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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旅游周刊

沙特航空来穗推广
羊城晚报讯 沙特阿拉伯航

空旅全球路演广州站活动于日前
在广州举办，上百名旅业从业者、
媒体及嘉宾出席了活动。

沙特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
伯半岛，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今年
9月27日， 沙特阿拉伯宣布对部
分国家开放旅游签证， 中国在开
放旅游签证的国家名单之中。 据
悉， 开放的电子旅游签证为一年
多次，电子签办理仅需7分钟！

新的旅游签证制度是沙特阿
拉伯向旅游业开放的历史性里程
碑。游客将从中感受到沙特人民的
热情好客，沙特拥有丰富的世界遗
产、活力的文化和多样且令人叹为
观止的景观，如艾卜哈山脉、红海
海滩以及空白之地沙海特。

据悉，目前，沙特航空已开通
了从广州到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及
吉达的直飞航班。 （李力）

第二十六届广州国
际酒店用品展聚焦“一
带一路”

羊城晚报讯 第二十六届广

州国际酒店用品展览会将于12�
月 12日-14日在广州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行。 本
届展会的展览面积和参展商数量
均比上届增加，最新信息显示，将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3000� 多家中
外酒店用品企业参与本届盛会，
预计吸引30万人次到场参观订
货，其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外国专业观众人员明显增
加。 （刘星彤）

借时尚文化旅游周
发现湛江“冬休胜地”

羊城晚报讯 2019中国 （湛
江）国际时尚文化旅游周暨龙腾精
英新星模特大赛日前在湛江鼎龙
湾国际海洋度假区收官。 历时2个
月的活动联动华南、西北、华北、华
西、华中五大区域，并在参赛选手
走街串巷寻找湛江印记中，以崭新
视角重新发现湛江海洋文化与粤
西非遗文化，将雷州卖鱼街、骑楼
老街、三元塔、雷祖祠、遂溪孔子文
化城、吴川陈兰彬故居等人文景点
以及傩舞、飘色、舞貔貅、泥塑等当
地非遗以时尚的语言再现，展示了
湛江作为“冬休胜地”的休闲度假
魅力。 （刘星彤）

1、 七零后出游计划性
更强———2020年春节出境
游报名时间提早

相比往年要到距春节两个月
左右才开始报名， 今年的长线出
境报名提早到提前三四个月，市
民的出游计划性更强。

旅行社的2020年春节出境游
早在9月底及10月已做了几轮促
销， 不少70后家庭一早已预订。
选择上， 多数家庭选择了两国或
三国深度漫游产品， 以欧洲及澳
新亲子类目的地最受欢迎。

2、重深度、偏小众———
广东人春节出境游消费习
惯改变

近几年， 春节常规的旅游产

品受到“冷落”，融入了体验及教
育等相关元素的产品更受欢迎，
夏令营、冬令营产品咨询量走高。

多国联游已无人问津， 一地
深度及特色小众目的地更受欢
迎，如瑞士一地、英国一地、荷兰
比利时1-2国深度游、 奥捷匈三
国游等。

小众则是一些有一定知名度
但又不算很热门的目的地，如高加
索三国———格鲁吉亚、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中东
非地区的摩洛哥一地游或摩洛哥
联游突尼斯、肯尼亚、纳米比亚，都
是寒假及春节期间比较受广东家
庭客户欢迎的目的地。其出游方式
以自组小团为主，一般是几个家庭
同行，人数在十来个人左右。

旅游播报

春节出境游报名提早
“合家欢”最流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2020年法定春节假期为1月
24日至1月30日， 较2019年春节
提早了11天， 相应的出境游报名
高峰也较以往大为提前。

记者走访本地市场了解到，
不少家庭早在10月甚至更早已订
妥春节出境行程。 根据旅行社的
反馈， 一国深度游以及二至三国
漫游产品渐成为市场主流选择。

在由广之旅发布的《2020年
春节出境游趋势报告》 中提示，
2020年春节出境游产品总体价格
与去年持平，但个别市场受汇率、
直航航班资源充足、 对华旅游优
惠政策等因素影响， 游价有小幅
下调。据了解，这类目的地包括日
本、澳新及美加，总体有5%-10%
左右降幅。

据了解，签证便利的土耳其、
反季节度假胜地澳新以及短线的
日本和东南亚海岛， 一向是广东
游客春节出游的热门选择。此外，
欧洲游热度近年来持续攀升，其
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节庆活动

等旅游元素适合家庭出行； 作为
冬季追踪极光的最佳目的地，北
欧的高纬度地区则吸引了一大批
年轻游客。

对于年轻的上班一族来说，
2020年春节拼假有两种选择，即

“节前请4休13” 或“节后请3休
10”。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有
着个性体验的轻奢类旅游产品日
渐受到年轻游客的关注。 如广之
旅春节出发的高端系列出境游
中，到英国看英超联赛，在土耳其
享受海陆空360度观景体验 ，或
在新西兰进行冰河探险等， 明显
更受关注。

市场综览：
个别地区游价小降 拼假白领更爱轻奢游

专家解读：
2020年春节长线出境游热点解析

春节合家欢出境游目的地
中，今年比较受欢迎的是新西兰，
以三代同行的家庭或由年轻父母
带小孩出游的亲子家庭为主。 此
类家庭选择最多的是新西兰南北
岛或南岛一地游， 看重当地一些
适合小朋友体验的亲子类元素如
观星空、接触海洋动物等体验。

此外， 西欧的法瑞意三国以
及东欧三国捷克、奥地利、匈牙利
的相关线路也比较受欢迎， 其单
价不太高， 人均费用在13000元
到15000元之间， 对于多数家庭
来说能够接受。 其行程相对来说
也比较舒适，用10天到12天的时

间游玩三个国家，节奏相对舒缓，
同时在行程中又有一些本土人带
团讲解的互动和适合小朋友的亲
子元素。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明年春
节提早，出发日期上，选择欧洲线
路的家庭游客偏向在春节后半段
如年初五、年初六出发，游玩回来
刚好小孩开学，这样错峰出发，价
格上可比春节前半段出发便宜
20%左右，性价比也更高。

白领上班一族春节较多选择
的是一至两国的深度游产品，如
瑞士、澳新的半自助游行程、伦敦
自由行等都受到欢迎。

“合家欢”最流行
———亲子出游注重深度与互动

受访人：南湖国旅出境旅游中心副总经理杨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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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想在广东欣赏“秋染红
林”的秋色美景，那以下六大森林
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最适合不
过，现在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

推荐景点：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位

于广州从化区， 拥有3000多亩
的红叶，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1
月下旬， 是观赏园内岭山红叶
的最佳时段。

广东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广州市从化区，是我国首批
兴建的十大森林公园之一，每年
11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 园内
的山漆、盐肤木、乌桕、枫香树渐

次经霜，染霜而红，美
不胜收。

广东新丰云髻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韶关市新
丰县，拥有岭南最大片原生的三
角枫林。 每年12月，云髻山枫叶
渐红，漫山遍野缀满了热烈的枫
叶。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位于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
县， 是广东省最大面积的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每年11月，南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叶最先
红火。 除了枫叶， 一场秋霜过
后，杜英、山乌桕和岭南槭也是
漫山红遍。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韶关市始兴县，是中
国综合自然保护区之一，动植物
资源丰富，素有“物种宝库，南岭
明珠”之称。 11月中下旬至1月，
正是观赏红叶的佳期，看“红树
间疏黄”的秋色在峡谷间律动。

广东帽子峰森林公园：位于
南雄市西北部， 每年11月中旬
至12月中旬，林场银杏金黄，层
林尽染， 目之所及是满树的金
黄、足之所至是柔软的落叶，仿
佛走进梦幻的金色童话世界。

在途经中国的三条国际性
候鸟迁徙路线中， 有两条经过
广州及周边地区； 在中国境内
的五条候鸟迁徙路线中， 有两
条途经广东； 在途经中国境内
的三条东亚候鸟迁徙路线中，
也有两条途经广东。 广东是我
国重要的候鸟中转站、 歇脚点
和加油站秋冬观鸟， 是深受市
民喜爱的一项旅游科普活动。

推荐景点：
广东南澳海岛国家森林公

园：位于汕头市南澳县，是广东
省唯一的海候鸟自然保护区 ，
是澳洲、日本、俄罗斯、朝鲜等
国家海候鸟进入中国的重要始
点站， 每年在保护区停留的鸟
类90多种， 每年6月至9月份为
海候旺季， 乌屿岛上万鸟云集
成为南澳海上一大奇观。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地处深圳湾湿地，和
香港隔海相望， 每年的11月至
次年4月， 大量候鸟在区内停

留，是观鸟的最佳时期。

广东广州南沙湿地公园：位
于广州市最南端， 是候鸟迁徙
的重要停息地之一， 有世界濒
危鸟类黑脸琵鹭以及白尾海
雕、白琵鹭、褐翅鸦鹃等16种国
家Ⅱ级保护鸟类。 每年10月至
次年4月，分为春秋迁徙季和越
冬季，种类有所不同。

阳江阳西县北寮村红树林
湿地：适合水鸟、尤其是迁徙候
鸟生存和栖息， 是诸多鸟类的
家园或长途迁徙的中转站，候

鸟、明星鸟或濒危的鸟，在11月
至4月最多。

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是我国大陆最南端
且现存红树林面积最大的自然
保护区。 区内除了众多的鸥形
目、雀形目等留鸟外，每年秋冬
季，有大量的候鸟从日本、西伯
利亚或中国北方飞往澳大利亚
的途中在保护区停留。 著名濒
危鸟类勺嘴鹬亦常常在保护区
内停息觅食。 每年10月至次年4
月，分为春秋迁徙季和越冬季，
种类有所不同。

秋冬气爽， 历来是广东登高
的好时节。 虽然“三山五岳”都不
在广东， 但是岭南地区独特的地
理地貌和气候环境， 孕育出特别
适合秋冬时令登高望远的山川，
它们良好的自然生态更是为登高
之旅添彩不少。

推荐景点：
广东潮安凤凰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潮州市潮安区，主峰凤
鸟髻海拔1497.8米， 是潮汕地区
第一高峰， 韩江流域的发源地之
一。 凤凰山野以峭拔雄伟的山色、
绚烂多彩的畲寨风情和奇香卓绝
的凤凰茶传名于世。 主要的景点
有凤鸟髻区、乌岽山区、天池、四
脚御鱼、千年茶王、茶场、太平寺
等，景色迷人。

广东梅县阴那山省级自然保
护区：位于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
是梅州首屈一指的胜景名山，其
高峰为五指峰，主峰高达1298米，
人称粤东群山之祖。 阴那山有众
多旅游景点，如玉皇顶观日出、五
指峰观云海、五指峰、茶泉等。 其
中日出和云海最值得一看。

惠州罗浮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5A级景区，史学家司马

迁把罗浮山比作“粤岳”，素有岭
南第一山之称， 是中国十大名山
之一，也是中国道教名山，其主峰
为飞云顶（峰），海拔1296米。罗浮
山有432座山峰， 除飞云峰外，较
有名的还有铁桥峰、玉女峰、骆驼

峰和上界峰等， 到这里登山徒步
能真正体会到“无限风光在险峰”
的境界。

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成立于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
自然保护区。全区海拔高差在990
米左右，有近400年记录历史的地
带性原始森林———南亚热带季风
常绿阔叶林和其他多种森林类型
保存完好， 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
上绿洲中的“明珠”。 这里的空气
清新，公认的“天然大氧吧”，是爬
山吸氧远离都市的繁华好去处之
一，著名景点有蝴蝶谷、飞水潭、
庆云寺等。

广东阳春鹅凰嶂省级自然保
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华南地区热
带北缘季雨林和山地雨林为主体
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广东西南部沿
海地区面积最大、唯一的一个热带
北缘气候类型的保护区。鹅凰嶂海
拔1337米，是阳江第一高峰，素有
“阳江屋脊” 之称； 亦是粤西第二
高峰。 自然景观有垂直落差235米
的白水瀑布、 壮观的五福瀑布，有
著名大师关山月为之题名的仙家
垌水库（仙湖）、大果五加林、红花
如火的杜鹃红山茶，碧玉般的玉女
池、掷石不到潭等等。

广东云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处茂名信宜市南部，境内海
拔在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29座，
其主峰大田顶海拔1703.8米，为
粤西最高峰， 大雾岭因其经常云
雾弥漫而闻名遐迩。

线路1：秋染红林

线路2：百鸟争鸣

线路3：
登高望远

趁早去！

黄姚古镇广府味浓的石板古道

庐山云海 新华社发（资料图）

黄姚古镇古戏台

签证便利
的土耳其成为
近两年春节出
境游的热门目
的地
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摄

澳洲亲近动物之
旅深受中国家庭喜爱
澳大利亚旅游局供图

罗浮山景区
黄森林 摄（资料图）

南沙湿地成为鸟的天堂 景区供图（资料图）

帽子峰林场银杏黄叶
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摄

鼎湖山红叶斑斓
欧彩焕（资料图）

阳江阳西县溪头
镇滩涂的翻石鹬

赵广胜 摄（资料图）

云髻山枫叶流丹
施用和 摄（资料图）

日前，为鼓励市民走进森林、感受自
然美景，在首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启动仪
式上， 广东省林业局推出了“秋染红林”
“百鸟争鸣”“登山望远” 等3条广东精品
森林旅游线路， 涵盖全省多个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湿地。 尽享只属于广东的秋
冬季周末，赏怡人的金秋美色就不要错过
广东精品森林旅游线路。

广东这些精品森林游线路

5A级为中国旅游景区最高等
级，代表着中国世界级精品的旅游
风景区等级。 5A级旅游景区，无疑
是能让游客流连忘返的好地方。而
要成为5A景区首先要拿到“入场
券”，成为被列入国家5A级旅游景
区预备名单。 11月5日至6日，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在北京组织召开申
报创建5A级旅游景区景观质量专
家评审会议，庐山西海、金华双龙、
奉节白帝城、常德桃花源、贺州黄
姚古镇、马鞍山采石矶等景区入列
5A景区预备名单。

广西贺州黄姚古镇
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

市黄姚古镇

黄姚古镇发祥于宋朝年间，
有着近1000年历史，2007年被国
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

自然景观有八大景二十四小
景； 保存有寺观庙祠20多座，亭
台楼阁十多处，多为明清建筑。著
名的景点有广西省工委旧址，古
戏台，安乐寺等。

江西庐山西海
地址：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

市西南部，地跨武宁、永修两县

庐山西海是一处集亚洲最大
土坝水库、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全国佛教样板丛林、 国家水利风
景区、 国家森林公园为一体的山
岳湖泊型特大景区。

景区由庐山西海湖区和云居
山两大板块组成。 庐山西海原名
柘林水库， 水域面积308平方公
里，有3亩以上岛屿1667个，湖岛
风光秀丽，景色迷人，有“水中熊
猫”之称的桃花水母；有被誉为养
生之泉、 长寿之源的原生态富矿
温泉。

云居山自古有“云岭甲江右，
名高四百州” 的美誉， 主峰海拔
969米。山顶莲花城内的真如禅寺
历史悠久， 迄今1200多年， 是中
国佛教曹洞宗发祥地，1988年就
被列为全国三大样板丛林之一。

浙江金华双龙
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罗店镇

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是浙中
旅游胜地，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家徐
霞客考察喀斯特地貌的起点，以道
教名山、奇洞异景、林海莽原著称
于世，为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

景区内的金华山，双龙洞水石
奇观。冰壶洞银河倒泻，壮观无比，
堪称中国溶瀑之最；朝真洞曲折深
长、真人修道，一线天高达58米、移
步换景、奇妙异常。 仙瀑洞惊险刺
激，仙瀑落差达73米，为世界上溶
洞内单阶落差最大的瀑布。

重庆奉节白帝城
地址：位于重庆奉节县境内

白帝城·瞿塘峡景区由瞿塘
峡和白帝城两部分组成。

瞿塘峡是国内独一无二的陡
峭如削、山水相依的最高峡谷，是
长江三峡乃至中国旅游的标志性
景观之一，素有“夔门天下雄”之
称， 此图案更是被绘制到第五套
人民币10元纸币的背面。

白帝城历史人文资源厚重，
有刘备“白帝托孤”的历史典故，
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千
名诗人在此留下万首诗篇， 是中
华诗词绕不开的地标，2017年中
华诗词学会授牌奉节全国唯一的
“中国诗城”。

湖南常德桃花源
地址： 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

南34公里处

桃花源核心景区 12平方公
里，“武陵人捕鱼为业” 的沅江
风光带水域44 .48平方公里。 既
有以自然山水为基础的旅游环
境美 ， 也有以神话寓言为主题
的“人间仙境”美，更有以“桃花
源文化” 为依托的超凡脱俗之
美。

桃花源历史源远流长、 底蕴
深厚，有桃源观、靖节祠、“桃源佳
致”碑、方竹亭、水源亭、御碑亭等
文物。 还有秦溪、秦谷、桃花山、
桃源山、五柳湖、桃花源古镇等著
名景点。

安徽马鞍山采石矶
地址：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雨

山区采石镇

采石矶景区创建范围涵盖采
石矶观光区、荷包山战争遗存区、
望夫山文化旅游区、 长江湿地旅
游区和采石古镇休闲体验区等5
大功能区，囊括翠螺山、采石矶、
浩渺长江、婆娑竹林、太白楼、三
元洞、林散之艺术馆……自然的、
人文的景观悉数可赏。

其中，采石矶，又名牛渚矶，
以山势险峻，风光绮丽，古迹众多
而列“长江三大名矶”之首，素有

“千古一秀”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