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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唐小堞 实习生 程澜欣

“华夏银行组织的这次培训活动很及时很
有必要，为我们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方
向。”在华夏银行近日举办的首期“数字化转型
伙伴行动”相关中小企业培训上，一位与会企
业负责人这样说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中央有关部门、产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及服务商、行业龙头企业、金融机构

等145家单位共同发布《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倡议》。

倡议提出，政府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共同
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
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合推进机制，以带动中小
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在更大范围、更深程
度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提升转型
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
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形成“数字引领、抗
击疫情、携手创新、普惠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
同体，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华夏银行作为首批参与的6家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之一，将从五个方面助力中小微企业数
字化转型：

一是基于华夏银行金融科技建设经验，及
金融、科技等行业资源，每年免费向不多于50

家 IT或金融类中小企业提供整体规划、架构设
计、产品选型、系统建设和后续运营等咨询服
务。

二是基于华夏银行金融科技建设成果、相
关解决方案，及技术、人才等优势，免费向IT或
金融类中小企业提供软件开发、系统运维、数
据库、中间件管理等人才培训，每年总计提供
不多于200人次。

三是向应用华夏银行企业手机银行的中
小企业提供企业信息查询、合作伙伴优选、对
手风险监控、经营分析等服务。向每家企业依
据服务内容提供一年3~6次免费服务。

四是为应用华夏银行企业手机银行的中
小企业免费提供员工考勤打卡、行政审批、电
子通讯录、报销申请等移动化管理服务。

五是为准备或已在华夏银行开户的中小

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账户管理、代收代付
等线上综合金融服务。

7月16日~17日，华夏银行举办首期“数字
化转型伙伴行动”相关中小企业培训，选取部
分有需求意向的中小企业参加，免费提供架构
设计、软件开发、系统运维等方面的咨询和授
课，为企业带来了一场既包括基础知识框架，
又涵盖了如今热门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
术的科技文化盛宴。

作为一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华夏银
行始终不忘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并重，本次

“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举措的承诺和履行，
是该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又一重要体
现。相信该行将与百家企业一道，共同推进
产业数字化进程，促进信息产业链向更高层
级跃升。

积极响应《倡议》华夏银行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日前，重庆市文旅委宣布恢复跨省团队
游，重庆旅游市场恢复情况如何？又迎来了哪
些变化？记者进行了调查。

价格较往年旺季更为实惠

7月 29日下午，记者走访了沙坪坝区多家
旅行社门店，价格在1000~2000元左右、成团
人数较少的跨省游产品较为受市民欢迎。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游客来咨询的人数
没有去年多，跟团游整体价格波动不大，但比
之前旺季价格要实惠一些。”重庆中国国旅一
门店负责人淡女士表示，今年消费者的心态
普遍很纠结，一方面想出去，另一方面又担心
疫情。“最后很多人都会选择小团，求一个放
心。”

沙坪坝区中青旅一家门店的工作人员表
示，今年旅游线路普遍较为实惠，例如去海南，

旅游产品价格大多在1000~2000元。“今年三
亚5日游价格便宜一点有1200元的尾单，贵一
点的有2500元左右的品质团。去年旺季价格
在4000元左右，今年差不多便宜了一半。”

还有多个旅行社门店工作人员透露，往年
跟团游需要至少10人才能成团，今年2人就可
以成团，对于消费者而言，旅游时的体验会更
为舒适。

重庆游客最爱云南海南

阔别跨省游近半年后，重庆游客最爱去哪
里寻找“诗和远方”呢？

记者从重庆中旅集团获悉，该公司已经推
出了 7000多条跨省游线路，近千条本地游线
路。从近一周的收客量来看，有 7000多人参
加了跨省游，3000多人参加了周边游。最受欢
迎的跨省游目的地有云南、三亚、张家界、贵
州、川西等地。

对于今年跨省游的客流情况，重庆中旅集
团总经理廖伟告诉记者：“暑假是重庆旅游市

场的旺季，由于跨省游刚刚恢复，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跨省游收客量约为同期的 50%到
60%。”

重庆旅游百事通门店同样也接到了不少
跨省跟团游订单。截至目前，重庆游客跨省游
目的地前三位分别为云南、海南、甘肃。其中，
金额最大的一笔为丽江五日定制游，达到了15
万元，人均花费超4000元。今年暑期出游大
家更愿意选择私密性更高的小包团，定制游，
房车游艇类特色游，75后、80、90后群体是最
主力客群。交易额高的订单基本上都是包团、
定制产品，游客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金
额可达数万到数十万元。“从西南片区来看，大
家的出游意愿是比较强烈的。”

“重庆宣布恢复跨省跟团游后，美心红酒
小镇景区就已开始接待外地团队游客，几乎每
天都有外地团来游玩。目前主要以四川、贵州
游客为主，预计8月份还会增加恩施等地的游
客。”美心红酒小镇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跨省
游的恢复情况不错，景区住宿预订较为紧俏，
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20日左右。

武隆喀斯特景区针对跨省游推出了多种
旅游优惠政策，包括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
等6大景区的套票优惠，年票优惠，对接省市免
票或折扣优惠等。

防疫常态化倒逼转型

根据文旅部此前发布的通知，各地应当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正式恢复跨省团
队游游，并将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30%调至50%。这意味着，尽管
恢复了跨省游，防疫举措依然不能落下。

对于防疫常态化带来的影响，旅游百事通
公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疫情尚未结束，不
仅景区有流量限制，旅行社在接待时成本也有
所提升。以一个30人左右的团为例，疫情前只
需乘坐一辆大巴车，现在出于安全的考虑，需
要两辆大巴车。另外，还出现了大量的2-3人
团、房车游、私家团等注重私密性的小型团，交
通运输成本更高，这对旅游企业的成本控制提
出了要求。”

30个省市区开放跨省游

从7月14日国家文旅部发布通知恢复跨省
旅游以来，截至7月30日，国内已经有30个省
市区宣布有序开放跨省游。旅游企业一夜之间
纷纷复工。目前，已经有4000多家旅行社在携
程平台上发布国内游产品，相比跨省旅游恢复
之前，数量增加了一倍。旅行社的复工是市场
复苏的标志，这让消费者的国内旅游有了更丰
富的选择。

随着国内跨省旅游恢复，曾经一度陷入危
机的旅行社线下门店，开启复苏模式。携程旗
下门店单日营业额破了1000万元大关。这一
单日交易额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也是跨省
游开放之前的10倍以上。

在价格上，由于各类资源价格处于低位，旅
行社推出的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往年同期20%到
30%，“用 4钻到价格享受5钻的待遇”。今年
暑期旅游，性价比之高是近十年都很罕见的。
报告认为，今年将迎来旅游性价比最高、服务保
障最好的暑假。

开放两周游客量增长7成

跨省旅游恢复正逢暑假，对于国内游客
的刺激作用明显。报告显示，从 7 月 15 日以
来的半个月，通过携程预订度假打包产品的
人数，相比跨省游开放之前增长了 70%以
上。全国旅行社在携程平台推出的各类“安
心游”跟团产品，单日报名数最高突破 2 万
人，创今年疫情以来的新高，行业复苏呈现
加速趋势。

对于跨省游，旅游者更青睐怎样的出行
方式？有超过 70%的人选择跟团游，有约
30%的选择自由行。省心省力、全程服务的
跟团游，依然是旅游者的主流选择，人数环
比增长 77.8%，精选航班、酒店并且提供打包
价格优惠的携程自由行产品，人数环比增长
89.9%。

全国各地逐步恢复跨省组团旅游后，超过
4000家旅行社在携程旅游平台上线了3万多条
私家团、2万多条精致小团，占到线上产品总数
的半壁江山。

低价团不再吃香，中高端产品人气更旺，游
客宁愿多花一点钱，在住宿、航班、餐饮、游览等
方面升级。5000~10000元的国内游产品也有
不少订单。以海南的自由行、跟团游订单为例，
90%以上选择4钻、5钻产品。

四川广东人更爱出游

跨省游恢复后，各个出发地、目的地人气不
一。报告显示，从携程平台的度假产品旅游人
数看，“跨省游出发省市人气排行榜”的前十名
是：四川、广东、云南、上海、湖南、贵州、江苏、
陕西、重庆、湖北，来自于这些地区的游客出行
意愿更加强烈。

而从增速看，跨省游开放后，北京、上海等
发达城市的游客出游意愿更强烈，环比跨省游
开放之前增幅分别达到了1201%和721%。湖
北的游客过了一个不平凡的上半年，跨省游开
放后，湖北人出游人数环比增长了 3倍以上。
江苏、四川、海南、贵州、浙江、湖南、广西排在
第四至第十位，涨幅都超过了100%。

云南四川贵州最受欢迎

跨省游开放半个月，哪些目的地省市人气
更高？报告发布了“跨省游目的地人气排行
榜”。

从自由行、跟团游等度假产品的订单人数
看，目前最受欢迎的目的地省份依次是：云南、

四川、贵州、广东、海南、湖南、浙江、陕西、青
海、甘肃。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城市分别为：三
亚、丽江、张家界、贵阳、昆明、重庆、西宁、西
安、成都、九寨沟。携程联合多个目的地省市复
兴市场、发布安心游产品，也推动了市场人气复
苏。

从增速上来看，跨省游恢复后，整体游客的
增量都在上涨，排名前三的是甘肃、山西和浙
江，其中甘肃的涨幅接近280%，山西和浙江的
增幅近两倍。广西、海南、福建、江苏、湖南、青
海、贵州的游客增幅排名四到十位，大部分游客
增长都超过100%。

从整体的人气情况看，全国各地在跨省游
恢复后都实现了游客量的明显增长。以四川、
云南、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以甘肃、青海为
代表的西北，以海南、广东、广西为代表的南部
地区，是目前旅游者更为热衷的目的地。在跨
省游开放过程中，率先抢占市场先机、推出振兴
旅游消费举措的地区，也往往人气恢复更快。

值得一提的是，暑假本应该属于亲子游的
旺季，今年占比虽然仍最高，但人气却相对普通
了一些，相比去年的比例下降超过 10个百分
点。大量学生的亲子游学还在观望。

重庆跨省团队游恢复后 迎来哪些新变化

跨省游恢复半月人气报告
最受欢迎城市 重庆排全国第六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
记者 郑三波 实习生 彭晨 柏雨欣

跨省旅游恢复半月，在家
“憋”了大半年的中国游客开始
走出家门长途旅行。跨省游整
体恢复的情况如何？哪些省市
区最受大家喜欢？人们更青睐
怎样的出游方式？

7 月 29 日，携程发布《跨省
游恢复半月人气报告》显示，越
来越多国人愿意出门旅行，热门
目的地游客量环比增长最高达
273%，热门出发地游客量环比
增长最高达1200%。4000多家
旅行社复工上线产品，在携程报
名参加“安心游”的游客，单日最
高突破2万人。

四川 广东 云南 上海 湖南 贵州 江苏 陕西 重庆 湖北

跨省游出发省份
人气排行榜TOP10

三亚 丽江 张家界 贵阳 昆明 重庆 西宁 西安 成都 九寨沟

跨省游目的地城市
人气排行榜TOP10

长江“黄金6号”游轮上，游客在甲板上“逛街”赏景。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