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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2019 下半年）

2019 年上半年中国旅游市场平稳运行。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19 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旅游

人次达到近 3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高达近 2.8 万亿元，旅游消费更趋常态化。作为世界旅游联盟信

息与数据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为方便世界旅游联盟会员以及全球从业者了解与判断中国

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前景，世界旅游联盟联手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第二次发布《中国国内

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本次调查在问卷发放、回收和访谈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

省文化和旅游厅、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途牛旅游网、蜗蜗游、携程旅行网、中国旅行社协会、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中青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本期报告的图片由世界旅游联盟会员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提供，在此

表示特别感谢！

欢迎阅读《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湘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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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本次调查涵盖的五个问题旨在了解市场对于国内旅游人次、人均消费和总收入水平在 2019 年下半年的发展预

期。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中国各地区及城市的国内旅游市场，我们用特定的景气指数模型量化了受访者反馈

并以指数形式呈现，以便更直观地反映受访者对国内旅游市场的预期。

每项问题所呈现的景气指数都反映了市场对整体业绩表现的期望值。该指数的范围在 -150 至 +150 之间，其中

“-150” 表示市场对预期业绩表现非常悲观，“0” 表示对业绩预期持中立态度，“+150” 则表示市场的预期值十分

乐观。在此次调查中，各受访旅行机构以 2018 年下半年的实际业绩为基准对 2019 年下半年业绩进行了预期比

较，同时判断了导致预期变化的主要因素，并对主要客源地市场和到访目的地市场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

此次调查是世界旅游联盟和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第二次针对中国旅游市场实施的景气调查。本次报告汇总了 2019

年下半年景气调查的研究成果，共收到来自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542 份有效问卷，其中 160 份有

效国内旅游市场调查问卷。

背景介绍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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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景气指数分析

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平均景气指数为 21，较上半年下降 4 个指数点，从业者对今年下半年国内旅

游市场的发展维持乐观积极态度，但信心有所回落。

2019 上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潜力不断释放，实现了 8.8% 的国内旅游人次增长和 13.5% 的国内旅游收入增长。

这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展望未来，我国旅游业仍处于黄金发展期，国内旅游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机遇可观，加之国家各项利好政策为国

内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旅游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同时，随着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开始主导市场的新

格局，更多在旅游领域内的创新产品将会涌入市场，以满足更加个性化的消费体验需求。同时我们相信，随着

红色旅游、全域旅游等新型旅游概念的推广，国内旅游业有望朝向更加高质量、高品质的发展阶段演进。

国内经济
增长趋势良好

居民消费
结构升级

交通网络
进一步优化

全域旅游
发展迅速

假日制度
不断完善

中国水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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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 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整体业绩表现？

从业者对国内旅游市场的整体业绩表现秉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与上半年相比，景气指数涨幅显著。三项指标的

市场预期较上半年均有明显提升，从业者对 2019 年下半年国内旅游市场的业绩展望十分看好。

从业者对国内旅游人次的预

期正面偏向性最高，景气指

数上升 11 个指数点，说明

从业者对下半年国内旅游人

次的预期十分乐观。

对国内旅游人次及人均消费

的积极预期使得从业者对国

内旅游市场的总收入预期也

更为积极，景气指数上升 6

个指数点。

从业者对人均消费的预期低

于国内旅游人次和总收入的

预期，但态度仍然乐观，景

气指数上升 12 个指数点。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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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贵机构 2019 年下半年国内旅游的业绩水平可能增长还是下
滑？

从业者对自身机构国内旅游业务的发展依然秉持正向积极态度，但与上半年相比，信心小幅回落。表明从业者

尽管对整体国内游市场下半年的业绩增长保有更积极态度，但对自身机构的增长则相对更为保守。

虽然景气指数下降 14 个指

数点，但国内旅游人次景气

指数仍位居三项指标之首，

表明旅游从业者对于自身机

构接待国内旅游人次的预期

较为积极。

从业者对自身入境游市场的

总收入预期维持乐观，但程

度相对保守，景气指数下降

18 个指数点。

从业者对人均消费的预期不

及国内旅游人次和总收入乐

观，景气指数下降 17 个指

数点。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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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以下各因素可能会对 2019 年下半年的中国国内旅游市场业绩
产生怎样的影响？

6项因素整体对国内旅游市场的业绩均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但程度不及上半年，整体景气指数下降9个指数点。

从业者认为不断优化的交通布局和旅游设施是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的最积极有利因素，但对国内股票市场波

动带来的影响秉持保守态度。

整体来看，虽然景气指数较上半年小有回落，但 6 项因素整体都对国内旅游市场产生积

极正向的影响。与上半年相比，高铁开通及运营、机场建设及航线开通、旅游设施发展

及城市营销仍然是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发展的最积极有利的因素。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放

缓，但从业者对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对国内旅游的促动性仍维持正向态度。受美国

发动全球性贸易战影响，国际股票市场波动明显，对中国股票市场表现产生负面影响，

使得从业者对这一因素的影响力预期保守。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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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 2019 年下半年以下区域作为国内旅游的客源来源地预计会有
怎样的表现？

从业者对整体国内旅游客源地市场的增长延续上半年的乐观预期，信心小幅上升。其中对西北地区及东北地区

的上升预期更为明显。

华东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虽小幅下滑，但仍然位列

全国 7 个地区市场首位，延续了上半年的领先势头。

作为我国经济规模最大，常住人口最多的地区，华

东地区经济发展强劲，居民出行意愿强且消费水平

较高，预计未来将继续引领国内旅游市场发展。

华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跌幅明显，下降 18 个指

数点，但在全国范围内仍维持仅次华东地区的地位。

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整体经济发展活跃，旅游从业者对华南地区

作为国内旅游客源地在下半年的表现预期仍然乐

观。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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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 2019 年下半年以下区域作为国内旅游的客源来源地预计会有
怎样的表现？

华北地区在北京的带动下，下半年景气指数虽小幅

下滑 3 个指数点，但整体市场预期乐观，表现出旅

游从业者对华北地区作为国内旅游客源地的未来发

展仍满怀信心。

华中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回落 8 个指数点，降至市

场平均值以下，但仍然维持在 15 的水平。虽然区

域整体经济水平无法对标三大经济圈，但近年来在

武汉、长沙和郑州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华中地区

的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未来发展可期。

西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强势回升，由负值转正上

升了 25 个指数点，表现出旅游从业者积极乐观的

预期。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其综合交通枢

纽地位通过高铁线路及航线分布的丰富得到进一步

巩固，通达性提升，便于西北地区游客出行。预计

未来在西安的带动下，西北地区作为国内旅游客源

地的景气指数将维持正向发展。

东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上升 23 个指数点，由负

转正涨势显著，可见从业者对东北地区作为国内旅

游客源地在下半年的业绩发展信心提升。但需要注

意的是，尽管指数上升，但东北在全国七大客源地

的景气指数仍处末流。东北的经济转型升级表现滞

后，经济活力不足，因此旅游客源的贡献能力也相

对薄弱。

西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小幅下滑 3 个指数点，位

居全国 7 个地区末位，但景气指数仍然为正，表现

出旅游从业者对西南地区下半年作为国内旅游客源

地的市场预期依旧正向。

戴村镇·山地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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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 2019 年下半年以下区域作为国内旅游的到访目的地预计会有
怎样的表现？

从业者对总体国内旅游目的地市场秉持积极的态度，较上半年更为乐观。其中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增长预期上

升明显。

华东地区继续引领国内旅游目的地市场，从业者维

持对其正向增长最高的预期，虽然下滑 7 个指数点，

景气指数仍然蝉联首位。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

华东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快速，交通通达性强，旅

游资源丰富且自然气候良好，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华东地区作为国内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华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下降 10 个指数点，但仍

处于全国上游水平，表现出旅游从业者对其未来发

展仍然充满信心。依托海南三亚和广西桂林等传统

国内热门目的地，华南地区旅游市场稳步发展，预

计未来华南地区作为国内旅游目的地将保持其领先

地位。

Y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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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预测 2019 年下半年以下区域做为国内旅游的到访目的地预计会有
怎样的表现？

西北地区下半年景气指数大幅上涨，景气指数达到

29，超越市场平均水平。西北旅游依托西安的带动，

借助其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络布局，将旅游辐射力进一

步增强。此外，虽然西北地区整体仍处于旅游发展的

初级阶段，旅游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对外营销推广还

待加强，但近期区域性的投资热潮为西北目的地注入

新动能，使得西北旅游进入上升通道，未来市场发展

将迈向新的台阶，旅游从业者对西北地区作为国内旅

游目的地的未来发展信心提升。

华北地区依托北京带动，下半年景气指数上涨 8 个

指数点，表现出旅游从业者对该地区未来目的地市场

发展的良好预期。世园会的开幕推动了北京旅游人群

的上升。而冬奥会带动下的众多滑雪目的地开发也预

期为京冀地区引入更多的旅游人群。因此，从业者对

近期华北地区的目的地市场发展充满信心。

华中地区尽管下半年景气指数下滑了 6 个指数点，

降至市场平均值以下，但从业者仍然对其秉持正向积

极的态度。近期以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区域，依

托湖南毛泽东故居、橘子洲及江西井冈山等知名红色

旅游资源，华中地区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展区域红色

旅游，推动近期旅游目的地市场的发展。

西南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景气指数在下半年下降

17 个指数点，虽然旅游从业者对其未来发展维持相

对积极的态度，但预期低于整体市场平均水平。依

托在各大社交平台有效的城市营销，西南地区成功

打造了以大熊猫、巴蜀文化和麻辣美食为主题的名

片，助力其目的地旅游市场发展。但受今年宜宾地

震和云南旱灾等自然灾害影响，西南地区作为国内

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减弱，此类不可抗力因素使得

从业者对西南地区短期目的地旅游市场的预期更为

谨慎。

东北地区 2019 年下半年的目的地景气指数强势回

归，主要得益于东北的冬季旅游资源独具禀赋。随

着冬奥会的逐渐临近，中国的滑雪运动积极发展，

东北作为中国少有的冬季滑雪目的地，其业绩增长

可期。但需留意的是，尽管显著上升，但东北的目

的地景气指数仍然位列全国 7 个区域市场的最末，

交通通达性及旅游配套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仍是制约

其目的地发展的主要因素。

城市新景



11 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2019 下半年）

2019 年下半年的国内旅游景气指数相比上半年小幅下跌，但整体态势保持积极，表现出旅游从业者对下半年

的国内旅游市场乐观的态度。从到访目的地市场来看，从业者对总体国内旅游目的地市场表现预期积极，且较

上半年更为乐观，其中东北地区的预期上升趋势最为显著；从客源来源地市场来看，全国 7 个地区的景气指数

均呈现正值，总体景气指数小幅上升，其中以西北地区及东北地区预期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整体来看从业者

对国内旅游客源地市场的未来发展秉持着更为积极的态度。

从业绩指标上看，受访旅行机构普遍对国内旅游人次的市场表现信心较高；相较于对整体市场业绩表现的乐观

预期，从业者对下半年自身经营业绩水平的预期更为保守谨慎。从影响因素上看，除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有所上升，

其余因素的景气指数均有所下降，但整体 6 项因素景气指数仍为正值，对国内旅游市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

我们认为，推动中国国内旅游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在不断优化，国民出行意愿也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和假日制度的完善而加强；相信随着全域旅游的进一步推广，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为旅游业开发新潜力，中

国国内旅游市场将在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迈向品质化发展的新台阶。

结语

河上镇龙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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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世界旅游联盟简介
2017 年 9 月 12 日，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旅游组织——世界旅游联盟在中国四川
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成立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世界旅游联盟成立发来贺信。

世界旅游联盟以“旅游让世界和生活更美好”为宗旨，以旅游促进和平、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减贫为使命，致力于在
非政府层面推动全球旅游业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治。 

世界旅游联盟截止目前共有来自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2 个会员。会员类别主要为各国全国性或区域性旅游协会、有影响
力的旅游或涉旅企业、旅游城市、研究院所、媒体和个人。联盟将自身定位为以会员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型国际组织，旨在
为会员搭建对话交流的合作平台、实用权威的信息平台、资源共享的媒体平台和融合发展的沟通平台。

世界旅游联盟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总部和秘书处设在中国。

国富浩华国际创立于 1915 年，是全球十大跨国专业会计及管理顾问公司之一，旗下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酒
店及旅游业顾问公司。自成立之初，国富浩华国际就为全球酒店业量身定制了《统一酒店会计制度》，成为国际通行的会
计标准，为全球酒店业所使用。在历经了百年发展后，国富浩华国际的酒店和旅游业业务已成为全球酒店及旅游业顾问领
域的行业先锋。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 (Horwath HTL) 始建于 1987 年，是国富浩华国际在亚太区专业从事酒店及旅游业管理顾问服务的分部，
其核心业务包括酒店投资、旅游目的地投资、资产管理、及战略研究。目前，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在亚太区的主要城市设立
了办事机构。各办事机构合作密切、互享信息，以确保每个项目都能获得浩华广泛的市场经验及国际性视角优势。

仅在亚太区，浩华就已经为超过 4,000 个酒店和旅游业项目提供了咨询服务，其中 1,600 余个项目在中国境内完成。浩华
的客户涉及广泛，从全球知名的主题乐园运营商、酒店管理公司到地产开发商、银行及投资机构。浩华在提供服务时一向
以其公正独立的专业观点获得国际上的广泛认同并享有极高信誉。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浩华已成为酒店及旅游业杰出的顾问公司。浩华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本地经验和国际视角的完美结
合，向全球各地的客户提供该领域无以比拟的经验和专长。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时刻关注行业领域内当前与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酒店及旅游业咨询服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专业优势！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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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仅为旅游业提供一般性统计参考而准备。本报告所依据的

所有信息均来源于《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调查》（中国问卷），我们相信问卷中所填写的信

息是真实的，但我们并未对这些信息进行逐项确认，因此也无法保证他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涵盖在此报告中

的所有判断和分析均来自此统计发表前所获得的信息。任何个人、单位以任何方式依据此统计的信息所进行的

商业行为和资产交易、或者由于使用此统计数据造成的后果，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未经世界旅游联盟和浩华

管理顾问公司书面许可，此报告的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引用、转摘及复制。

引用本报告中任何数据，需注明信息来源于《2019 年下半年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

声明

钱江潮·回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