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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欧洲领先的邮轮

公司歌诗达邮轮3月1 日于上海

宝山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盛

大启航仪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会长钱永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

长肖贵玉、宝山区委书记汪泓、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杨劲松等有

关领导，行业合作伙伴，全国各

地的媒体及即将登上环球邮轮

的乘客代表等出席。上航旅游集

团总经理靳黎军及出境分公司

主要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启航

仪式。

歌诗达大西洋号搭载近千

名乘客于当晚8点从上海母港出

发，首个中国出发环球邮轮航次

正式启航。据悉，上航国旅组织

了百余名游客参加“ 86天环球

邮轮”的精彩旅程，客人主要来

自上海、四川、北京、沈阳、大连

等地，其中最年长的80岁，最小

的2岁半，成为本次环球邮轮最

大承销商。

素有“ 艺术之船”美誉的歌

诗达大西洋号自201 3年5月起服

务亚洲及中国市场，因其奢华的

空间装饰及船上处处洋溢着威

尼斯古典建筑的异域风情，深受

中国客人喜爱。歌诗达大西洋号

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带领中国乘客

历时86天，横跨三大洋、五大洲，

途径1 8个国家和地区，到访28个

目的地，体验异国他乡别样多彩

的风土情调。沿途将经过众多全

球最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包括：马

尔代夫，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西

西里岛（ 卡塔尼亚）、罗马，法国

的马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葡萄

牙的里斯本，美国纽约、迈阿密、

洛杉矶、旧金山、夏威夷等。

从各大旅行社的咨询、预订

情况来看，国内方向的婺源、阳

朔油菜花、南京梅花以及境外方

向的日本樱花、荷兰郁金香等赏

花线路成市民踏青赏花游首选，

赏花游产品预订持续升温。

从境外来看，日本樱花、荷

兰郁金香等都将迎来花期。途牛

旅游网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截至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今

年预订境外赏花游的市民较往

年增长显著；其中以日本、韩国

方向的樱花以及荷兰方向的郁

金香等最受市民喜爱。“ 大阪-

东京6日自助游”、“ 日本京都-

大阪-东京8日游”、“ 首尔-济

州4晚5日游”、“ 荷德9日游”等

赏花线路预订较热门。

此前，日本扩大免税商品范

围和调整签证政策等一系列举

措，激发了国内一大批游客赴日

旅游，针对此特点，途牛也升级、

优化了相应的赏花游产品，增加

自由活动时间。如“ 日本本州6

日游”产品，行程安排游览大阪

城公园、岚山渡月桥以及平安神

宫外苑等热门赏樱名所，尽情体

验漫天飞舞的樱花雨；同时还安

排东京、大阪两日自由行，让游

客欣赏浪漫樱花的同时，还拥有

充足的时间购物。该产品自上线

以来咨询、预订情况火热，3月底

团期报价在9000元左右。

国内方向，3月将是油菜花

盛开的好时节。途牛网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春节假期后，以踏

青赏花为主题的特色游就逐渐

迎来预订高峰。目前，国内方向

的赏花线路主要集中在江西婺

源、广西阳朔以及云南罗平等目

的地。江西最美丽的油菜花在婺

源 ，“ 婺 源 经 典 四 绝 2 日 游 ”、

“ 婺源全景-洪村-篁岭梯田3日

游”以及“ 江西婺源-三清山3

日游” 等婺源一地及周边连线

产品咨询预订较热门。广西桂林

的油菜花也是热门方向之一，

“ 桂林-油菜花-阳朔-龙脊双

飞5日游”是桂林赏花游的经典

线路之一，行程安排游览龙脊景

区、十里画廊，感受淳朴的农舍

田园气息，欣赏由金灿灿的油菜

花装扮而成的独特“ 花海梯

田”，万亩油菜花尽收眼底。国

内赏花游线路价格方面整体与

去年同期持平，部分线路报价上

浮1 00-200元左右。

此外，周边自驾及当地参团

的踏青赏花游预订也逐渐升温，

长三角周边拥有丰富的赏花资

源，如以梅花为代表的南京、樱

花盛开的无锡等。其中，同程旅

游的春游预售活动出游日期全

部集中在三月份，主要以国内周

边游为主，包含了江苏、浙江、上

海、广东、山东、安徽、四川等多

个地区的主要城市。旅游主题基

本以赏花、温泉、古镇等为住。笔

者注意到，同程旅游预售的3月

份出游产品基本上是“ 酒店+门

票”的组合套餐，多数为双人套

餐，且个别套餐可提供多个景点

的门票供选择。

按往年旅游市场的规律，清

明到“ 五一”是春季旅游需求最

为旺盛的一个月，赏花、踏青是

最为热门的旅游项目，大江南北

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均会推出各

种花卉项目招徕游客。

因此，近日推出的许多旅游

产品中也多半与赏花有关，例

如，东方绿舟/周庄/同里双人游

套餐、常熟尚湖旅游套餐、苏州

林屋洞旅游套餐、南京中山陵

园———夫子庙自驾2日游、无锡

鼋头渚———樱花温泉自驾2日游

以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御

水温泉自驾2日游等自驾游产品

咨询、预订都十分热门。此外，周

末的主题乐园旅游套餐也非常

受欢迎，例如深圳东部华侨城、

苏州乐园、芜湖方特梦幻王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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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201 5邮轮

盛典”在沪举办，发布201 5全新

邮轮产品。知名旅游企业凯撒旅

游携手全球知名邮轮企业———

皇家加勒比游轮、公主邮轮、歌

诗达邮轮、地中海邮轮以及海航

邮轮发布了覆盖三大母港及极

地邮轮的包船计划，长短线组合

的邮轮产品体系，独具特色的邮

轮包船航线，覆盖全年的邮轮出

发日期，多样化的岸上观光选择

以及专业、严谨的一站式邮轮服

务⋯⋯为中国邮轮市场奉上了

201 5邮轮出游盛宴。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游客出

境游发展迅速，高端旅游占比增

加，主题游产品倍受追捧，邮轮

出游持续快速升温。各大企业此

番在上海发布全新邮轮产品，也

正是看准了沪上游客热衷于邮

轮出行的习惯。据悉，在201 0年

入驻上海之后，相继在杭州、苏

州开设分公司，全面覆盖江浙沪

三地。这一系列动作也似乎标志

着这家以北方市场为主要阵地

的旅行社全面进军华东市场。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邮轮业

务的旅行社，与全球知名邮轮企

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联合

推出了众多高品质的邮轮产品，

航线已覆盖亚洲、欧洲、美洲、大

洋洲甚至是南北极等地。进入

201 5年，还将进一步打造自身全

面的邮轮网络布局，描摹全球邮

轮旅游版图，为邮轮市场带来更

多可期的惊喜。

与往年相比，今年凯撒旅游

的邮轮业务呈现几大特色，首

先，母港包船在覆盖天津、上海

的基础上，全新加入香港母港出

发的包船线路，辐射华北、华东

以及华南的邮轮客群。其次，推

出了丰富的、涉及亚欧及极地的

邮轮航线，提供差异化的邮轮体

验。再次，201 5年我们的邮轮产

品基本覆盖全年出游时段，从春

节持续到年底，为市场提供不同

季节的邮轮游览。”

据透露，201 5年包船涉及6

大邮轮品牌，包括皇家加勒比游

轮、公主邮轮、歌诗达邮轮、海航

邮轮以及专注极地邮轮的夸克

邮轮与泛海国际邮轮。值得关注

的是，其还成为公主邮轮进驻天

津母港的首个合作伙伴。与此同

时，还与MSC、丽星、海达路德、精

致邮轮、挪威邮轮等的合作也将

全面丰富长线邮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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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3日，英国内阁

大臣带领英国旅游局及伯明翰

代表，与中国领先的出境旅游服

务商凯撒旅游、国内首家五星级

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在沪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表明，今夏将

开通每周两班的北京—伯明翰

包机直飞航线。作为英国旅游的

新门户，伯明翰的战略性旅游地

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赴英旅游或

将再次由新通道迎来新发展。

继去年暑期，凯撒旅游与伯

明翰机场合作推出了首个北京

直飞伯明翰的包机航线，首度打

开赴英旅游新通道，这一航线旋

即受到游客追捧以及英国政府

的重视。今夏，这一航线的再度

开通也昭示着赴英旅游新一轮

的发展。

来自近期英国政府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伯明翰旅游吸引

力与日俱增，海外游客数量增加

了三分之一，特别是来自中国的

游客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多。作

为国人赴英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伯明翰在中国游客的旅游地图上

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此次北京—

伯明翰航线的推出，将吸引更多

的中国游客由此进入英国旅游。

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内阁

大臣Saj i d J avi d MP见证并参与

了此次签约仪式，他表示，地处

英国中部的伯明翰是中国游客

极易参观的旅游目的地，更是海

外游客赴英的全新的、重要的门

户，对英国旅游及经济的发展有

着重要作用。

据透露，将于201 5年夏季

开通的北京—伯明翰包机航线

将由海南航空的客机执飞，将从

7月3日持续到8月28日，每周一、

五出发，有望引领近4000名中国

游客从伯明翰进入英国旅游。

踏青赏花 开启节后出游小高峰

今夏开通北京至伯明翰包机直飞

今年气温普遍偏高，在本周将迎来24节气的惊蛰之后，气温更将明显升
高，因而踏青赏花季较往年有所提前，预计3月10日左右就将进入赏花期。踏
青、赏花等春季旅游项目也逐渐火热起来，油菜花、梅花、樱花等早春花卉旅
游项目的人气指数随之上升。 青年报 邵炯

“ 2015邮轮盛典”在沪开幕
全力打造长三角游客出境游海空双通道

上航集团组织游客环球游

资讯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