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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消费季·银发节正式启动

“50后”旅游需求强劲
“银发一族”也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北京商报2021.10.15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10月14日，重阳

节当天，由北京市商务局主办的“2021北京

消费季·银发节”在长安商场正式拉开帷幕。

在为期一个月的活动中，苏宁易购、中青旅、

华天等覆盖老年人出行、就医、消费、文旅等

领域的200余家企业积极参与，拓展线上线

下多场景的促销和服务，促进孝老爱亲家庭

消费。

活动期间，还将开展银发课堂活动，内容

涵盖智能手机软硬件使用方法、智能手机场

景化应用技巧和手机防诈骗知识等多项实用

课程，进一步满足老年人对智能设备的使用

需求，助力银发人群智享生活。启动现场，苏

宁易购、北京市老年用品展示中心、华天、爱

侬等企业代表推介科技类、适老化产品和服

务项目，推出北京银发节重磅优惠，为消费者

提供活动消费指引。

据悉，本届银发节将面向老年消费者定

制专属促销产品，包括智能穿戴、老年用品及

餐饮、外卖、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精选出

企业让利促销信息印制成为消费券，发放至

全市100个左右老龄化社区、养老驿站、日间

照料中心，将优惠切实送到消费者手中。其中

苏宁易购发放银发节家电消费券；国美电器

推出单品满千返百活动；e袋洗推出10万份换

季洗冬装立减10元活动；亦庄华联推出北京

消费季银发节老人免费观影活动；老年用品

展示中心推出欧姆龙、大朴、Panasonic等38

款生活及适老用品，到店消费享9折优惠；京

客隆59家连锁超市开展重阳购物优惠活动；

中青旅、凯撒旅游等一批具备老年旅游产品

的优秀旅游企业，特推出北京周边游、国内游

轮等适老化升级路线。

此外，本届银发节还将以大讲堂的形式

助力智享生活。智能手机使用知识小讲堂是

今年银发节的创新活动，将有30余场线下免

费公益课堂及线上讲堂分期进行。期间，将进

入东城甘雨社区、花园街道、二里庄社区、呼

家楼北社区等多个养老服务驿站和社区，从

硬件使用、软件使用、个性化应用、场景应用

等角度教授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进

一步激发银发族的线上消费潜能。

值得注意的是，九九重阳节，西城商业企

业奉上孝心组合礼包。西城区商业企业在重

阳节前夕，积极参与银发节促销活动，为消

费者奉上孝心组合让利礼包。重阳节当天，

北京华天饮食集团旗下同和居、同春园、华

天二友居、华天延吉餐厅等老字号餐厅以及

惠丰饺子楼、惠丰门丁肉饼、新川面馆部分

门店、惠丰涮肉馆等餐厅推出多款“适老款”

健康餐。国华商场首饰服务中心重阳节期间

面向老年人提供珠宝首饰维修保养和鉴定

知识讲解活动，并推出首饰编绳免费体验活

动，方便老年人学习编织技艺。

随着“银发一族”的消费升级，老年人

出门旅游的频率越来越高。10月14日，正逢

重阳节，不少旅游企业给出了老年出游的

相关数据。根据多家OTA数据显示，“银发

一族”旅行人均花费同比增长35%，增速超

过“90后”“00后”。由此也可以看出，老年群

体显示出了强劲的消费需求。而在出游需

求不断高涨的同时，“银发一族”出游的方

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定制游、私家团，甚

至还有不少老年人的“玩法”比年轻人更加

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不合理低价老年

游、老年一日游套路等顽疾仍在侵害着老

年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

人均花费同比增长35%

近年来，随着银发族的消费升级，银

发人群出游频次也在不断提升。在重阳节

当日，携程发布了银发族出游趋势洞察。

携程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平台60周

岁及以上注册用户量同比2020年增长

22%，整体订单量同比增长37%，其中跟团

游订单同比上涨近60%。在旅行花费上，

以“50后”“60后”为突出代表的老年群体

显示出了强劲的消费需求。根据携程数

据，近半年来，“50后”“60后”人均花费同

比增长35%，增幅超过“90后”“00后”的

22%。其中，携程平台上2000-3000元的

旅游产品最为热门，热门高端产品包括新

疆定制游、林芝定制游、北京高端定制游

等，人均超过6000元。

与此同时，老年人也日益成为出行群

体中的重要成员。去哪儿大数据显示，国

庆节后，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乘机的票量

从假期中的4%上升至总票量的6.2%。截

至目前，2021年独自乘机出行的老年人

占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出行的一半以

上，达到55%；有子女同行的比例则为

45%。而10月，则是这些独自出行老年旅

客乘机出行量最大的月份，占这类旅客总

票量的17.3%。

定制化需求日渐旺盛

不只是出游人数在增长，老年人的出

游方式也日渐丰富。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疫情变化之

后，“银发一族”的出游方式也呈现出了新

的特点，作为以往的跟团游主力，老年游

客现在则更多地倾向于以定制游、私家团

等方式出行，与家人或友人一同出游。携

程平台数据显示，60周岁及以上用户定

制游订单量同比2020年上涨47%，私家团

订单量同比上涨161%。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旅游出行，老人

们也变得越来越“潮”，开始自己动手做旅

游攻略、自己开车上路，玩法甚至比年轻

人都要丰富。携程数据显示，近半年来，60

周岁及以上用户租车订单增长达108%，

超过大盘43%的增幅水平。老人也逐步喜

爱在旅途中记录美景和感受，年初以来，

携程社区60周岁及以上用户数同比提升

26%，发帖量同比增长16%。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表示，

当下旅游消费者代际向一老一少两端延

展的趋势显著，两端消费增长最快，且银

发群体也越来越关注旅行中的品质体验

和文化感受。针对这一庞大的“有钱、有

闲”群体，旅行企业应当更针对性、专业化

研发和设计相关产品，让老年消费者更好

地享受“诗与远方”。

喜欢旅游的钱奶奶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这些年我们老两口也攒了不少退休

金，现在有机会了我们就会出门旅游，去

看看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看的风景。而且

在每次出门之前，我们都会自己制定攻

略，这些事儿得向年轻人学习啊！”除了亲

自制定攻略，钱奶奶如今还加入了某房车

联盟，想要跟着“夕阳红联盟”开着房车去

野外露营。

说走就走防“坑”为先

随着老年人对于外出旅游的热情日

渐高涨，老年旅游市场中违法违规的“漏

网之鱼”也渐渐增多：“不合理低价游”“暗

藏猫腻的老年游”“强迫购物的一日游”等

问题日益显现。

此前，“18元一日游被带去参观墓地”

一事登上了热搜榜，重庆十几位老人参加

了18元一日游旅行团，但最后却被带到一

处墓地。据“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官方微博

消息，经初步调查，涉事的重庆龙耀文化

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巴南

区）和其分公司（注册地为重庆市渝北区）

均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具

备组织包价旅游活动的资质。

曾经历“骗局”的李奶奶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我之前听到有免费一日游的活

动就信以为真了，谁承想，到了目的地之

后是让我们花钱购买保健品，不买就不让

我们返程，现在想想当时的场景也是挺后

怕的。”

诸如此类的事件频频发生，老年群体

的判断能力较弱，又有着想去新鲜地方看

看的心情，所以“银发一族”便成为了违法

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

院长谷慧敏表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

及60年代初期出生的这部分老年人的经

济水平、社会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会有足够的时间及金钱来旅游，同时，这

部分老年人的消费意识也在变化，更多地

会转移到消费这个板块。这部分老年人消

费群体在进入市场后，更多的是对品质生

活的要求，对中高端旅游产品的需求会变

得更大。此外，对于企业来说，要研究这部

分老年人的需求，提供适合他们的旅游产

品，提高服务品质，使得产品“适老化”。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谁说老年人不玩游戏？千万级市场正待开发

10月14日，又值重阳佳节，在大家纷纷对长辈送上祝福与关爱的同时，北京商

报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在游戏里快意江湖。公开数据

显示，在高达5.54亿人的中国游戏用户规模中，55岁以上玩家占比为4.6%。另据百

度研究院数据，银发族已成为游戏用户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增速高达130%。尽管

市场前景不容小觑，但现阶段适合老年群体的游戏研发却相对滞后。老年游戏究竟

暗藏多大的想象空间？“有蛋糕没人吃”的背后又有哪些难言之隐？带着这些疑问，北

京商报记者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忙完没？来打几局？”67岁的朱阿姨刚吃

完早饭，就在老姐妹的微信群里发起手游《欢

乐斗地主》的游戏链接，不到2分钟，线上牌局

就组好了。“我年轻时就爱玩牌，现在手机上有

了斗地主就更方便了，一有空就能组个牌局。”

朱阿姨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社区里跟她年纪相

仿的退休老人很多都会玩游戏，棋牌类和休闲

类游戏玩的人最多。

事实上，在大家还以为电子游戏与老年人

无关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早已在游戏里

快意江湖。伽马数据曾发布相关报告称，在高

达5.54亿人的中国游戏用户规模中，55岁以上

的玩家占比为4.6%。

今年8月发布的《百度游戏用户洞察》显

示，在同期游戏用户整体规模增长速度仅为

10%的时候，银发族已成为游戏用户规模增长

的主要动力，其中，女性用户增速为80%，男性

用户增速更是高达130%，规模甚至反超下沉市

场的小镇青年群体。由此可以推测，我国高龄游

戏玩家数量或已在4500万-5750万人之间。

游戏类型方面，9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

布《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显示，超

六成受访老年网民爱玩《开心消消乐》等消除

类游戏；《欢乐斗地主》《天天象棋》等棋牌类则

以41.5%位居第二。而较为出人意料的是，据百

度研究院报告结果，《完美世界》《王者荣耀》

《光遇》等青少年群体爱玩的手游在银发群体

中同样受到欢迎。

“老年群体时间多，玩游戏既能打发时间，

又能在其中得到与现实类似的社交满足，从而

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财经评论员张雪峰表示，

在没有网游之前，老人们也爱玩休闲类和棋牌

类的游戏，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些原本是线

下的娱乐方式被搬到了线上，他们用此来打发

时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尽管玩游戏的银发族越来越多，但一个无

法忽视的问题是，这些老年人爱玩的游戏，其

实并不是针对老年群体的。

61岁的“疾风”大爷是《英雄联盟》的职业

游戏主播，仅在抖音平台就拥有118.7万粉丝。

即使凭借超高技术在游戏中“称霸武林”，但也

对游戏的部分设计束手无策。“因为年纪大了，

理解能力各方面都不如年轻人，一到版本更新，

装备介绍字体太小，完全看不清楚，都要比其他

人多花一倍的时间来适应。”

“开发一款新游戏不仅制作周期长，人力

物力成本投入也非常大，制作出来后，宣发又

是一笔大开销。于企业而言，与其花这么多钱

去撬动本身消费意愿就不高的老年人市场，倒

不如抓住25-35岁之间的这批主力消费人

群。”某游戏公司员工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从利

益角度来说，现阶段针对老年群体开发做游戏

肯定算不上一门好生意。

在行业人士看来，尽管目前行业针对老年

群体设计的游戏少，但老年游戏市场的未来却

值得期待。某游戏公司设计部相关负责人直

言：“对于游戏等娱乐类软件来说，最重要还是

得盈利，尽管现阶段我们不会专门为老年人群

体设计游戏，但不代表着未来不会，因为等‘80、

90后’这些人老了以后，他们是会为游戏买单的

一代，到那个时候时机成熟，老年人游戏市场还

是有很大想象空间的。”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实习记者周阳洋

银发族游戏需求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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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产品大打“重阳牌”老年客户该怎样买

10月14日，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发

现，已有包括淳安农商行、嘉善农商行、石嘴山

银行、大连农商行、稠州银行、宁海农商行、宁

夏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在内的不少中小银行

推出了重阳节专属理财产品。对比发现，大部

分重阳节专属理财产品，门槛、投资期限与普

通理财产品差异并不大，更多只是在其设计概

念上突出“老年人”的相关主题。

从投资门槛看，这些产品起投金额在1

元-1万元之间，产品类型覆盖固定收益类、非

保本浮动收益型多种，业绩比较基准利率通常

在3.2%-4.6%左右。资金投向分布在现金、存款

等货币市场工具类资产，债券类及符合监管要

求的债券类资产、资产管理产品等各个领域。

业绩比较基准利率较高的一款为大连农

商行发布的“金浪花尊享系列”精选理财产品，

这款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利率高达4.6%，起购金

额为1万元，投资期限为338天。此外，淳安农商

银行近日发布的一款重阳节专属理财产品就

主要面向老年客户，这款产品的起投金额为1

万元，投资天数为365天，购买对象面向该行金

色年华俱乐部会员以及50周岁以上客户。

虽然相关产品以重阳节作为推广噱头，不

过这并非监管定义的“真”养老理财产品。

根据监管要求，养老理财产品主要特点就

是长期性以及稳健性，且老年人理财应以中低

风险的产品为主。但北京商报记者对比发现，

前述大部分银行推出的重阳节专属理财产品，

门槛、投资期限与普通理财产品差异并不大，

只是突出“重阳节”以及“老年人”的概念。而且

仅广西北部湾银行一家银行披露了理财产品

的风险等级为R2（安稳型），其他银行均未在

宣传手册或文案中披露产品风险等级。

“目前多数银行推出的重阳节专属理财产

品，只是突出‘老年人’主题，其门槛、风险、收

益和期限的设定并不符合长期养老需求和生

命周期特点，并且有的理财产品只面向小规

模特殊客群，不适合广大老年市场。此类产品

还需将投资者的生命周期和长期养老需求相

匹配，兼顾不同投资者的养老需求和风险偏

好。并且能够通过多资产、多策略的投资摆布

和产品的精细化管理，充分保障居民的养老金

安全，保障投资者利益。”普益标准研究员余可

表示。

对老年客户来说，理财资金安全显得尤为

重要，在海量的理财产品中，老年人如何买到

靠谱的产品？

“老年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高，在购买理

财产品之前，首先要考察风险，主要从风险等

级、投资范围、历史净值波动等方面考察；此

外，需要保证产品的流动性，或者预留出足够

的流动资金；在产品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流动性可接受范围内的前提下，尽可能去追求

收益。”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如

是说道。

刘银平进一步指出，对银行来说，应做好产

品设计、风险管理、销售管理、信息披露和投资者

保护等工作。同时，持续清理名不符实的“养老”

字样理财产品，维护养老金融市场良好秩序。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重阳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