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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最热门
重庆周边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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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丁虞 周静）今
年，全球多国纷纷针对中国游客放宽
签证条件、缩短办理时间。近日，重报
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携程旅游发布了
《2017年国庆出境游签证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对热门海外游目的地国
家办理签证的时间、对中国护照持有
者实行免签或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进
行了统计。

土耳其一天就领证

中国游客去哪些地方办签证最
快？《报告》显示，我国游客“办签最快
目的地国家排行榜”上，依次是土耳

其、斯里兰卡、柬埔寨、新加坡、马来
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日本、法
国。

这些国家平均办理时长大部分不
超过10个工作日。其中，最快的是土
耳其，签证只需要1个工作日，斯里兰
卡、柬埔寨需要3个工作日，新加坡、
马来西亚、越南需要4—6个工作日，
泰国、菲律宾、日本需要9个工作日。

这些地方说走就走

如果觉得提前办签证麻烦，还可
以“说走就走”。《报告》对互免签证、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单方
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的国
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目前，对持
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的

国家和地区达65个，相比去年国庆增
加了8个。

今年国庆人气最高前十大的免
签、落地签目的地是：泰国、印度尼西
亚、越南、俄罗斯、柬埔寨、马尔代夫、
阿联酋、斯里兰卡、毛里求斯、尼泊
尔。泰国排名第一，目前已有超过
1.5万人预订携程黄金周泰国旅游产
品。

只要一天就领签证

今年免签、落地签目的地史上最多

本报讯 （记者 丁虞 周
静）日前，重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
携程旅游基于百万级用户预订出
行数据，发布了《十一黄金周出游
预测和排行榜》。报告显示，从目
前的预定情况来看，国内游和境外
游各占一半，其中境外游人数比去
年同期增长14%。重庆人最爱的
3个国内旅游城市分别是北京、三
亚、桂林；出境游最爱的则是泰国、
日本、新加坡。

市民人均出游消费约4000元

从携程网的黄金周产品预订
情况来看，大多数人会选择跟团
游，但今年选择自由行的游客比去
年同期增长约7%。此外，定制旅
游或网上找向导带队出游的游客
增长了近3倍。

从出行时长来看，超过50%
的市民选择4—6天的行程。选择
10天以上行程的游客比去年增
多，长线出境游产品受到了更多人
关注。

随着收入的增长，重庆市民人
均旅游消费也不断提升。其中国
内游人均消费近2500元，出境游
人均消费超过7500元，即人均出
游消费4000元左右。

出境游偏爱东南亚和欧洲

黄金周期间，市民更青睐哪些
旅游目的地？

《报告》显示，重庆市民出游十
大出境目的地为：泰国、日本、马尔
代夫、意大利、新加坡、越南、捷克、
菲律宾、俄罗斯、柬埔寨。

其中，泰国普吉岛7日5晚自
由行深受市民喜爱，国庆期间有
上百人预订。此外，德国、意大利
等长线游增幅高，欧美游正成为

新趋势。
重庆市民最爱国内游目的地

分别是：北京、三亚、桂林、丽江、厦
门、昆明、拉萨、兰州、呼和浩特和
上海。其中，北京游预订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近3倍。

想清静 这些路线值得去

如果想要清静的游客，一些
热门国家的小众目的地是不错选
择，比如说泰国曼谷、普吉岛很
热，但是清迈、苏梅等相对好很
多。日本大阪、东京、北海道、冲
绳很热，但是福冈、名古屋、青森、
静冈等小城市，出游还是十分惬
意的。

国内游方面，有哪些目的地推
荐呢？比如热门的旅游大省四川，
其稻城、四姑娘山、海螺沟就是不错
的选择。此外，天津、山西、东三省
预订人数较少，值得推荐。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目的地由
于交通瓶颈和吞吐量限制，本身接
待能力会比较有限，因此建议市民
提前预订。

周边游 这些地方有点火

除了中长线旅游，周边游也是
众多市民的选择。

从携程旅行网的门票预订情
况来看，最热门的重庆周边游目的
地分别是万盛黑山谷、武隆仙女
山、云阳龙岗、渝北园博园、酉阳桃
花源、大足石刻、永川茶山竹海、南
川金佛山、巫山小三峡、丰都鬼城
等。

除了上述热门景区外，不少家
庭选择去主题乐园玩，比如永川乐
和乐都、欢乐谷。杜莎夫人蜡像馆
以及金源方特科幻公园的门票预
订情况也较好。

重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携程发布十一黄金周出游预测——

国内游境外游，市民偏爱北京和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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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
习生 张潇予）秋高气爽出游正当
时，地处渝东北的梁平，秋天更是
别有一番神韵。9月25日下午，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一城桂花十里
香·金秋柚惑梁平行2017秋季旅
游活动”新闻发布会，梁平区突出
田园风光和农耕文化两大特色，推
出了田园、祈福、采柚、亲子互动等
6条特色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不
再为去哪儿而纠结。

梁平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
金秋时节，该区结合地域特色筹划
了不少“接地气”的活动。从本月
至11月，梁平将举行摄影大赛、采
柚节、美食系列活动，还有以非遗
文化、田园风光为主的文艺演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重头戏”的梁
平采柚节已连续举办八届，今年的
第九届采柚节将于11月上旬举
行。届时，游客不仅能体验柚园采
摘乐趣，还可品尝各种柚子美食，
并挑选梁平竹帘、年画等旅游产
品。为吸引游客前往，该区将拿出
价值百万元的礼品赠送给市民，市
民可通过梁平微发布和梁平旅游
微信平台，获取包括住宿、美食优
惠券在内的礼包。

根据不同群体的喜好，梁平综
合当地地理和交通条件，精心为游
客设计了田园观光、亲子互动、采
摘等6条精品旅游线路。

一、梁平二环金色之旅

9月至10月，最美不过展现
金秋田园和诗意梁平的二环路。
在这里与金色田园、蜀岭雄风、唐
家坡民宿、蟠龙古洞、蟠龙花海、大
观露营基地、滑石古寨来一场诗意
之旅。

二、双桂堂祈福之旅
9月至10月，祈福双桂堂、畅

游滑石寨，让身心来一场洗礼。
拜谒双桂堂，参禅、祈福、还愿，滑
石古寨观滑山论剑、品一米乡愁，
在百合盛开的梵华禅境赏秋，生
态探险。

三、龙滩中华名柚园赏柚摘柚
之旅

10月底至11月，霜降时节，
柚子飘香，金秋的梁平，最美的柚
园。龙滩中华名柚园扑面而来的
全是柚子的芬芳，举目四望全是醉
人的金黄，远离繁华与喧嚣，游园、
赏柚、摘柚、品柚。

四、荫平乐英之旅
10月底至11月，登临历经沧

桑的七斗寨，走进村庄腹地摘百年
老柚，到龙溪河畔览胜景、听传说，
竹筏带您玩峡谷。

五、万亩生态渔鳅园观光之旅
9 月至 10 月最适合荷田赏

秋，渔业观光。穿行于莲叶何田
田，莲子过人头的湖泽上，和爱人、
家人一同在风光秀美的乡村田园
捉泥鳅、钓鱼、游玩，天伦之乐悠哉
美哉。

六、“桂花飘香·美味梁平”特
色美食之旅

9月至11月，天下梁仓·飘香
梁平让您遇见味觉里的快意人
生。梁平人的热情从满城飘香的
桂花和众多美食中就能感受，张鸭
子、安安鱼、烂肥肠、朱家面、龙溪
鱼邀您品尝舌尖上的麻辣香。

逛百里竹海 双桂堂祈福 采摘梁平柚

梁平打包吆喝秋游
6条精品线路等您来

本报讯 （记者 曾立）9月
25日，重庆旅投集团千番大数据
平台发布《2017国庆假日出行预
测报告》（简称《报告》）称，今年国
庆中秋假期，我市各景区接待游客
有望突破3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超过20%。

近年来，随着交通、旅游基础
设施的不断改善，重庆的旅游人
数、旅游收入均呈持续增长的态
势。重庆旅投集团千番大数据平
台相关负责人透露，根据大数据分
析，今年我市各景区接待游客保守
估计会达到2800万人次，有望突
破3000万人次。其中，预计接待
国内游客2700万人次以上，占比
高达95%以上。最爱到重庆旅游

的国内游客，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
四川人、广东人、贵州人、湖北人和
浙江人。最爱到重庆旅游的国外
游客，则分别来自美国、日本、泰国
和新加坡。

数据分析显示，受重庆“网红”
效应影响，都市游将持续升温。李
子坝轻轨站、巴南界石波浪形公
路、黄桷湾立交桥、屋顶停车场、超
高人行天桥等都成为外地游客眼
里的“景点”。

重庆周边游方面，重庆本地游
客则是主力军。武隆喀斯特、南川
金佛山、万盛黑山谷、北碚金刀峡
等12个“百万游客俱乐部”成员景
区，黄金周期间的游客接待量预计
将突破350万人次。

黄金周我市各景区游客接待量
有望破3000万大关

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
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内多家
主题乐园获悉，黄金周期间，他们
已备下狂欢盛宴，供市内外游客一
起嗨翻天。

比如，重庆欢乐谷将举行首届
国际魔术节。10月1日—8日，重
庆欢乐谷将邀请到约20个国家近
30名世界著名魔术大师献艺，他
们中有世界魔术大赛冠军获得者，
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以及
国际达人秀的获奖选手等。大师
们会不间断上演幻术、悬浮魔术、
手彩魔术、逃脱魔术等。

青年汇巅峰乐园将举行“十一
游乐通关嘉年华”活动，包括真人
踢台球（将台球与足球融合一体）、
中世纪弓箭（挑战者化身中世纪侠
客进行射箭比试）、愤怒的小鸟（用

道具打目标）、小丑表演、近身魔
术、花车巡游、3V3 篮球赛等项
目。游客在通关卡36宫格中完成
6项挑战连成一条直线，即可获得
一次幸运大转盘抽奖机会，中奖率
高达80%，大奖包括最新上市的
Iphone X等。

乐和乐都主题乐园引进的
3只憨态可掬的非洲象也将在黄
金周跟游客见面。它们名叫艾
俐、丽娜和约翰，一公两母。这也
是非洲象首次在西部地区现身。

简途旅行还把Hiphop音乐
巴士引入重庆，将嘻哈演唱会搬上
大巴，穿梭于鹅岭二厂、交通茶馆、
黄桷坪涂鸦墙、李子坝轻轨站、洪
崖洞、金碧女王号游船等地，以好
玩、新颖的现场体验，给年轻群体
更多新鲜感。

近30名魔术大师入驻欢乐谷 到乐和乐都看非洲象

黄金周去主题乐园一起嗨

本报上海电 （记者 王翔）9月25
日，国家林业局在上海举办2017中国森
林旅游节。重庆日报记者在该节上获
悉，因森林旅游发展卓有成效，我市巫山
县和南川区在全国上百个区县中脱颖而
出，被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全国森林旅

游示范县”称号。
随着森林旅游的快速发展，2015年以

来，国家林业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森林
旅游发展卓有成效的地区进行“全国森林
旅游示范县”动态评选，五年进行一次复
评，对未达到相关指标和要求的地方，取消

其相关称号。目前，我市已有武隆、江津先
后获得“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称号。

在今年的“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评
选中，我市的巫山、南川脱颖而出，在基
础设施、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社会影
响力、创新机制、扶贫带动等各项评分

中，取得较好成绩，且各具特色。其中，
巫山在扶贫带动方面得分较高，南川则
因创新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
设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数量排名全市第
一，也成功入选，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
示范县”。

本报上海电 （记者 王翔）森林
旅游这一朝阳产业越来越受到各方关
注。9月 25日，在2017中国森林旅游
节展会推介大厅里，重庆日报记者发
现，原本以省为单位进行的布展推介，
却临时多出了一些地市（区县）、甚至单
个森林公园的推介展位，我市的江津和
石柱就自掏腰包布展，推介本地森林旅
游。

在今年的森旅节上，为全面推介我

市森林旅游，重庆展台不仅准备了众多
的森林公园相关资料、视频等发放给参
观市民，还展出了山神漆器、谭木匠等一
系列特色森林旅游产品，并布置了环保
纸艺吊脚楼、纸艺桌椅、环保铅笔、纸艺

动物等，力图为参观市民呈现一个不一
样的重庆森林旅游。

“虽然重庆展台也有发放我们的资
料，但我们想让参观的市民，对四面山
的森林旅游有更深刻和直观的认识。”

江津区展台的工作人员谢佳鑫说，这次
森旅节他们特地向组委会申请了一个
45平方米的展位，花了5万多元集中推
介四面山，推出了四面山的瀑布、爱情
天梯等特色景点，受到不少观众的喜
爱。

石柱则主推黄水景区，通过图片、视
频、模具等充分展示了黄水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自然景观，将避暑纳凉、特色森林
美食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森林旅游成地方发展主导产业

江津石柱布展推介本地森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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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在上海举行2017中国森林旅游节

巫山南川被评为“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游客在巫山当阳大峡谷景区的旗帜山景点游览。 游客在南川森林公园游玩。 （本报资料图片）

重庆欢乐谷的魔术表演。 （重庆欢乐谷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