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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既不喜欢千篇一律的跟团

游， 又懒得花时间做自助游攻
略怎么办？ 一种既能自己少操
心、 又能玩出新花样的定制旅
行模式渐成消费者“新宠”。

携程网公开数据显示，自
2016年线上定制旅行平台推
出后， 定制旅游团量全年增长
超过400%，用户需求单月最高
已突破8万单。

“小而美”的定制旅行，为
何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高速扩
容的定制旅行市场， 又该如何
培育用户习惯？

【现象】
定制旅行团量倍增

近日， 忙着筹备婚纱照的
鲁中书发现， 除婚纱摄影公司
外， 还有不少提供私人定制服
务的婚照旅拍团队，“私密性较
高，客服说全程还有管家指导，
听起来省时又省力。” 在打听了
几家公司的定制旅行服务后，鲁
中书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采访中， 多家旅行平台
都表示， 端午节期间定制旅行
团量成倍增长， 家人团、 闺密
团、亲子团等“熟人小团”的组
队方式颇受消费者喜爱。

5月23日， 记者在海外定制
旅行网站无二之旅上看到，定制
旅行的基础价格为每人4980元
至52480元。 据页面相关信息显
示， 一条售价为人均18280元的
“美国10天夏威夷蜜月之旅”项
目，购买人数已经超过110人。

除无二之旅、6人游、 指南
猫等创业公司通过定制旅行涉
水旅游行业外， 记者还发现，定
制旅行也吸引了许多在线旅游
平台入场。2016年2月，途牛旅游
APP开辟了“朋派定制游”专区；
4月， 携程旅游发布定制旅游平
台2.0版本……去年至今，已经有
飞猪、 驴妈妈等近5个在线旅行
平台宣布入局定制旅行市场。

携程网数据显示，自2016
年线上定制旅行平台推出后，
定制旅游团量全年增长超过
400%，用户需求单月最高已突
破8万单， 预计2017年订单量
将突破每月12万单。 驴妈妈旅

游网CEO王小松在接受三湘都
市报记者采访时就透露， 今年
以来， 湖南地区定制旅游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倍。

【体验】
下单仅需1分钟

记者注意到， 伴随着移动
互联网技术和社交网络的日趋
成熟和发展， 消费者通过手机
客户端将可享受到更便捷的下
单体验。

5月23日，记者打开携程旅
行APP首页点击定制旅行模块
后发现， 携程提供个人定制和
公司定制两种成团方式， 备选
目的地不仅包括了国内外热门
旅游城市， 还出现了如福克斯
冰河、 塞舌尔等相对冷门的景
点，人均预算从100元至10000
元以上不等。 在提交了出行时
长、成团人数以及人均预算后，
平台便提交订单并为其匹配定
制师接单。

途牛旅游APP定制服务与
携程相似， 如果消费者的相关
要求明确， 从提交相关选项到
下单完成仅需1分钟就可完成。

而驴妈妈旅游APP上还有
亲子游学、 环球自驾等主题的
“半定制”产品，部分产品不提
供往返机票、签证费用，但会为

消费者规划好主要行程， 如当
地住宿、景点等。根据平台“一
团一议” 的报价方式和目的地
差异， 人均底价从2980元至
39000元不等。

【市场】
受中高端消费者青睐

作为游离在自由行与跟团
游之间的出游新方式， 定制旅
行为何能在一年内迅速扩大市
场规模？

曾在今年1月消费过印尼2
人定制旅行的段小姐就为这种
出游方式点赞。她表示，定制旅
行大多是一对一服务， 在与定
制师沟通时用户体验较好，行
程自由度也很高，“在曼谷拍婚
纱照时，全程都有人陪同指导，
最终的成片也非常满意， 在朋
友圈收获了几百个赞。”

另一位“尝鲜者”王小松表
示，定制游为偏好“懒游”的高
净值人群找到了较好的平衡
点， 既有专业旅游线路设计师
按照自身需求打点行程， 也避
免了和陌生人组队。

【发展】
消费习惯仍待培养

调查中， 记者发现热火朝

天的定制旅行背后， 也出现客
单价较高、成单率较低等问题。

携程大数据显示， 湖南地
区定制旅行客户的人均预算超
过5500元。在调查中，不少消费
者也反映， 定制旅行的人均价
格往往过万，“如果不是缺乏出
国旅行经验， 不会考虑价高的
定制服务。” 一位受访者如是
说。

对于消费者吐槽的人均价
格偏高问题， 某定制旅行公司
负责人黄先生也表示无奈，“顾
客需求各种各样， 随之增长的
价格却让不少消费者难以接
受， 目前定制旅行的成单率较
低，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
的经营成本。”

不过，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旅游学院院长、 教授钟永德认
为， 定制旅行兴起的是旅游行
业迎合个性化需求， 细分市场
的结果。 定制旅行的内涵就是
消费者为定制师的旅行攻略付
费， 目标客户应该是收入较高
的白领，不能通过“价格战”来
开拓市场，“要将定制旅行发展
为大众体验， 首先要培养消费
者的定制旅游习惯， 相同的目
的地， 不同的旅行方式产生的
旅行效果可能有天壤之别”。

■记者 朱蓉 梁兴
实习生 黄亚苹

遗失声明
张家界金手指休闲娱乐有限公
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2年 9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30800000024876，声明作废。

◆刘兴中遗失长沙医学院毕业
证，证号 108231201006000066，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000 万元人民币。 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书面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
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湖南金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 5 月 23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7 年 6
月 1日 15 时在 “闲置拍卖”微
信竞价平台上对新民路 88 号
（1456m2）、 解 放 西 路 72 号
（105m2）、白沙路 229 号临街二
楼（139.2m2）房屋 3-4 年租赁使
用权进行公开拍卖。 详情见拍
卖资料，即日起接受咨询，在标
的所在地进行展示， 有意竞买
者请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 17
时前持有效证件及 5 万元保证
金前来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地址： 岳麓区观沙路 160
号龙柏湾商业街 B 栋 305 室
电话：黄先生 17749679858
工商监督：89971678
www.xianzhipai.com

湖南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协拍：湖南闲置拍网络科技

遗失声明
永兴县汽车修配厂遗失永兴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 1993 年 2 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证号 43
1023000004947；国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 431023188
0419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可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已作废
发票 2份，发票代码：4300151320，
发票号码：00659481、00659482，
声明作废。◆李志伟遗失八大员证书编号 431610

30000608，声明作废。

◆陈江波遗失八大员证书编号 431610
30000607，声明作废。

◆许乐娟遗失八大员证书编号 431611
40004860，声明作废。

◆黄英遗失八大员证书编号 43161060
0122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莫干山板材销售部遗失由永顺
县工商行政管局 2013年 3 月 13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3127600089266，声明作废。

◆谭茜（父亲:谭勇华 母亲:谭
艳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233830，声明作废。

◆符瑶（父亲:符飞龙 母亲:刘
研秀）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9485，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遗失公告
何迪凡、晏冬梅因保管不善，
将株房渌口镇字第字 00032030
号不动产证书遗失，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公告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齐粤源

遗失声明
汝城县龙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汝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1 年 5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102600000625
2；遗失汝城县国税局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湘国
登 43102676329553X； 遗 失 汝
城县地税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 432828650101013 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宝格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24535202； 遗 失 发 票
领购簿一本，税号：430111399
322975，声明作废。

◆朱子瑞（父亲：朱超，母亲：
沈云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11552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北岗柑桔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蒋明初 13036765108

注销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百分号图文设计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定 13203136866

遗失声明
长沙闽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05
38939301）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远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杨志权，电话 13787856988

注销公告
株洲市家美乐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凌勇根 18273356384

◆郭智轩（父亲:郭武林 母亲:
易毓琼）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392869，声明作废。

◆李睿岚（父亲:李勇 母亲:肖
佩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72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嘉华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晏荦，电话 15920271777

遗失声明
湖南九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4 年 11 月 2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30001673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新化维多利亚营业部
经股东会于 2017 年 5 月 25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谢金
坤 ， 电 话 13349680088 地
址：新化县上渡办事处上梅
东路 45 号维多利亚酒店内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汤荏鹏（父亲：汤建忠，母亲：
李美丽）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396656，声明作废。

定制旅行：“小而美”，有点贵
客单价虽高但成单率低，消费习惯有待培养

既然要去看世界
有人或许不怕贵

从跟团游到自由行，再到定制旅
行，旅游形式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愈
发丰富。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
是旅游行业日趋成熟的必然结果。

如何从精准客群中挖掘出他们
的消费痛点和痒点，满足其真正消费
所需，并逐渐培养成消费习惯，成为行
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不花太多心思又能够享受到与
“自由行” 几乎无异的消费体验，这
是定制旅行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对
这部分消费者来说，价格或许并非最
大考量。毕竟，在大多数的人的概念
里，去四处看世界，本就是件奢侈的
事，要有好的体验，自然不会怕贵。

主推定制旅行的商家， 则更应
在定制旅行产品的开发中找准定
位，如果主打中高端，则应把着力点
放在如何持续提高消费体验上，一
味强调如何将报团成本一再降低，
则反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终可
能落得个“两头空”。

在定制旅行市场上，除“雨露均
沾”的大型旅游平台外，不少希望通
过刚刚开始萌芽的定制旅行项目实
现创业突破的小型公司也不在少
数。这其中，谁能拔得头筹，或许关
键就在于谁能够更清楚自己应该朝
着哪方面去努力， 拥有更多旅行社
资源的或许能够抢跑， 但拥有更多
忠实粉丝才是长久发展的动力。

■记者 朱蓉

旅行定制师
负责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从

路线、方式和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客
户按需供给的具有浓郁个人专属
风格的旅行，提供“一对一”式的高
品质服务。多数情况下，定制师的
收入由平台提供的底薪及订单分
成构成。

钟永德告诉记者， 在沿海地区，
旅行定制师的概念早已被广泛使用，
“随着定制旅行产业的不断发展，对
专业定制旅行人才的培养，或许会成
为定制旅行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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