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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一直是出境旅游大国，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规模达1.55亿人次，出境旅游总消费

贡献排名世界第一。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快速蔓延，截至本报告撰写时，全球共有207

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累积确诊愈1,300万人，累积死亡近60万人，目前疫情传播在部分

地区还尚未实现有效控制。这场始料不及的“全球大流行病”对于中国出境游市场打击巨大。

为追踪中国出境游市场的发展动态，方便世界旅游联盟会员以及全球从业者了解与判断中国出

境游市场的前景展望，作为世界旅游联盟信息与数据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界旅游联盟

联手全球领先的酒店及旅游业顾问公司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第四次发布《中国出

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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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

化和旅游厅、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中国旅行社

协会、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携程集团 、桂林唐朝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途牛旅游网、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旅游处、湖南省旅游协会、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本期报告的图片由联盟会员首尔市政府提供，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2020年下半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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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接连暴发，游客对疫情的恐惧心理以及各地相继推行的停航、

隔离等措施使全球旅游业深受重创。随着国际范围内疫情不断蔓延加重，出境旅游已基本处于

停滞状态。自《2020年上半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起，报告新增了针对疫情的专项调

查问题，本次景气报告也再次涉及这类问题，旨在帮助全球旅游业者更好地了解疫情影响的动

态变化，从而对出境旅游市场业绩发展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预测。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比较中国各地区及城市的出境旅游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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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市场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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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下半年的实

际业绩为基准对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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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查是浩华管理顾问公司和世界旅游联盟第四次针对中国旅游市场实施的景气调查。本次

报告汇总了2020年下半年景气调查的研究成果，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

1,154份有效问卷，其中500份有效出境旅游市场调查问卷。本次调查问卷截止于2020年7月6

日，报告结论仅基于受访者就当时新冠疫情所做判断。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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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的全球性暴发，无疑是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2020年上半年中国出

境旅游市场的景气指数巨幅下滑至-117，而在下半年度的调查中，景气指数进一步下挫至史无前

例的-120，以景气指数最低值为-150而言，疫情对出境旅游市场信心的冲击之大不言而喻。

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的累积确诊案例已经超过1,300万人。世界范围来看，新冠肺炎在不同

地区和国家的蔓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在美国、印度、俄罗斯及众多南美国家，疫情仍

在大规模流行过程中，拐点尚未到来；对于大多疫情暴发较早的国家，其国内疫情已经实现基本

控制，部分国家甚至已经逐步放松边境管控，开放国际游客入境旅游。目前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已

经明显好转，除个别地区出现区域性集中病例，大部分地区已解除出行封禁。尽管如此，出境游

市场依旧处于暂停状态，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原因有关：

根据2020年7月14日文化和旅游部通知，停滞已久的国内跨省（区、市）团队旅游终于恢复开放，

但通知中也明确规定：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开放。考虑到目前国际疫情依旧蔓延的形势，出境旅

游短期内实现恢复的希望十分渺茫。

航班数锐减

回程难度大

对于目的地国

安全性的担忧

各国更严格的

签证管控政策

归国后需要

进一步隔离

综合景气指数分析

景气指数

-120

2020年下半年

景气指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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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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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目前发展态势，您认为对于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整体业绩

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7月起预计仍将持续影响多久？

就疫情对出境旅游市场整体业绩的影响周期而言，对比2020年上半年度，2020年下半年度受访者的

预期出现了较大差别，大部分受访者对于疫情影响的周期预判明显延长。

在2020年上半年度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自春节起疫情影响周期将持续4至6个月，即大

多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对于出境旅游业绩的影响快则至2020年六月为止，慢则到八月结束。上份调查

中认为影响周期自春节起将持续12个月以上的受访者仅占2%。而在2020年下半年度的调查中，仅

剩三成受访者认为本年内疫情影响有机会结束，大多数受访者则认为疫情对出境游影响将持续超过

7个月，另有34%的受访者认为影响仍将持续12个月以上。

尽管2003年“非典”大规模流行基本在第八个月结束，但“新冠”无论是波及范围还是感染人数，

都远远超越前者。截至本报告撰写时，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形势依旧严峻。从业者也逐渐感受

到，出境游停滞的状态，恐怕在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新常态”。

韩国首尔东大门DDP

4至6个月23%

1-3个月7%

7至12个月37%

34% 12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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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0年上半年贵机构的实际业绩表现

是增长还是下滑？

为深入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出境旅游业务的真实影响，本次调查中也增加了2020年上半年受

访者所在机构实际业绩表现的变动情况。

与2019年上半年相比，2020年上半年受访者所在机构的实际业绩表现景气指数为-111，整体出境

游业务受到极大的影响。调查显示超过95%的受访者表示，其所在机构在2020年上半年出境游业

务的实际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巨幅下滑，其中六成至七成机构的业绩下滑幅度超过75%，影

响甚巨。

从指标来看，出境旅游者的旅游人次和人均消费下降均十分明显，其中，疫情对于出境旅游人

次的影响尤为突出，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所在机构服务的出境旅游人次下滑超过75%。

出境旅游人次

人均消费

总收入

景气指数

-111

-111

-10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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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2019年下半年相比，请预测2020年下半年中国出境游市场

的整体业绩表现 ？

受疫情影响，受访者对2020年下半年出境旅游市场的整体业绩预期极为悲观。与去年同期相比，景

气指数暴跌至-130，与上半年的指数-113相比，预期更为负面。出境旅游人次、人均消费及总收入三

项指标的市场预期均较上半年调查再次下滑。受制于全球各国对于跨境出行的严格管控，受访者对

于2020年下半年出境旅游人次的预期最悲观。

出境旅游人次

人均消费

总收入

景气指数

-130

-132

-126

-134

受访者对2020年下半年自身机构出境旅游业务的发展信心同样十分悲观。去年同期该项指标的综合

景气指数预期为12，出境游人次、人均消费及总收入三项指标均为正值。然而疫情影响之下，今年

下半年综合景气指数直接跌至-109，但较上半年-120相比，业绩预期有微弱好转。详细分解出境旅

游人次、人均消费及总收入三项指标预测，同样，出境旅游人次的景气指数最低。

4、与2019年下半年相比，请预测贵机构2020年下半年出境游的

业绩水平可能增长还是下滑？

出境旅游人次

人均消费

总收入

景气指数

-109

-110

-1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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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预测以下各因素可能会对2020年下半年的中国出境游市场业

绩产生怎样的影响？

景气指数

-102
严重消极影响 消极影响 无影响 积极影响 极大积极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政治局势

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国际航线变化 -114

-109

-111

当前货币兑换率 -90

当前签证政策 -103

中国经济发展预期 -85

-135

此次调查同样增加了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引起的连锁反

应下，受访者对于此次调查中囊括的七项因素无一例外地呈现极为悲观的态度，导致整

体景气指数下降至-102。对比2020年上半年整体景气指数-86，受访者预期外部环境对于

出境游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剧。

7

各项因素中，新冠肺炎疫情依旧被认为是影响出境旅游的最大障碍：86%的受访者认为本次疫情

将对出境游发展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紧随其后的则是受疫情防控直接影响的境外交通：超过60%

受访者认为国际航线变化将对出境游市场发展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受访者预期其他五项因素的负

面性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出境旅游市场将持续面临巨大的挑战。



北欧 中东欧 南欧 西欧 北美 中南美大洋洲 东亚 东南亚 西亚 中亚 北亚 南亚 非洲

非常好 更好 不变 更差 非常糟糕

6、请预测2020年下半年以下区域作为出境游的到访目的地预计会

有怎样的表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世界各国均就跨境旅游及商

务活动施行了不同程度的管控以减缓病毒传播。在此背景下，全球

各出境目的地市场景气指数均跌破-100，即使相较上半年，各目的

地市场无一例外地表现出明显下跌的趋势。

东南亚及东亚2020年下半年作为出境游到访目的地，景气指数虽仍为明显负数，但与其他地

区相比，负面预期有所减弱。东南亚地区历来是中国出境旅游最重要的目的地，疫情发展至今，东南

亚地区整体受影响相对较小。东亚作为另一个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疫情也在较早阶段实现了较好

控制，目前基本已回归较为有序的生产生活。因此，尽管短期内出境旅游仍然明显受限，但以东亚及

东南亚地区为目的地的出境旅游有机会较早迎来复苏。

景气指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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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127 -129 -129 -136 -135 -128 -113 -105 -123 -124 -124 -125 -129

北美及中南美2020年下半年目的地景气指数为全球14个区域的末位。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

是中国出境旅游的又一重要目的地。然而近年来受中美政治关系波动影响，民间的旅游往来有所减

弱，加之美国难以控制的疫情全面暴发，受访者对于以北美为目的地的出境旅游悲观预期降至前所未

有的新低点。中南美本就已深陷经济基础薄弱、国家政局动荡、难民等多重问题，疫情的大规模扩散

更是让国际旅游者望而却步，因此，受访者对于中南美出境游的恢复也同样极其悲观。

其他区域2020年下半年景气指数均在-129至-123之间，差距并不明显。这样的结果也为我们揭示

了，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旅游产业产生了全方位全地域的影响，仅部分国家或地区实

现对疫情的控制，仍无法实现跨境旅游的全面复苏。



7、请预测2020年下半年以下区域作为出境游的客源来源地预计会

有怎样的表现？

华中成为七大客源来源地之中，唯一较2020年上半年景气指数出现增长的地区。华中重点城市

之一武汉是疫情首轮集中暴发的城市，因此上半年客源地景气指数位居最末位。随着武汉疫情的

完全控制，受访者对于以华中为客源地的出境游市场已回复至与其他地区近似的景气水平，悲观

情绪已有所缓解。

华北及东北地区的2020年下半年客源地景气指数排在各区域的末位。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

以及东北地区，都经历了疫情的第二轮反复，尽管后续均得到十分有效的控制，但大部分受访者

仍对于这两个地区下半年作为出境游客源地的预期为“非常糟糕”。但总体而言，这两地区与其

他地区的指数差异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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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受访者对于七大出境游的客源

来源地业绩预期仍 十分悲观，平均景气指数由-99再度下降至-110。

景气指数

-110
非常糟糕 更差 不变 更好 非常好

-116华北

-105华东

-110华中

-104华南

-108西南

-111西北

-115东北

其他地区2020年下半年客源地景气指数较2020年上半年调查均出现下滑，整体而言，受访

者对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四个地区出境游市场未来半年的发展预期较上半年均持更为悲观

的态度。实际上，本次疫情从宏观层面上对出境游造成了全国范围的重大打击，各区域之间的客

源地指数差异并不明显。



结语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截至报告撰写完成时，疫情蔓延已超过6个月。由于重视

程度和应对举措的差异，不同国家及地区的疫情发展形成分化，中国国内疫情已基本实现控制，

但全球蔓延的趋势并未停止，部分国家如美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累积确诊人数均已逾50万

人，疫情仍在大范围传播之中。在本轮景气调查中，受访者对于出境游的预期仍旧十分悲观，多

数指标的景气指数在极低的情况下，继续下挫。

从持续时长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疫情对出境游的影响至少将延续至2021年。从业绩指标上看，

受访者对出境旅游人次的预期负面性最高。而影响出境游的因素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及国际航线

变化被认为是最不利的因素。从出境旅游的目的地来看，各区域景气指数均继续下跌，以北美地

区的目的地市场预期最为负面，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尽管仍旧悲观，但最有机会尽早复苏。从出境

旅游的客源地市场来看，前期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华中地区景气指数出现小幅回升，其他地区

均出现进一步下降，而出现第二波疫情的华北和东北地区，预期最为悲观。

截至报告撰写期间，国内疫情虽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由于境外疫情的发展形势日益严峻，相较国

内游市场，预计出境旅游需更长的恢复周期。虽然近期业绩预期受外界客观因素影响遭受重创，

但是长远来看，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世界认知和探索的脚步不会就此停下，出境旅游在急剧压抑后

相信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潜能，而彼时，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将有可能重新洗牌，安全性也将成为

旅游者考量的重点因素之一。从业者需要及时看到隐藏在疫情下的市场变化，提早布局，静待市

场复苏后的再次启程。

守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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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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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了解浩华，请访问www.horwathhtl-cn.com 及 www.chatchina.com.cn，并关注微信公众号CHAT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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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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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国家和地区的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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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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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简介

世界旅游联盟简介

http://www.horwathhtl-cn.com/
http://www.chatchina.com.cn/


声明

《2020年下半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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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下半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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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明信息来源于世界旅游联盟与浩华联合发布的《2020年下半年中

国出境旅游市场景气报告》。

韩国首尔世界烟花庆典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