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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春春节节出出游游兴兴起起““私私人人定定制制””风风
泰城旅行社推“私家团”服务，产品组合游客说了算

“定制”去海南，

想玩几天都行

“马年春节，我们打算约
两个朋友家庭一起去海南，线
路自己定制，通过旅行社代订
机票和酒店，行程也更自由一
些。”1 4日，在泰安一家旅行
社，市民周先生和妻子正在为
春节自由行咨询线路和报价。

“以前出去旅游，都是旅行社
定好线路，我们只能跟着导游
来回玩，现在旅行社推出了定
制线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
组合产品。这次去海南待几
天，去哪些景点全都自己说了
算。”周先生说。

据了解，目前泰城一些旅
行社已经推出了“私人定制”
出游产品，游客可抛弃传统的
常规出游，改为更自由、更新
颖的“一地多日”私家团产品。

泰安市诚之旅国际旅行
社副总经理侯勇告诉记者，
目前旅行社推出的“定制”线
路主要集中在海南，“以前去
海南游玩只能参观一些常规
的三亚、兴隆等地，现在我们
推出了一地多日游产品，可
以根据游客需求，选择在海
南一地四晚五日游。”侯勇表
示，这样的线路除了带游客
游玩一些著名景点外，还会
给游客留下一两天的自由时
间。

此外，旅行社还能根据游
客需要，提供代订机票和酒店
业务，玩几天，玩什么这些过
去有旅行社“包办”的问题全
部由游客自己决定。

价格贵两成多，

多为家庭出游

“目前选择定制线路的
大部分都是高端消费者，主
要 以 家 庭 和 小 团 队 出 游 为
主。”侯勇告诉记者，“私人定
制”线路更显人性化，旅途中
也更注重服务，因此都是四
星和五星的线路，价格也比
常规旅游线路高，“现在三亚
一地的定制线路价格每人需
要 5 0 0 0 多元，比常规线路贵
1000元左右。”

据了解，私家团一般2至6

人即可成团，期间有私人导游
全程陪伴，行程也更舒适随
心，适合全家共同出游。记者
走访了解到，目前“私人定制”
线路春节期间预定情况不错，
从价格上看，大部分的私家团
产品要比类似行程的传统旅
游团报价高至少20%。此外，公
司集体出游也算是“私人定
制”产品的一种，可以为企业
提供旅游定制服务，目的地、
费用、人数等都可按照游客需
要具体定制，一般情况下出游
人数越多价格越实惠。

“随着消费者出游需求逐
渐改变，创新体验式旅游团正
逐渐兴起。游客不再满足于去
哪儿，而是更愿意和亲友一起
享受旅程中的个性化体验。”
泰安一旅行社负责人表示，目
前春节旅游市场中滑雪、温泉
已经趋于大众化，随着“私人
定制”线路出炉，这种体验式
旅游产品在春节也会更加吃
香。

参加“私家团”，

选择实力强旅行社

说到“私人定制”线路产品
受欢迎的原因，诚之旅国际旅
行社副总经理侯勇表示：“‘私
人定制’产品在行程设计上个
性化，在成员组成和行程安排
方面自由度都很高，这也是旅
行社未来开发旅游市场的方向
之一。”据了解，“私人定制”既
有定制产品特色，又可以发挥
旅行社的渠道优势，避免产品
出现过于高昂的价格。目前，传
统大众旅游市场存在着不少弊
端，旅行社之间行程单抄袭现
象让不少旅行社投入产品的设
计成本难以形成良性收益。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游”，
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私
人定制”产品的出现也说明了一
点。根据途牛旅游网监测数据，
马年春节，更多的消费者一改传
统“多国旅游”线路，转向“一国
深度游”，欧洲方向春节团期预
订量较2013年12月环比上涨了约
60%。携程网数据显示，马年春节
黄金周，国内私家团的游客量相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热门
线路的私家团人数占团队人数
比例最高达20%，有些线路50%是
一家三口出行。

有专家表示，“私人定制”
线路对旅行社来说行程是可以
复制的，但优势资源和服务却
难以模仿。所以，旅行社要根据
自身优势资源设计行程，扬长
避短，也可以降低相关成本，以
产品的高性价比来赢取游客的
消费忠诚度。

据官方最新预测，2014年
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1 . 14

亿人次，同比增长16%，这从今
年春节出境游预订的火爆程度
中就可以预见。近日从中国国
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泰安分公
司了解到，春节期间，多条境外
游线路爆满。

据该公司运营总监谢晓萌
介绍，今年市民都有了提早准
备的意识，报名较早，同时提前
大约1个月就开始准备出境所
需资料。“截止到现在，出境的
线路基本已经爆满，部分余位
需要市民电话咨询出行时间。”

谢晓萌说，今年春节比较火的
出境线路集中在台湾、澳大利
亚、新加坡等较为暖和的地区，

“大家都是想要走出寒冷的冬
天，到暖和的地方过节。”

“国内线路方面，现在最火
的是海南岛，福建也是报名比
较多的地方。”谢晓萌说，春节
期间，公司为了回馈新老客户，
将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给予各
位市民最大优惠。凡持本期齐
鲁晚报报名春节出游的市民，
在报价的基础上再次给予优
惠：出境线路优惠100元/人，国
内线路优惠50元/人。（薛瑞）

出境游受欢迎 持报纸报名可优惠电影《私人订制》的热
映，让个性化的“私人定制”
旅游方式悄然兴起。家庭集
体或小团队根据旅游需求
定制出游线路，既能玩得尽
兴，也可以更自由一些。记
者从泰城一些旅行社了解
到，目前旅行社推出了海南
等地的“私人定制”线路，虽
然价格比常规线路贵一些，
但还是受到不少高端消费
者的欢迎，春节期间就有不
少人选择这样的出行方式。

本报记者 邵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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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偷奶爸》3D动画 票价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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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英雄》 票价50元 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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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战》 票价50元 片长95分
钟 15:20 17:10

《六福喜事》 票价50元 片长
95分钟 12:35 14:20 18:10 19:55

《夺命地铁》 票价50元 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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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大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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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战》 片长90分钟 票价40

元 21:30

《海底大冒险》3D 片长75分钟
票价50元 10:00

圣大影城QQ群：225369063

地址：市政府广场南侧(卜
蜂莲花超市北门)

影讯热线：8665555

微信：SDYC866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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