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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欧洲游的旺季为啥在年底？
打折季啊！

有人喜欢时装、鞋子和珠宝，有人
热爱艺术和设计，有人又钟情于文学
和音乐，欧洲无数特色店铺能够满足
所有人的需求。而每到岁末，也是各大
品牌疯狂打折的时候。于是，每年的年
底就成为欧洲游的旺季，人们涌向欧
洲，奔向中意的那个“它”或“它们”。

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例，从百货
商场到设计师工作室，不同爱好的人
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头好。各种
规模的购物中心、琳琅满目的时尚小
店，还有异彩纷呈的各类市场，受到
全球各地游客的欢迎。杨先生对阿姆
斯特丹的艺术气息印象深刻，他还记
得自己在一条小巷子里购物的经历。

“我想买一个花瓶，想要其他颜色
的，把衣服上的颜色指了个遍，最后
脱下外套将毛衣的颜色亮出来，再比
划到货架上的花瓶。”他笑道，营业
员最后总算是明白了，帮他找出了合
适的花瓶。

去欧洲享用一次圣诞大餐！

说起欧洲的美食，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特色，法国的鹅肝和葡萄酒、
意大利杜斯卡尼的牛肉、西班牙的海
鲜饭……“我一直想去欧洲享用一次
真正的圣诞大餐，刚好朋友发来了邀
请，今年去他们家过圣诞，现在又遇
到机票特惠，真是好机会！”刘小姐
说，玩手语是她的强项，尽管外语差，
她还是成功地游历过七八个国家，她
对本次自由行手语大赛充满信心，对
前往朋友家过圣诞也充满信心。

其实，从登上荷兰皇家航空的飞机
开始，你就可以亲尝地道的欧洲美食
了，因为由荷兰明星厨师精心烹制的餐
食将让你的胃先一步抵达目的地。荷航
只与获得米其林美食奖的大厨合作，为
商务舱的旅客奉上正宗的欧洲美食。

好机会，乘荷航直抵欧洲

目前，荷兰皇家航空每周有 3 个
从成都往返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直飞
航班。作为四川通往欧洲首条快速空
中通道，荷兰皇家航空还提
供覆盖欧洲 80 多个主要城
市的转机服务。为方便旅客
出行，每个航班还拥有专门
的中国籍空中乘务员以及
中文机上娱乐，接驳机场也
提供中文服务，旅途远比你
想象中舒适。

■国际自由行手语大赛参与方式

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浪迹四川，
直接回复评论参与活动，或是以＃国际
自由行手语大赛＃为话题上传个人的
手语视频或照片参与活动，即有机会赢
取由荷兰皇家航空提供的飞机模型。

■荷航大促

经济舱特惠：成都往返欧洲（纽伦
堡/斯图加特/柏林/爱丁堡/纽卡斯尔/
格拉斯哥/里昂/马赛）1880元起；阿姆
斯特丹3380元起；其他欧洲城市1980
元起。（以上价格均不含税费和附加费）

商务舱特惠：成都往返欧洲（纽伦
堡/斯图加特/柏林/慕尼黑/布鲁塞
尔/里 昂/曼 彻 斯 特/伯 明 翰/伦 敦）
13880 元起；阿姆斯特丹 18880 元起；
其他欧洲城市14880元起。（以上价格
均不含税费和附加费）

销 售 日 期 ：2015 年 10 月 13
日~11月9日

更多具体信息请登录荷兰皇家航
空公司官方网站：www.klm.com.cn

自由行 迈向欧洲岁末购物季
荷兰皇家航空国际自由行手语大赛火热进行中，往返欧洲仅需1880元起！

两个星期以来，由
荷兰皇家航空特别支持
的国际自由行手语大赛
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
光，不论是花甲背包客
还是技术宅男，不论是
退休阿姨还是英语再
也捡不起来的辣妈，都
开心分享着自己“手语
行走欧洲”的欢乐旅
程。在本次大赛中，很
多人都表达了要再次
前往欧洲的愿望，希望
一边开心游玩一边提
升自己的手语等级。眼
看欧洲年末打折季就
要到来，而荷航特别推
出的1880元起机票特
惠也正在接受公众预
订，谁说不是好机会呢？

10月26日，携程与去哪儿联姻的消息
满天飞，百度将拥有携程普通股可代表约
25%的携程总投票权，携程将拥有约45%的
去哪儿总投票权，携程成为去哪儿的最大
股东，旅游电商的两大品牌联姻，绯闻传了
这么久终于坐实。有意思的是，很多旅行社
对这件大事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他们表示，
OTA只是一种商业模式而已，从旅游行业
来说，消费者最终选择的依然是服务和产
品本身，这本来就是旅行社的优势。而携程
和去哪儿的联姻，也意味着价格战的终止，
旅游电商很可能就此丧失价格优势。

在线旅游市场价格战
或将终结

宝中旅游四川省新东方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苏华文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携程与去哪儿的联姻意味着
在线旅游市场竞争将逐步脱离价格战。
他认为，在线旅游的烧钱模式自开启以
来给整个旅游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其目的是抓住用户换取流量和预订。四
川上航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熊熊也表示，旅游电商多年来以追求
资源掌控和客户覆盖为目的的最大一次
战役，以携程和去哪儿的联姻而终结。

“旅游电商如果没了价格优势，消
费者会选谁呢？”苏华文说，旅游最终的
落脚点还是产品和服务，旅游电商永远
都改变不了旅游行业需要面对的服务
这个现实，“客户不是单纯按年龄和地
域划分的，消费习惯也很重要，旅行社

现在很多都是线上线下融合的。近几年
旅游电商来势汹汹，但宝中旅游依然保
持了游客数量的逐年递增，关键是看你
怎么做。”OTA 只是一种商业模式，从
旅游行业来说，消费者最终选择的依然
是服务和产品本身，这本来就是旅行社
的优势。而携程和去哪儿的联姻，也意
味着价格战的终止，旅游电商很可能就
此丧失价格优势。

未来旅游方向：
旅行社的产品+平台的客户渠道

“这是一笔好交易。”熊熊表示，携程和
去哪儿携手后，其掌控的航空票务资源、酒
店资源，以及对直客数量的覆盖，都成为旅
游电商的绝对第一。今后，携程和去哪儿联
手的平台将是一个超级平台入口，这对其他
旅游电商来说压力很大，只有在产品、旅游
特色上下功夫，比如途牛在跟团游、同程在
近郊游方面，目前是有竞争力的。

但对于旅行社而言，熊熊认为产品
优势和特色是旅行社的至高点，因为旅
游是服务，落地需要人的对接，旅游行
程设计包括目的地的人文提炼等，都要
有人去做，甚至一些线路的包机运营，
也需要旅行社去商业冒险，这些组装，
就构成了旅游产品。“未来，客户渠道在
大平台身上，而产品在旅行社手上，平
台和旅行社各有各的优势。”他指出，旅
行社要主动去迎接大平台演变趋势，上
航假期各个产品线，都在为最大的电商
平台设计和提供新的产品，这才是未来
旅游的新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携程、去哪儿联姻
旅行社看得淡

日前，石象寺全新大殿基本落成。据
悉，石象寺大殿总占地面积100余亩，建
筑面积52000平米，落成后将供奉100多
尊主体佛像、500尊罗汉、10000尊小佛。
首届庙会活动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1月
30日，庙会期间的周末将交替安排民俗
舞蹈表演、川剧吐火变脸、皮影、木偶戏、
杂技魔术、器乐演奏、喜剧小品及现场互
动抽奖等活动。

借势本次庙会活动开启，石象湖景
区决定每年从重阳节起算，持续的一个
月时间定为石象湖“重阳月”。在“重阳

月”期间，不仅有热热闹闹的庙会活动，
还有感恩回馈。“重阳月”将对全社会60
岁以上的游客，以及蒲江本地的居民实
行免票政策。 （王荣）

12 月 3 日至 5 日，由赛美斯（北
京）会展有限公司主办、新加坡会议
与展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5成都国际旅游展（CITE 2015）将
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展会得到了四川省旅游局、成都
市旅游局、成都市博览局的大力支
持。预计将有来自 30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00 多家参展商参加，展会面积将
达 10000 平方米。展会展期共 3 天，第

一天、第二天为专业观众日，第三天
为公众日。

国际方面，目前已有越南、以色
列、俄罗斯、芬兰、斯洛文尼亚等国
家和地区的旅游局及旅游相关机构
报名参展，以色列国家旅游部更是组
织了 16 个分参展商参展；国内方面，
成都市旅游局、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
委员会、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途
牛旅游网、西藏饭店、峨眉山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等已在参展之列。
据悉，展会期间还将举行买卖家

商务洽谈、目的地推介会、资讯丰富的
论坛等活动，国际国内买家将达 400
人，旅游行业内的专业观众预计4000
人。特邀买家及专业观众申请请关注

“赛美斯旅游展”官方微信，点击“参观
报名”，进行展前注册或登录官方网站
（www.sc-cite.com）参与注册。

（何筝）

600多元的西岭雪山二日游产品，重
阳节期间享受 298 元/人感恩价。由本报
推出的重阳登高健康游活动，目前已有
近2万游客乐享此旅程。据悉，西岭雪山
距成都仅95公里，海拔最高5300多米，是
成都第一峰，已形成“春赏杜鹃夏避暑，
秋观红叶冬滑雪”的四季旅游格局。景区
建成了中国最长索道，除了步行上山，游
客也可乘坐索道轻轻松松直达观景平
台，且一路穿云海、观日出、赏红叶、眺雪
峰。根据天气情况，晚间还安排了篝火
party，熊熊篝火旁您可以亮嗓高歌，尽情
舞蹈，练太极、秀才艺，展示多姿多彩、曼
妙无比的夕阳生活。 （王荣）

“重阳月”游石象湖 60岁以上游客免票

老年登高 首选西岭雪山

发团时间：10月14日~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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