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大范围寒潮来袭， 以银发族

为主力人群的温泉主题旅游产品受热

捧。12月16日，飞猪、去哪儿网等OTA

都发布了近期温泉类产品的预订情

况。数据显示，在部分平台上，近一周

以来国内温泉酒店的预订量骤增，同

比增幅最高超130%，仅北京的温泉酒

店均价涨幅就高达四成， 个别城市甚

至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 值得一提

的是，根据多家企业的统计，今冬，青

睐“泡汤之旅”的游客中，以“60后”为

代表的银发族成为了主角， 新一轮中

老年人出游热潮已悄然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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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万人被限飞 民航局收紧监管红线

预订量涨超130%银发族掀温泉旅游热

北京商报讯（记者 肖玮 杨卉）随着
民航业运行规模的不断扩大，运行模式

日渐复杂，传统的监管模式已无法适应

需求，监管模式正不断更新。12月16日，

在民航局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

航局政法司副司长郭仁刚表示，“十三

五”期间，民航局建立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制度并实施信用惩戒，目前累计有6家单

位和43名个人被记入严重失信记录，已

累计限飞旅客19593人。这意味着自2018

年民航局公布首批《民航限制乘坐民用

航空器严重失信人名单》以来，近2万旅

客上了限飞“黑名单”。业内普遍认为，将

危及民航安全的旅客限飞，能够进一步

维护航班秩序及安全，更好地保障其余

乘客的权益。但也要注意，实时更新限飞

旅客的最新情况，并做好各个航空公司

及机场之间的信息共享。

具体来看，“十三五”期间，民航局

建立了涵盖供给侧和需求侧双方面的

信用管理体系。“其中，供给侧约束对象

为在我国境内从事民用航空活动，或者

在境外从事需要我国批准的民用航空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通过建立严重失信

行为记录制度，并实施信用惩戒，督促

企业诚实守信，目前累计有6家单位和

43名个人被记入严重失信记录，”郭仁刚

介绍，“需求侧方面，民航局对因在机场

或航空器内实施九种危及民航安全的行

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

事责任的旅客限飞，截至目前已累计限

飞19593人。”

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5月1日，《关

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

人乘坐民用航空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生效。

《意见》明确指出，使用伪造、变造或

冒用他人乘机身份证件、乘机凭证的；强

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故

意损坏、盗窃、擅自开启航空器或航空设

施设备等扰乱客舱秩序的9种行为将被

公安机关处以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

任，并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

《意见》生效不到一个月，民航局就

开出了第一份包含86名旅客在内的“黑

名单”，至今已累计限飞近2万人。不过，

被限飞的旅客也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

乘坐民航飞机。根据相关规定，被采取

限制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限制期限

为一年。

在民航高级经济师王疆民看来，实

施信用惩戒等于让违规企业和个人登上

了“黑名单”，“航班上一旦出现违规乘

客，会对整体航班造成影响，很可能导致

飞机延误，甚至出现安全问题，必须按照

规定进行惩罚。目前来看相关的惩戒措

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限飞了不少乘

客，我国旅客的总体乘机素质也在不断

提高。不过，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潜

在用户数量逐步扩大，相关部门和航空

公司还应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通过播

放违规广播提醒、乘机前须知事项提示

等方式加大普及力度，让更多的乘客文

明乘机。同时，各机场或供应商之间也应

及时掌握最新情况，做好信息的对接和

共享”。

此外，他还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

普及，企业信用等级变得更加透明，消费

者在消费行为发生前就可上网查询到相

关信息，选择出行方式时也会尽量避开

存在信用问题的企业，加速违规企业的

淘汰。

“60后”领衔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南、湖北、四川、江

苏等地迎来今冬初雪。因此，临近年末，赏雪、

泡温泉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

具体来说，飞猪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近期

全国大范围寒潮来袭，平台上温泉酒店预订量

短时间出现大幅增长，一周以来预订量同比涨

超130%。而去哪儿网方面发布的数据还显示，

11月22日至今，国内温泉酒店预订量已经恢复

至去年同期水平而且均价还出现了反超迹象。

去年国内温泉酒店平均支付价格为596元/晚，

而今年，去哪儿网上该价格已上扬至615元/晚，

无独有偶，飞猪统计也表明，近一周，国内温泉

酒店人均消费金额同比涨约40%。

“举例来说，在广州预订一晚温泉酒店的

平均支付价格为1240元，基本已比肩去年同

期水平，而北京和西安两地的温泉酒店平均

支付价格涨幅更是达到了38%和24%。”去哪

儿网总裁勾志鹏表示。

据悉，由于在这一轮“泡汤游”热潮中，多

个南方城市成为了主要客源地，江浙沪的不

少高端民宿、酒店都纷纷增加了温泉项目。

广东温泉宾馆总经理晏明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目前广州气温降至10℃左右，对于当地

人来说已属寒冷时期，而这也带动温泉酒店

预订量同比超过去年两成以上，周末更是“一

房难求”。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OTA的负责人都不

约而同地表示，在这一次冬季旅游大军中，以

“60后”为代表的银发族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

力人群。勾志鹏表示，据统计，温泉游的受众

分化特征十分显著，尤其是“有闲有钱”的“60

后”，占出行人数的比重达到了20%。

老年出游风向改变

“其实，不仅仅是年末的避寒度假、温泉

冰雪游，今年以来，尤其是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阶段后，老年人的旅游消费需求释放出

现了明显的提速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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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表示。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十一”假期期间，老

年旅游市场的复苏就已经出现抬头迹象。勾

志鹏就表示，虽然老年游客普遍更青睐错峰

出行，但其实在国庆假期期间，很多景区已经

涌现不少老年游客的身影。

中青旅遨游市场发展群总经理助理冯若

宾也介绍，中青旅遨游网上中秋、国庆假期期

间，55岁（含）以上中老年人占游客接待人数

的32.5%，较暑期增长11%。彼时，冯若宾就表

示，该平台上中老年游客量已恢复至往年的

四成左右，相比其他年龄段的游客恢复速度

更快、效率更高。

携程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跨省

游恢复以来，该平台“50后”“60后”度假人群

占比高达35%，相当于每10名旅客中就有超

过3名银发族。

多位专家都表示，可以看出，当前银发族

的旅游消费特征也较往年出现了一定的变

化。追逐“诗和远方”的同时享受品质生活，是

许多老年人的愿望。吴丽云直言，现阶段，老

年游客青睐的旅游产品也在由观光型向休闲

型转变，他们越来越关注深度体验和品质感

受，注重旅游的休闲、保健、康复等附加功能。

新市场的新考验

有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旅游人数已占

到全国旅游总人数20%以上，而且这一群体

出游意愿较平均水平更为强烈。

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游客群体，针

对性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旅游产品，以及相

关保障措施的“留白”，却也一直是令业界担

忧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老年人在体力、精力以及游玩

习惯上与年轻游客存在显著差异，需要旅行

社、OTA为其设计一些更适合自身特点的产

品。但另一方面，当前，旅游企业真正拥有银

发族‘产品线’的却少之又少。”有旅行社负责

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尤其是旅游途中的医

疗保障等针对中老年人的特殊照护服务供

给，在行业内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短板。

然而，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康养旅游虽

然是近几年“火出圈”的新概念，但真正意义

上面向中老年人的健康、养生旅游产品投资

起来“造价不菲”。有专营康养主题民宿的负

责人就表示，其建设环节就需比普通民宿投

入更多资金，单个房间就要多支出2万元左

右。因此，资金问题也成为了经营者们提供相

应服务前必须要跨过的一大难关。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国内旅游市场上专门

瞄准老年游客的“不合理低价游”等旅游违法

行为也频繁抬头。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仅

下半年，国内已出现多起老年人跟着极低价格

的团队外出旅游受骗甚至出现意外的情况。

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表示，下一步，旅游

企业应花更多力气去真正了解老年游客的

最新需求，并以此为导向来设计、研发产品，

相关部门也要对涉老旅游违法违规行为予

以更严格的处罚，甚至制定出台相关的“黑

名单”制度，从多角度保障银发旅游市场有

序、安全。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2011-2020是怎样的十年？” 知乎
给出了“向上”的答案。

近日， 知乎联合多家媒体共同发
布了一支2011-2020大事记短片《向上
的答案》。通过盘点知乎上时事、科技、
航天、体育、文娱等不同领域的年度热
门讨论， 多元化呈现过去十年间中国
乃至世界的变化、 用户情绪地图和价
值观变迁。

看起来， 知乎很在意自己的十年。
早在短片上线前，知乎官微就发布了一
条带有#知乎十周年特别企划#关键词
的微博，不少人才惊闻“知乎原来十年
了”。随之而来则是更大的疑惑：十年之
前，没人认识知乎，而十年之后，认识知
乎竟然越来越难了。从那个邀请注册制
的高端问答内容平台，发展到现在很难
用标签去定义的庞大社区，知乎变得面
目全非。

知乎想做小而美， 但并不坚定。刚
开始的知乎， 邀请制之下门槛极高，李
开复、徐小平等大佬入驻，垂直领域专
业人士层出不穷， 精英的标签明显。后
来的知乎，广开大门，门槛降低后开始
“变异”， 随着用户数量几何级增长，知
乎成了“筐”，啥都能装。

大开放之后，用户下沉，问答领域
从人文科技扩展到情感，市井气重了，
知识味淡了。 有人抖机灵， 有人讲故
事，知乎也在这样一种不断的自我“背
叛”中成长。十年里的前五年，知乎一
直不紧不慢， 想做自己想守住核心用

户。十年里的后五年，商业化提速，融
资也水到渠成， 知乎混进了互联网最
豪华的朋友圈， 然后希望自己从独角
兽变成巨兽。

知乎不是乌托邦， 也不是理想国。
知乎想用直播、圈子、网文、视频去摆脱
曲高和寡，可用这些新板块拼凑出来的
知乎，到底又是谁呢？从一个小众的精
英社区，到大众的喧哗广场，与知乎商
业化齐头并进的，是知乎会赚钱之后的
争议。这些争议让老用户不适、新用户
迷茫。

曾经的锋芒变得模糊，如今的印象
变得复杂，新板块与以往知乎的主要形
象有反差，究竟是颠覆自己，还是模仿
别人？是一路向北，还是找不到北？不管
知乎尝试什么样的跨界与出圈，好像都
没有回答如何让用户、内容、商业持续
形成良性循环的问题。

知乎为什么会这样？在创始人周源
身上，能找到一个取巧的“答案”。有人
说理科男信奉“看到而相信”，总希望通
过技术为世界做贡献。而文科男则“因
为相信而看到”，致力于用文字、用思想
去改造世界。当程序员、记者，文理标签
都贴在周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知乎也
在成为和周源一样的矛盾体。

上线十年，知乎给出“向上的答案”
寓意越难越燃、相伴成长。若以启迪心
智、探索未知之名考问知乎，它将不得
不面对沉沦的窘境，把“向下的问题”抛
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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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猪平台温泉酒店预订量
同比涨超130%

●国内温泉酒店预订量Top10城市（数据来源：去哪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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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熔断”指令情况

截至12月15日，民航局已累计向

中外航空公司发出“熔断”指令139
次， 其中国内公司54次、 国外公司

85次， 取消国际客运航班268班，

有效防止了疫情境外输入。

11月客运货运情况

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2.8亿吨公里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77.3%

完成旅客运输量4441.2万人次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3.7%

完成货邮运输量67.5万吨

同比下降3.5%
降幅较上月收窄3.3个百分点

国际航线货邮运输

同比增长1.9%
今年以来首次实现月度

正增长

知乎十年：“向上”还是“向下”
陶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