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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宜出游 近期景区优惠多
国内多个 5A 景区的淡季票价甚至比旺季便宜 50%
分析

门票价格下降了
游客景区可双赢

布达拉宫

莫高窟

眼下，正是出门旅游的好
时机，因为不仅可以避开旺季
的“人挤人”，不少景区的门票
价格也有所下调，可以为您省
下不少钱。
记者 翁华鸿

每到 4 月份前，全国百余家景区
执行淡季价格，包含黄山、莫高窟、故
宫、布达拉宫、青海湖等 5A 景区，有
些景区的淡季票价甚至比旺季便宜
50%。
根据驴妈妈旅游网大数据显示，
门票降价对周边游带动作用明显。过
去两年执行淡季价格的高星级景区，
“景区门票”
“
、景区门票+酒店”
组合线
路同比预订人次增幅达30%。

喀纳斯景区

故宫

喀 纳 斯 、禾 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旺季
木、白哈巴三
（单喀纳斯景区）
票价 90 元/人
景区一票通
票价 185 元/人
故宫
布达拉宫

莫高窟
鸣沙山·
月牙泉
玉门关

2017 年 11 月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旺季

门票 40 元/人

门票 60 元/人

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旺季

门票 100 元/人

门票 200 元/人

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旺季

门票 100 元/人

门票 200 元/人

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旺季

门票 60 元/人

门票 120 元/人

2017年11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旺季

门票 20 元/人

门票 40 元/人

半导体和工程机械销量增长
可关注相关板块及龙头标的
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二期的成
立工作，
二期拟募集315亿美元资金，
并
将再次投资从处理器设计、
芯片制造，
到
封装测试等广泛的半导体市场。截至
2017年上半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
基金一期规模达到1387.2亿元。
建议关注铁路设备、工程机械行
业龙头标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及方案
解决商。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作者：黄文忠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 分 析 师)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S0200514120002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前身是成立于 1988 年的厦门证
券公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证券公司
之一。
控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是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之一。
依托公司全牌照优势和股东央

白鹭洲火车站专案（未入住）

企金控背景，公司全牌照经营，
“ 大资
管、
大投行、
大财富、
大协同”
战略指引，
拥有财富管理、
资产管理、
投资银行、
投
资管理、证券研究五大业务条线，致力
于打造综合金融服务
“工具箱”
，
现已成
为行业内成长最快的新型券商之一，
网
点覆盖全国 20 多个城市。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中国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与伊朗工矿贸易部下属工业发展与革
新组织，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签署
价值 5 亿欧元的供应合同，中车将陆
续向伊方提供 90 列地铁列车。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
机械分会行业统计数据，2018 年 1-2
月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
计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21800 万
台 ，同 比 涨 幅 14.3% 。国 内 市 场 销 量
19270 万台，同比涨幅 7.9%；出口销量
2524 台，同比涨幅 108.3%。
半导体产业协会 5 日公布，2018
年 1 月份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为 376 亿
美元，环比下滑 1.0%，符合正常的季
节性调整，与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额飙
升 22.7%。2018 年初，半导体又创下历
年来一月份的最高销售额，并实现连
续第 18 个月的年增长，
再创佳绩。
据报道，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国家集

扫一扫关注微
信公众号，获取
更多资讯。

厦门地区营业部咨询热线：
莲前西营业部：5163585
湖滨南营业部：2397919
莲前东营业部：6680730
观日路营业部：5163688
仙岳路营业部：2560808
后江埭营业部：2276227
环城西营业部：3122666
沧虹路营业部：2066689
厦门委托电话：
5778877/3999888/4008778877
公司网址：
www.gwgsc.com

“景区门票价格下降，对游客、景区、旅
游目的地、在线旅行社等都是利好。”驴妈妈
旅游网总裁方腾飞说，近年来驴妈妈旅游网
的周边游预订增长迅速。今年春节周边游人
次同比增长 1.6 倍，而景区门票和度假酒店
的打包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
在方腾飞看来，景区门票价格下降后，
游客可以把节省下来的钱，花在高品质酒
店、当地特色活动、美食餐饮等多方面。携程
大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游客订购门票的
平均价格达到 107.3 元，低于 2016 年的 125
元，
下降 15%。
实际上，对景区来说，降低门票并不一
定影响收入。降低门票带来的客流量，可以
通过摊位、房租、园区观光车租赁等其他方
面来盈利。以杭州西湖为例，2002 年 10 月，
西湖景区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景区。
免费开放西湖，不但使游客数量大幅增加，
游客逗留时间也不断延长，带动了景区乃至
杭州市宾馆、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发展。
“没有客流量就没有现金量，所以景区
一定要改变观念，做好各种服务配套。因地
制宜，增加餐饮、娱乐体验、农产品、土特产
等特色销售。
”我市集美区一景区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分析，门票花销一般占消费者
旅游消费的 10%左右。因此，相关部门要适
当跨越“门票经济”的低级发展阶段。把旅游
产业链做长，优化游客情景体验,延长游客
停留时间，实现旅游收入多元化，才能从中
获取更大的整体效益。

厦金航线更换客船
“新东方”
顺利首航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高金环 通讯员 刘航
郭峰雄）3 月 9 日 8 时 30 分，厦金客船“新东
方”轮安全抵达厦门五通客运码头，顺利完成
从金门到厦门首航。这是自 2016 年厦门海事
局积极推动厦金航线老旧船舶升级换代以
来，厦金航线更换的第五艘客船，也是第四艘
更新的台湾地区登记的厦金客船。
“新东方”轮拥有 320 个客位，船况及船
上设备也更为先进，乘坐起来将比“东方之
星”
轮更为平稳舒适。
为确保“新东方”轮顺利加入厦金航线运
营，厦门鹭江海事处为其开通“绿色通道”，执
行厦金航线 7 天定期查验制度，高效快速地
办理进出口岸手续。同时，海事执法人员还为
“新东方”轮提供服务性安检，严格落实缺陷
100%整改，
确保船舶适航，
船员适任。

坐拥城市地标
超低首付！火车站附近 概念电梯房
2000 年安静小区 黄金朝向 96m2 可改全明 3 房
坐享财富人生
2 厅 2 卫 单价 4 万/m2 不到 编码：00158668
罗宾森三期
莲前 山木清华
2004 年小区带电梯 住家精装
2
高端写字楼
3+1 房 100m 评估与售价几乎持平 满五唯一 编码：00160780
闽南大型批发市场旺铺 总价 80 万-120 万 火爆抢购中 面积40~110m2
间间临街 铺铺兴荣 仅剩最后 50 席 免中介费
2

火车站旁 明星小区
东坪山庄 06年小三房 南北
仅售 308 万 编码（00186144）
189 5010 1162郑（微信同号）

禾祥东花园小区 电梯 南北
巨资 80 万精装（未入住）
137m2 （编码 0018756）
00142885 读公园小学
白鹭洲旁 可直接看湖景
美仁新村三房单价 4.7 万/m2
精装三房 业主出国急售（编号00245643）
00254817 读公园小学电梯三房
抢购电话18059275720戴店长（微信同步） 厦漳泉一手楼盘看房直通车！专车接送！优惠力度大！团购更优惠！ 均价 23000 元/m
135m2 718 万送 40m2 露台
热线：151 6002 7909 黄 陈 136 0092 3424
18965186652刘店长(微信同步)
189 6514 1603 黄志强（微信同号）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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