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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酒店量价齐升 京郊游有望迎最火“十一”
随着“十一”黄金周进入倒计时，京郊游市场已开

·
“十一”房价上涨对比情况·

始呈现出“
火爆”的场面。9月24日，北京商报记者咨询

4698元/晚

9月24日

10月1日

京郊几家人气较高的度假型酒店发现，截至目前，“十

3578元/晚

一”期间部分度假酒店已处于基本满房的状态，不仅
客流量激增，价格也随之上涨不少。除度假酒店外，京

2079元/晚
1786元/晚

郊民宿也出现涨价现象， 高端民宿价格上涨近两成。
专家表示，今年的“十一”将成为春节前最后一个较长

1958元/晚

831元/晚

的假期，也将是酒店、民宿“回血”的好时机。但假期过
后，亲子、度假等客群均会随之减少，必须挖掘新的增

北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

北京乐多港万豪酒店

Club Med Joyview北京延庆度假村

豪华双床房

豪华大床房（无早）

高级大床房（一价全包）

长点。酒店方面或可从会议会展入手，民宿则可尝试
针对不同客群制定产品，平衡淡旺季收益。

京郊酒店价格翻倍

“酒店目前房间已经比较紧张了，10
月2日-4日期间已经满房了。”北京雁栖酒
店相关负责人表示。同时，与北京雁栖酒店
相邻的北京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工作人
员也表示，该酒店10月2日除套房外也已
经满房。10月3日-4日期间，仅剩的几间城
景双床房也从平日的2400元/ 晚涨至3088
元/ 晚，涨幅在四成左右。而在北京海湾半
山温泉酒店，
“十一”期间的间夜价格也出
现较大波动。以“豪华双床房（含早）”为例，
在美团平台上，该房型平日售价在2000元
/ 晚左右，“十一”期间，该房型售价为4698
元/ 晚，房价出现翻倍上涨的情况。
同样出现价格翻倍的还有北京乐多港
万豪酒店。据OTA平台的预订信息显示，
该酒店大床房型平日价格在900元/ 晚左
右，而“十一”期间的价格则在1800-2200
元/ 晚左右；此外，像ClubMedJoyview
北京延庆度假村“双人一价全包套餐”产品
“十一”价格也较平日上涨近九成。在京郊
酒店一派火热的同时，部分民宿也出现供

不应求的现象。
据延庆民宿联盟秘书长司欣然介绍，
“十一”期间京郊游热度较高，截至目前，延
庆民宿联盟内的商家整体预订率约在8-9
成，部分热门“网红”民宿，更是早早地就被
游客订满，靠近景区的民宿还出现“一房难
求”的现象。不过，价格方面，与京郊度假酒
店相比，部分高端民宿价格的上涨幅度相
对较小，大部分涨幅在一到二成左右。
旅企各自出招抢客源

“‘十一’基本是今年除春节外最长的
假期了，一定要抓好这波客源。”有业内人
士直言。根据携程旅游大数据实验室最新
发布的“2020十一长假旅游性价比报告”
显示，从国内旅游市场恢复情况看，预测今
年国庆中秋8天长假旅游人次可能达到6
亿。面对如此众多的出游人群，各旅企也在
假期到来前纷纷出招，为了能在“十一”长
假分到一杯羹。
OTA平台方面，优惠补贴依然是主
旋律。具体来看，携程则推出了“双节特惠”
活动，活动时间截止到10月15日，消费者

可在翻牌抽奖活动中抽取国内酒店免房
券，而美团平台则推出了“国庆福利”，如部
分高端酒店的下单返现券，满2000元返
200元、满1800元返180元等。不过，消费者
刘女士也提出，OTA平台上的酒店及民宿
“十一”期间基本全面涨价，因此力度较小
的优惠券很难影响消费者选择平台的倾
向。
民宿方面，途家还推出了“周末随心
住”二期活动，自活动之日起，用户可购买
“199元起随心住2晚”和“299元起周末随
心住4晚”产品，抢购成功后，消费者可选择
在今年12月31日前的周五、周六、周日进
行入住。如果说民宿平台还在通过价格来
吸引消费者，那么民宿商家显然更注重活
动及体验感。据司欣然介绍，“十一”期间延
庆不少民宿均推出了一些手工互动活动，
如做月饼、亲子游戏等。大隐于世集团创始
人张海超则表示，该品牌位于北京的小院
还在“十一”推出了一些水果采摘活动，顾
客可提前与管家预约，从而丰富京郊游出
行活动。
事实上，对于不“缺”客人的京郊酒店
来说，如何增加度假产品的吸引力也成为

马蜂窝发布疫后攻略
“自由行”迎来了新一轮的窗口期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旅游业蒙上了一层阴影，而
随着疫情的好转，加上“十一”假期的临近，也让国内
旅游业重新焕发了活力。如今后疫情时代，游客如何
安心又能高品质出游，成为业界持续关注的话题。近
日，马蜂窝旅游发布《“后疫情时代”攻略：发现中国
新秘境》（以下简称《发现中国新秘境》），其中揭秘了
疫情之后国内上升趋势最强劲、最具新网红气质的
50个城市和50个景区景点，并旨在为中国游客的疫
后出行提供灵感和指南。
小众目的地上榜

在马蜂窝发布的《发现中国新秘境》中，阿坝、酒
泉、茂名、儋州、舟山、南昌、中卫、丽江、云浮、钦州位列
“中国新秘境”城市榜TOP10；东台吉乃尔湖、墨石公
园景区、清远笔架山旅游度假区、俄博梁、丹景山、红井
路、杨家堂村、平潭岛、冷噶措、茫崖翡翠湖进入“中国
新秘境”玩乐榜前十名。
毫无疑问，在上述目的地中，不少目的地并不广
为人知。当游遍全球、旅行经验丰富的游客们回归国
内游时，游客更期待发现那些不曾出现在主流视野
里的目的地。马蜂窝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表
示，疫情之下，游客旅游消费趋势发生了变化，旅行
玩乐方式也有了新风向，这些变化将长久影响着游
—游客开始选
客心智，进而带来产业深远的变化——
择更安全、更小众的旅行目的地，一众曾被埋没的中
国“新秘境”在疫情中逐步浮出水面。把这些“新秘
境”及时归纳总结，也是提高游客旅行消费决策效率
的重要途径。
业内人士表示，马蜂窝对“中国新秘境”的解读，
能够提升国人在“后疫情时代”旅游消费决策的效
率，帮助中国游客开启更多美好的旅程与生活。
安全性成出游考虑主要因素

中国的年轻游客发掘小众风光与体验的眼光可
谓“稳准狠”，这些曾被忽略的“诗和远方”，终于在疫
情之后被发现。马蜂窝在今年7月发布的《“Z世代”旅
游消费变化报告》就显示，疫情之下，中国年轻游客
的旅游消费预算并未大幅降低，反而会在饮食和住

宿安全方面提高花销。在马蜂窝平台上，上万个景区
景点都已上线“安心游攻略”，并配有“安心游”产品，
这是游客在疫后选择更多的产品品类。
在“中国新秘境”玩乐篇的TOP50景区榜单中，
自然风光类景区占比高达八成。马禹涛还分析指出，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游客更倾向于选择自驾、包车等
私密性强、安全性高的出游方式。马蜂窝早先发布的
国庆黄金周趋势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国庆自驾
游”搜索热度周环比上涨153%，黄金周期间定制游
订单占比也较去年同期上涨24%。
当前，中国游客更愿意为“安全”买单，这也决定
了空间开阔的户外场景和私密性高的玩法会受到更
多追捧。“新秘境”榜单上聚集了大量秀美的原生态
风景，还有适合亲子、自驾等旅行需求的人文和自然
景观。
线上搜索成年轻游客主要途径

“我们发现，年轻游客在探寻‘中国新秘境’的过
程中，图文内容、短视频、直播等线上内容的指引功
不可没。”马禹涛说道。同时，旅行者在探访后又会
在线发布自己的旅行内容，帮助景区和目的地积累
更多在线资产。目的地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由此形成
良性循环，对目的地和景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而作为旅游平台，为了给游客更多、更及时
的出行参考，马蜂窝每天将不同的专题和攻略推给
用户，比如京郊小瑞士、星空露营、野餐好去处、遛
娃胜地、城市私藏景点、秋季旅行地推荐等。将相对
安全有趣的旅行玩乐地推给用户的同时，也将“新
秘境”放在专题中，给用户灵感，提升“新秘境”的曝
光度。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85.09%的Z世代旅行者热
衷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旅行内容，超过五成受访
者表示会通过马蜂窝平台的在线旅游内容种草目的
地和进行消费决策。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随着大数据在旅游产业应
用的不断深化，以及旅游业线上资产的不断完善，国
内还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新秘境”，而这些文旅资源
信息也将以图文、短视频等方式进一步呈现在在线
旅游平台上。

各路商家比拼的关键。作为北京周边亲子
游酒店的一员ClubMedJoyview北京延
庆度假村也推出了升级体验活动，试图掘
金周边短途度假市场。ClubMed相关负责
人表示，入秋以来，度假村还升级了“发现
之旅、欢聚之旅、奇境之旅”体验活动，推出
“玩转周末”主题假期，游客可以在这里品
品红酒、看看秀甚至与家人来一场骑行之
旅。北京和园景逸大酒店则推出了“双庆活
动”，含市集活动、泡泡派对等互动游戏及
亲子元素。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十一”的临
近，不少京郊酒店的活动频繁出现在一些
“酒店信息分享群”内，销售或第三方也在
拿到房源后加大了“推销”的力度，进一步
点燃京郊游市场热度。
利用假期“
回血”

“经历了前段时间的‘寒冬’后，即将到
来的双节无疑是住宿业及旅企回血的好机
会。”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
经济师赵焕焱说道。赵焕焱还表示，“十
一”黄金周本就是旅游旺季，更是今年最火
热的经营时期。由于境外游的消费全部涌

向度假酒店，因此高端度假酒店受到消费
者青睐，客户的消费水平也有所提升，由此
造成高端度假型酒店供不应求的局面，出
现价格上涨的情况也是市场调节的现象。
不过，赵焕焱也直言，假期期间酒店或民宿
价格有所上涨，供给方需提前做好准备迎
接大批量客户，保证服务质量不下降。
针对酒店、民宿假期出现量价齐升的
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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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分析指出，
民宿的运营及维护成本相对较低，而酒店
的日常消耗则更大些。“因此一旦市场需求
较大时，酒店的涨价空间和幅度相对更大。
但也要注意到，‘十一’假期结束后基本就
是旅游业的淡季，京郊酒店及民宿的客源
也会随之下降，供应商还需在产品创新上
下功夫，来吸引客流，平衡淡旺季。”与此同
时，赵焕焱也提出，面对即将到来的淡季，
京郊酒店及民宿或可在养生健康等主题方
面加大力度，争取新的客源群体，如老年群
体、军人群体等。
而吴丽云还建议，淡旺季虽然一直是
困扰住宿业的“通病”，但上半年经营受到
疫情影响，即将到来的淡季也变得更加“难
熬”。“酒店也可以利用已有的资源来做‘加
法’。如一些有温泉资源的供应商，可加大
此方面的宣传，或适当推出一些活动，来吸
引非住客到店消费。若酒店配套相对完善，
积攒下来的客源对会展业务也有较大的帮
助。至于与周边景区或旅游资源关联的酒
店，受景区流量影响较大，民宿、酒店还可
联合景区做一些推广和宣传，进一步吸纳
新增客源。”吴丽云进一步表示，北方冬季
的冰雪产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对景
区依赖性大的酒店也可在冰雪上做创新。
“从民宿的角度看，室内的文创、文化性的
体验活动、互动亲子游戏等也有不小的吸
引力。”吴丽云称。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杨卉

线上线下多措并举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筑牢金融安全“
防护网”
金融的安全运行、健康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
稳定，也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公众对金融知识
的了解、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又是金融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
基础条件。9月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
监会、网信办联合开展的“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
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下辖
支行运用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手册、电视投屏、桌面
摆台等“花样”手段，持续进行金融知识宣传，将金融知识的宣
传和普及常态化，牢牢筑起金融安全“防护网”。
金融知识宣传走进万家

对银行来说，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宣传理财政策法规、揭示
理财风险工作已经成为常态化。9月12日下午3点，宁波银行北
京分行营业部来到海淀区田村街道阜石路社区开展金融知识普
及宣传活动。为了吸引广大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活动现场除了悬
挂主题横幅、摆放宣传折页外，还专门设立了金融知识流动宣传
车，主题鲜明、内容突出，很快就吸引了社区居民的注意力。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及现场讲解互动的方式，宁波银行北京
分行员工对现场群众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帮助社区居民
了解金融知识。同时针对目前较为突出的几种电信诈骗方式，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员工自编自演了防诈骗小品，生动形象地讲
解了防范措施。
“金融教育宣传”活动是对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服务的一次
检验，也是一次提升，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加深了客户及居民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提升了公众的安全意
识，更有效地提升了消费者的金融素质，得到了社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
金融“打假”从娃娃抓起

9月10日教师节，宁波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开展了一次到
幼儿园的线下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主要为教师和小朋友详细讲
解人民币知识，分发宣传折页，普及新版人民币的发行时间、发
行券别、票面特征。同时，采用新、旧人民币对比的方式，向大家
讲解各种券别票面的防伪识别技巧，手把手教会大家真假币辨
别方法，同时提醒教师及小朋友，如果有发现疑似假币，务必至
就近银行进行鉴定。
活动之后，宁波银行北京石景山支行以“反假货币，人人有
责”为主题制作了关于人民币知识宣传进万家的H5，通过微信

群、朋友圈向客户进行转发，帮助更多人更深入地了解人民币
的特征，增强公众防伪特征的辨识常识，引导群众强化防范意
识，保障财产安全。
宁波银行亚运村支行也从娃娃抓起，于9月18日联合乐融
儿童之家奥森校区共同举办“小小银行家”活动，活动邀约3-6
岁小朋友及家长参与。通过此次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使金融知
识通过娃娃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有
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强了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金
融服务水平。
线上趣味互动亮点纷呈

线下活动形式多样，线上活动也不能落后，宁波银行北京
海淀科技支行积极响应号召，建立微信活动宣传群，在线上开
展了多次别开生面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题系列活动。带领客户一
起观看北京银保监局拍摄的主题宣传短片，让客户了解作为金
融消费者享有的正当权益及维权途径。向客户讲解了金融诈骗
的类型，识别方法，向客户介绍ATM安全操作四要点、安全刷
卡消费五步法、网上支付安全七应该等实用金融小贴士。为了
增加趣味性，检验客户的学习效果，宁波银行北京海淀科技支
行宣传员还在群内发起有奖竞答活动。
宁波银行北京丰台支行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整体部
署下，开展了别开生面的系列厅堂活动、金融下午茶线上线
下活动。
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的指导下，各个支行的宣传活动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生动，在客户中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以及宣传
效果，引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金融诈骗和金融负能
量，同时树立了宁波银行安全银行的良好品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