在，很多像我

一样的经营者是真的再也扛不下去了，只要

能把本金拿回来，能出手就出手。”孝感市某

影城老板如是说。

交易量：问的多买的少

尽管影院转手的咨询量在增长，但从实际

交易情况来看，真正完成转手等一系列手续的

仍是少数，大多数均处于咨询或观望状态。

影院中间商宋女士表示，“目前想要出手

旗下影院资产的经营者，大多此前就已出现

经营情况不达预期的情况，而经营情况较好

的影院则仍在勉力维持，等待恢复营业的那

一刻。此外，虽然当下影院叫价处于相对较低

的时间节点，但收购者为了降低今后的风险，

在选择影院资产时也有自身的标准，希望能

够找到地理位置相对较好，此前也已积累一

定观众群的影院，但这也是市场上相对稀缺

的资源。以上情况也导致只有少数能实现收

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这一情况也得到影院经营者的认可。北

京某影院经理周翔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当

下选择出售的影院经营者主要为两类，其中

一类是确实因经营压力而已支撑到最后一

刻，不得不放弃手中的影院，另一类则是此

前跟风的盲目入局者，看到今年的市场情

况，同时此前也未挣到预期收益，因此选择

在这一时间节点退出，及时止损。而真正想

从事这一行并投入大量精力、当下尚能坚

持一段时间的经营者，不会轻易放弃手中

的影院。

与此同时，也不排除部分影院经营者为

试探市场而进行咨询并放出转手信息，从而

为今后的发展事先布局。“在与部分经营者沟

通时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影院是否能够转手

的关注度并不高，重点在衡量当下的市场行

情以及自身在业内的市场竞争力。今后的市

场竞争势必会更加激烈，这也令其做好心理

准备。”李先生强调。

时机：抄底收购量力而行

现阶段影院经营者正逐步迎来复工的曙

光，据《国务院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显示，在落实防

控措施前提下，可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

放影剧院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

周翔认为，虽然影院距离复工更近了，但

若是谈到走出经营挑战，还有一段路程，“为

防控疫情，线下观影恢复后仍会对上座率进

行一定比例的限制，即使有热门影片上映，上

座率及得到的票房也将有限。而近年来影院

的经营情况并不乐观，再加上今年春节档的

缺失，暑期档的未知，全年都将持续面临挑

战。因此，不排除市场后续会出现收购和整合

的现象，令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已有多家院线透露

了扩大市场份额的计划。以万达电影为例，该

公司曾于今年4月抛出定增方案，募集资金总

额（含发行费用）不超43.5亿元（含本数），而其

中有30.45亿元计划被用于新建影院项目。此

外，上海电影曾在今年3月发布公告称，与上

影集团、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上影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具

体以工商登记为准），通过并购、增资、参股等

形式对长三角及周边区域内的影院进行投资

与整合。

影评人刘贺表示，对于资金实力较强的

公司而言，此时价格的下降带来一个抄底收

购影院资产的时机，有望以较低的价格收购

到相对优质的资产，但收购者仍需重视并预

判接下来及长期的市场变动趋势，根据自身

情况量力而行，避免盲目过度而导致增加难

以挽回的经营风险，反而得不偿失。

据智研咨询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影院数量为10835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15.07%，而2019年则达到12408家，整体数量

同比增长14.52%，相较于2018年与2019年电

影票房分别实现9.1%和5.4%的同比增长，影

院增速已远超票房增速。在刘贺看来，这意味

着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影院将承受更大的经营

压力，疫情也将进一步促进优胜劣汰，令市场

提升集中度。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超半数订单提前签收

根据北京市消协发布的报告，乡镇

（村）居民网购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

有待完善。调查员网购体验13次，有7次遭

遇订单被提前签收。

具体来看，在7次订单提前签收中，包

括未经允许就把商品放到代收点的情况。

代收点离下单时填写的收货地址还有数十

公里，需要消费者自己去取，物流人员甚至

说送到家要加运费；还有个别物流快递人

员因天气影响，未与消费者协商就擅自取

消订单，然后打电话让消费者拒收。

居住在大兴区榆垡镇的范女士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自己在网上平台买了一个

“七斗柜”，在下单时填写的是家庭地址，没

有出现“不能配送到家”的提示语。“但是等

到收货那天，申通快递直接把快递放到了

2-3公里外的代收点。”

“如果是小件还好，我自己去取一下没

有问题。但是大件我自己根本拿不动。”范

女士补充说，“即便要放在代收点，是不是

可以提前和我沟通一下呢？”

北京商报记者针对此问题采访了申通

快递方面，对方表示：“对于任何一个环节

的派送服务申通都是有相关规定和要求

的，任何快件无论是放在驿站还是放在快

递柜都要提前获得客户认可和确认，如果

快递员随便放引发客户投诉，都要按照规

定进行处理。当然有些末端快递员会根据

经常送的客户的取件习惯去判断他更愿意

放在代收点还是更愿意送上门。”

末端配送问题频现

上述消费者的经历并不是偶然，“最后

一公里”问题在部分偏远乡镇更为凸显。据

媒体此前报道，四川南充南部县的一些较

偏远的乡镇会收取1-5元取件费。然而在

国家邮政局宣布整治收费乱象后，不少偏

远乡镇代办点都选择关门，停止运送快件

业务。此后，偏远乡镇的收件人收取快递需

要自行前往县城，或是额外支付10元配送

费通过中国邮政转运。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时效问题成为

乡镇（村）居民网购选择物流时最在乎的

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六成多受访者在选

择物流时考虑时效因素，五成受访者考

虑服务态度，考虑运费和品牌的均占三

成多。但与2018年相比，考虑物流时效因

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考虑物流品牌、服

务态度和运费因素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

上升。

在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研究员赵振营看来，目前，在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过程中，快递是否能够送达成为消费

者选择货品的首要考虑因素，农村包裹配

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电

子商务的发展。

配套设施亟待完善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

为，乡镇网点目前仍存在一些发展问题：

“快递末端配送网点不健全、人力不足，造

成部分网点在配送人力紧张的情况下随意

加价；寄存设施设备不足，缺乏专门管理，

造成快递员不能做到有序及时配送，为满

足平台的准时签收率而冒充签收。派件多

揽件少，收益不足，难以养活规范服务队

伍。快递企业都是鼓励揽件，因此揽件收益

高于派件。但乡镇快递往返单数不对等，多

以派件为主，收益不高。”

可以看到的是，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下，中小城市及农村地区为代表的下沉市

场拓展了网购消费增长空间，但“最后一公

里”问题仍然严峻。

杨达卿指出，从根本上看，要推进乡镇

快递需求的集聚，加快新农村建设，加速城

镇化发展，由此推进快递需求集聚，推进物

流需求化零为整，减轻快递配送压力。在服

务方面，发展乡镇快递还需要量力而行，尽

可能推进统仓共配等模式，把需求集中，尽

可能推进集中配送，减少资源分散带来的

资源空耗。

赵振营认为，当前一方面中国电子商

务发展存在一定的过热问题，另一方面配

套设施的不完善也在制约着电子商务企业

的盈利水平。电子商务有销量、没利润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推动农村

地区的撤村并镇工作，有效规避电子商务

快递包裹集中度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不

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推进基于人

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化快递收寄设

施建设工作，在确保货品安全和居民安全

的基础上降低成本，解决快递‘最后一公

里’问题。”赵振营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邮政局已于近期

启动“快递进村”工程，目标是力争用三年

时间推动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村村

通快递。与此同时，加强政府对农村快递服

务的保障，推动快递的下乡和进村能够落

到实处。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驰

末端物流配送问题还是乡镇网购的痛点， 即便在北京也一样。5月18

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北京市消协”）发布2019年北京乡镇

（村）居民网购消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乡镇（村）居民网购物流“最后一

公里”问题仍然有待完善。事实上，目前国内已经有96.6%的乡镇设立了快

递服务网点。 但农村的快递服务还存在着服务成本偏高、 村级覆盖率偏

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自1月全国影院宣布停业以来，抄底电影院的声音此起彼伏。长期停业的成本、

迟迟难见到的复苏希望，让不少影院老板都动了转手止损的念头，转手价格从数十

万元到千万元不等。目前市场正处于低谷期，相关交易的咨询量翻番并不意外，但抄

底仍需慎之又慎，复工只是开始，对于后续影院经营的挑战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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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年
中国电影院数量情况
单位：家

2013-2019年
全国电影票房收入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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