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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微信发布《2017
微信春节数据报告》，报告显
示，除夕至初五，微信红包收
发总量达到460亿个，同比较
去年增长43.3%；其中湖南收
发红包分别为18.3亿笔、4.6
亿笔，均位居全国第六。

走过四个春节， 微信红
包俨然发展成为替代贺卡、
纸质红包的全新情感表达工
具。数据显示，除夕至初五，
微信春节红包收发数达460
亿个，其中，广东向湖南发了

最多红包， 其次为湖南-广东、
广东-广西、广西-广东、北京-
河北。

广东省以58.4亿个红包收
发数遥遥领先， 成为春节期间
“红包大省”。湖南玩红包成绩也
不俗， 收发分别为18.3亿、4.6亿
笔，均位居全国第六，其中长沙
收发红包在全国城市排名第八。

从春节红包的年龄段流向
来看， 同龄人之间红包往来往
往更活跃， 80后、90后是红包
主力军。 ■记者 杨田风

春节假期结束，据湖南省
商务厅监测，春节“黄金周”期
间，湖南544家零售、餐饮企
业累计实现零售额27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1.5%。其
中，传统年货、文体娱乐、旅游
休闲等成为节日消费的亮点。

购：
大促销人气旺，热点突出

春节“黄金周”，各大商场
打折促销活动丰富， 消费者
“买买买”的需求尽情释放。据
长沙市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
春天百货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约26%，王府井购物中心销售
额同比增长约24%，大润发超
市销售额同比增长约23%，沃
尔玛黄兴南路店销售额同比
增长约15%。

年俗商品、食品、烟酒、
服装等传统商品依然是春节
期间的热销大户，其中，长沙
市重点监测企业食品类销售
1755.7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
比 增 长 12.72% ， 株 洲 市
421.96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9.81%。 鸡元素金银饰品受
到消费者追捧，衡阳市、张家
界市、 怀化市重点监测企业
金银珠宝类销售同比分别增
长54.9%、15.85%、15.56%。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消
费者对高品质商品青睐有加，
超市里的绿色蔬菜、肉类、时令
水果等非常受欢迎，礼盒、中档
酒水饮料等年货销售红火。

吃：
长沙餐饮营收过千万

春节期间，“走出去、吃
饱归”成为流行趋势，餐饮市
场消费火爆，团圆家宴、亲朋
聚餐成为市场主角。 步步高
新天地、 金茂览秀城等城市

综合体的品牌餐饮门店不打
烊，吸引众多消费者前往就餐。
各大餐饮企业推出了不同档
次、 不同品味的餐饮品种和经
济实惠的新春家宴， 满足不同
层次消费者的就餐需求。

黄金周期间， 长沙市重点
监 测 餐 饮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1023.41万元，同比增长9.96%，
火宫殿、 秦皇食府等品牌餐饮
企业则成为消费者最青睐的选
择。数据显示，火宫殿营业额同
比增长约8%，客流量同比增长
约9%；秦皇食府营业额同比增
长约14%； 通程麓山大酒店营
业额同比增长约24%。

游：
乡村旅游走俏市场

大过年，民俗活动、休闲旅
游、文化娱乐等消费方式受到百
姓欢迎，以乡村旅游为主的短线
游、自驾游、自助游走俏市场。

长沙市湘江古镇群推出的
春节系列活动包括祭窑神、迎
新花展、鱼主题厨艺大赛等，春
节假期共接待游客4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3.3亿元。 衡阳市
衡南宝盖、珠晖茶山坳、常宁庙
前等乡村旅游景点和欧阳海山
庄、 绿野芙蓉山庄等乡村旅游
服务区（点）受到游客青睐，游
客人数和旅游收入同比均有大
幅上升。 岳阳市自驾游呈井喷
式增长，占总接待量85%以上，
游客以湖北、 江西、 广东及长
沙、武汉等地居多。郴州市北湖
区三合村平均日接待游客在
1.5万人次以上；桂阳樱花园人
气爆棚，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达4
万人次。 怀化市各县市组织了
丰富多彩的土家苗年民俗活
动，吕洞山、泸溪红土溪村、吉
首坪朗村等乡村旅游区点备受
游客青睐， 到美丽乡村寻找乡
愁成为广大游客及市民的重要
选择。 ■记者 杨田风

春节黄金周已在热闹的
欢庆气氛中落下帷幕。记者综
合几家线上旅游企业的大数
据分析，2017年春节旅游市
场继续呈平稳上升态势。三亚
是国内游的最热目的地；出境
游继续保持高人气，出游人次
占比近半达48%，泰国最受追
捧。长沙成为出游人次增长最
快的城市之一。

长沙入围出游人次
增长最快城市

1月作为2017年“最火旅
游月”，继元旦之后，居民出
游需求在春节期间爆发。
2017年春节黄金周，260个
出发城市的游客通过途牛旅
游网和途牛旅游APP预订各
类旅游产品，前往全球140个
国家和地区。

哪些城市的消费者最热
衷春节旅游？ 客源地人气排
行榜显示， 出游人次排名前
20的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南
京、天津、深圳、杭州、广州、
武汉、苏州、成都、西安、宁
波、重庆、无锡、沈阳、温州、
青岛、佛山、常州、长沙。

从出游人次增速角度而
言，客源地前20名城市中排名
前十的依次为佛山、 常州、南
京、武汉、长沙、苏州、无锡、上
海、深圳、青岛。除上海、深圳
外，大部分属于二三线城市。

国内最爱去三亚
出境泰国成首选

据了解，春节期间，52%

的游客选择国内旅游，48%的
游客选择出境旅游。

春节国内旅游度假哪里最
热？人气排行榜显示，前20名依
次为三亚、丽江、厦门、大理、上
海、北京、杭州、昆明、哈尔滨、
广州、成都、嘉兴、珠海、牡丹
江、苏州、西双版纳、迪庆、南
京、白山、西安。其中，今年春节
成都游客量增速超过100%。

由于收入的增长、 带薪休
假的普及等， 出境游市场在今
年春节继续火热。 排名前20位
的出境游目的地国家依次为泰
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
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
国、意大利、瑞士、菲律宾、澳大
利亚、马尔代夫、德国、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柬埔寨、埃及、西
班牙、新西兰。其中，泰国遥遥
领先， 游客出游人次占出境游
总人次的近25%。

最远南极过大年
邮轮游客同比增94%

这个春节， 最远的行程归
属世界的尽头———南极洲。据
途牛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近十
位游客预订了1月21日出发的
“海钻号+南美+南极16-31日
游” 产品， 游客大部分来自上
海。

邮轮海上过年也是游客新
春旅游的新方式。春节期间，邮
轮产品游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94%， 最热门目的地前十名依
次为福冈、长崎、济州市、那霸、
普吉、下龙市、佐世保、冲绳、石
垣、八重山郡。

■记者 梁兴

春节花销大手笔，零售餐饮收入27亿
较去年增11.5%，传统年货、文体娱乐、旅游休闲等是消费热点

出游人次大增，长沙人越来越爱春节游
国内游三亚最旺，出境游泰国最火，最远南极过大年

八方来客，热了“十八洞”。1月30日，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游人如织。 记者 李健 摄

总共20多亿笔
湖南人收发红包均居全国第六

本报2月3日讯 今年春节假
期，湖南全省各地天气基本晴好，
假日旅游、 新年祈福让省内景区
格外火爆。 湖南高速公路监控中
心提供的数据显示， 春节旅游黄
金周期间， 南岳成为我省人气最
旺的景区，凤凰、韶山、张家界紧
随其后。

1月28日-2月2日（正月初一
至初六）这几天里，最先迎来流量
峰值的是南岳收费站， 仅大年初
一的流量逼近两万辆， 远远高出
其他三个景区春节假期的峰值。

据了解， 南岳衡山历来都是
欢度春节、登高祈福、新年添旺的
首选之地。那么，在接下来的元宵
灯会等民俗活动中， 去南岳怎样
避开车流高峰呢？

省高管局给出了以下建议：
1.江西、株洲的朋友可走南

岳高速东延线。
2.从长沙方向过来的建议走

岳临高速（S61）。因南岳南马公路
（S339） 南岳至东湖地段坡陡、弯
急， 建议广大车主朋友选择以下
绕行线路进出南岳： 经潭衡西高
速由北往南进入南岳的车辆，在
白果收费站下， 沿S314省道转
G107国道至南岳；经潭衡西高速
由南往北进入南岳的车辆， 经衡
阳松木互通进入南岳高速（S51）
至南岳。

3. 选择京港澳高速（G4）行
驶， 经大源渡互通进入南岳高速
（S51）进出南岳。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江钻

南岳成我省
春节人气最旺景区
省高管局教你元宵节避堵

过年·旅游

·春节黄金周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