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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逸涵 张琪

60—70岁
为老年游主力

数据显示，有出行意愿的
老年人数比例达到77%，表明绝
大多数老年人将出游作为自己
休闲度假的方式，在愿意外出
游玩的受访者中，女性占比略
高于男性，年龄60岁到70岁之
间的占55 . 65%。记者走访各大
旅游市场发现，中老年等“银发
客”群体目前已成为旅游市场
的一支生力军，并且呈不断增
长趋势。

调查发现，老年人结伴出
游的现象已愈发普遍，是否能
结伴出行成为老年人外出时考
虑因素之一。69 . 02%的受访者
表示愿与熟人一同出游，结伴
出游的对象一般由配偶、家人、
关系较好的邻居、老同学或老
同事组成，一起外出旅行也成
了老年人联络感情、定期聚会
的活动形式。

66岁的李惠彦是本报的
忠实读者，曾参加过多次本报
联合组织的旅游活动。在他看
来，外出旅游度假成为了自己
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出
来旅游的老年人，一般身子骨
都还可以，反过来讲旅游又能
锻炼身体、调节心情、陶冶情
操，旅途认识了新朋友，还能
打发退休时光，何乐不为？”李
惠彦说。

数据显示，为了避免节假
日高峰时段与上班族和学生
族等年轻游客群体扎堆出行，
79 . 03%的受访者表示在时间
的安排上会特意避开旅游出
行高峰期，出游时间相对灵活
自由，老年人也成为了错峰出
游的主力军。

在出行交通方式上，因老
年人的出行受年龄以及身体状
况等因素影响，飞机、高铁成为
他们外出旅行的主要交通工
具。而在住宿方面，比起农家乐
和民宿，94 . 26%的受访者表示

还是愿意选择配套设施更为完
善的酒店、宾馆。

多选择跟团
倾向“慢行程”

在众多出行方式的选择
中，72 . 62%的受访者选择跟团
游，“出远门的话一般都是选择
跟团。”在谈及选择跟团游的原
因时，刚刚退休不久的受访者
程娜告诉记者，“就是不愿给子
女带来麻烦，又可省去自助、自
驾游的辛苦。”

而在出行地点的选择上，
近郊周边游已经满足不了老年
人日益增长的旅行需求。数据
表明，受中老年人青睐的三大
出行地点依次为：省外景点、出
国旅行、省内景点，其中中长途
旅行多以风景观光、民俗体验、
文化休闲为主要诉求。

控制在6—8日的出行时
间，更受老年人的欢迎。另外，
老年人外出旅游季节性较强，
一般选择在春秋两季出游。记
者采访发现，有相当一部分老
年人已经有了旅居意识。接近
2成老年人每年出行在3次以
上，且大部分人会选择在旅游
目的地停留7至15天。“我们在
时间上很充裕，一般一年起码
固定要出去旅游三次，一次短
途2—3天，两次长途，半个月
也无妨。但是就是要慢，慢下
来去游览，我们可以早起，但
千万不要晚归，最好能有充足
的休息时间。”一位老年受访
者表示。

超6成受访者
关注“车接车送”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休
闲时间的增多，老年人每年在
旅游方面的花费也逐渐增多。
有45 . 9%的受访者年花费在
5000元以上，占比44 . 26%的受
访者每次花费平均在3000元以
上，而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自
有退休金和养老金。

“光图便宜没用，出门旅游

一趟不容易，得品质好，行程安
排合理、交通方便、吃的放心、
住得舒服，才对得起辛苦了大
半辈子的人生。”李彦惠告诉记
者，相较于价格，自己和身边的

“驴友”们更为关心的是旅游产
品的品质。

老年人最希望旅游行程提
供哪些服务？有63 . 93%的受访
者表示希望景区或者旅行社可
以提供车接车送的服务项目。

“现在上岁数了，出门玩就希望
解决出游过程中的最后的一公
里。出门有无人接、回来有无人
送，中途是否需要拖着行李到
处折腾，都是我们做出选择的
关键因素。”

采访过程中，也有老年游
客的子女发表了观点。“导游
特别重要。带老人的要的是细
心周到有耐心，如果再具备紧
急救护技能，了解一般医疗常
识，掌握老年健康管理等相关
知识的导游，那绝对是我们的
首选。”

出游在外，通常愁于人生
地不熟，不少老年人期望出游
后的一切都有人带领或代劳。
这也对旅游企业的服务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专业从事老年
游的笑夕阳旅行社总经理魏晨
表示，对老年游客群体的出行，
需加强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
服务，旅游行进节奏应舒缓，避
免太急太快或超大运动量，还
要保障安全舒适的食宿条件，
如供应热水、易消化的饭菜，居
所保持相对安静等，照顾和保
障的程度越高越细，老年人出
游的安全感就越强烈，成为“铁
杆粉丝”的可能性就越大。

记者采访注意到，越来越
多的老年游客逐渐在摒弃拒
绝“低价游”、“零团费游”等不
合理低价游，更注重旅游安全
及品质。强迫购物、乘车时间
过长、团餐吃不好、住宿简陋
不便等问题让老年游客不能
接受。而像包含保健品赠送、
项目考察团、购物团等低价游
产品，大多数受访者则明确表
示不会参加。

本报聊城9月19日讯(记者
张琪) 为深入推进聊城旅游全
域旅游的宣传工作，向大众展示

“江北水城，运河聊城”的文化风
貌，近日，由聊城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的“全景聊城·不虚此
行”聊城旅游新媒体采风活动正
式启动，本报记者携手微博大V
作为采风团成员共同参与其中。

近年来，聊城旅游资源丰
富，不断立足区域特色，精心着
力打造了一批精品文化旅游项
目，整合推出了水城、水浒、休闲
等8条精品旅游线路。本次新媒
体采风活动重点围绕“水城”、

“水浒”、“阿胶”三大主题元素开
展。

采风团一行人先后来到摩
天轮欢乐世界、聊城市博物馆、

聊城市老照片博物馆、运河博物
馆、光岳楼、水城明珠大剧场、孔
繁森纪念馆等地参观游览，在导
游的讲解下，一行人感受到聊城
浓浓的文化历史感。

次日采风团前往了阳谷县。
作为阳谷旅游发展的主要景区，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园、
狮子楼旅游区、蚩尤陵旅游区、
景阳冈旅游区成为采风的主要
地点。

最后一天，成员们来到行程
最后一站——— 东阿，大家先后到
毛驴养殖基地、毛驴博物馆、东
阿阿胶城、东阿阿胶体验工厂、
中国阿胶博物馆等地考察拍摄。
在东阿阿胶体验工厂，先进的技
术化操作，精湛的制作工艺，让
众人皆叹神奇。

本报济南9月19日讯
(记者 王逸涵) 近日，由
莒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
莒县县委宣传部、莒县旅
游管理局承办的“2018莒
县旅游(济南)推介会暨泉
城市民游莒县”活动在济
南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
在加快莒县“旅游名城”
建设，打造“毋忘在莒”品
牌，吸引更多泉城游客到
莒 县 观 光 旅 游 、休 闲 度
假。会上，来自莒县的旅
游代表通过多种形式向
与会嘉宾介绍了莒县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优惠的
旅游政策 ,盛邀济南各界
朋友到莒县做客。

省旅发委市场开发处
处长闫向军表示，莒县正
面临着大开放、大开发、大
发展的难得机遇，蕴藏着
无限商机，希望济莒两地
加强在信息互通、客源互
送、资源共享、市场共建等
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两
地旅游市场繁荣发展。

莒县旅游管理局局长
贾庆毅介绍说，莒县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
朴、资源丰富，发展文化旅
游潜力巨大。2016年莒县
县委、县政府将文化旅游
业作为全县“四大战略”之
一，提出了建设“文化名
城”“旅游名城”的奋斗目
标。坚持以全域旅游为引

领，聚力打造以“三山两河
一城一区”为核心的鲁东
南文化旅游胜地。

作为省内7个较早出
台旅行社招徕激励办法
的区县，莒县还对入境旅
游出台了奖励政策 ,积极
推动旅游营销工作的发
展。据了解，目前莒县有
4A级旅游景区2处，3A级
旅游景区7处，3星级旅游
饭店3家，莒国古城项目正
在推进建设。浮来山风景
区、浮来青旅游度假区、嗡
嗡乐园、丽正园等主要旅
游景点景色优美，人文厚
重。去年，该县接待游客达
36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近24亿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携携手手大大VV开开启启聊聊城城33日日行行 22001188莒莒县县旅旅游游推推介介会会亮亮相相““泉泉城城””

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去去旅旅游游，，都都爱爱结结个个伴伴儿儿
不差钱！服务能否跟上成关键因素

近日，本报就老年人旅游市场展开问卷调查，内容涉及老年人外出旅行的费用、出
行方式、目的地选择等方面，共收回有效问卷1000余份。调查显示，老年消费群体对外出
旅行有着较高的热情，偏爱结伴出行，中长途线路更受欢迎，银发游市场正从原先的“低
价游”向“品质游”过渡。

69 . 02%的受访者
表示愿与熟人

一同出游

30 . 98%

500-1000元：5 . 51%

1000-2000元：18 . 9%

3000元以上：44 . 26%

2000-3000元：31 . 33%

60岁-70岁：55 . 65%

50岁-60岁：21 . 52%

40岁-50岁：7 . 87%

当地风俗体验：59 . 06%

短途观光：39 . 22%

车接车送：
63 . 93%

陪护服务：13 . 39%

幼儿照顾：1 . 57% 其他：3 . 15%

医疗保障：37 . 01%

养生&健身服务：
16 . 54%

文化休闲活动：
48 . 03%

70岁以上：14 . 96%

出游希望的服务

出游者年龄

出游消费

出游结伴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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