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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周刊

中国游客成为
赴日本旅游“主力军”
人均消费最高的地方居然是个“村”
在赴日本旅游的外国游
客中，中国游客已成为当仁
不让的
“主力军”。
数据显示，2018 年赴日
本旅游的中国内地游客达
838 万 人 次 ，创 历 史 新 高 。
而日本旅游业界期待着，今
年这一数字能突破 1000 万
人次。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对
移动通信运营商、信用卡公
司等方面大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有趣结论：中国游客爱
去大阪打卡、在东京撒钱。
而且，你或许猜得到中
国游客在日本撒钱最多的地
方，却未必猜得到人均消费
最高的地方！

日游客三分之一都光顾过此
地，逛过难波、心斋桥、道顿
堀……
没错，就是那个可以一
边吃章鱼烧一边逛街的地
方，还有那个必去合个影的
格力高广告牌。
在哪里撒钱最多？

其中，中国游客最爱撒
钱 的 地 方 ，不 出 意 料 是 东
京。据 JCB 信用卡公司的
数据，2018 年中国游客在东
京的消费占其在日本整体消
费的 53.4%。
在市区町村级别的榜单
上，东京都的涩谷区成为吸
金第一名，以一区之力拿下
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额逾十
最爱去哪里打卡？
分之一。
从人数来看，包括中国
没错，就是拥有那个著
游客在内，外国游客对日本 名的多方向通行交叉路口、
东部和西部的涉足可谓平分 号称一次可有 3000 多人同
时过马路的涩谷区！
秋色。
记者几次路过，发现有
日本最大移动通信运营
商 NTT DOCOMO 旗下网 些中国游客甚至专门为了合
络 营 销 公 司 的 数 据 显 示 ， 影、录小视频而去打卡。
涩谷区除了汇聚世界各
2018 年，到访东京、北海道、
神奈川、千叶等日本东部地 地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
区的外国游客占入境游人数 药妆店、电器店和百货公司。
48.2%；到访京都、大阪、福 涩谷车站附近的东急东橫百
常常能看到
冈、兵库、冲绳等日本西部地 货店销售人员说，
奔着品牌而去的中国人。
区的游客占 43.7%。
不过，
从游客增幅来看，
人均消费最高的
日本西部更受追捧。与两年
居然是个
“村”
？
前相比，2018 年日本东部和
尽管东京都涩谷区的吸
中部吸引的游客增加了两成
多，而西部吸引的游客增幅 金能力有目共睹，但大数据
显示，山梨县山中湖村才是
超过四成。
其中，大阪中央区荣膺 中国游客在日本人均消费最
“最红打卡地”。据估算，访 高的地方。

根 据 JCB 信 用 卡 公 司
的数据，这个村子在人均消
费额的市区町村排行榜上高
居榜首。
据报道，因为邻近富士
山，这个只有 5000 多人的村
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在
当地投资，建酒店、民宿，并
发展起餐饮、购物一条龙的
服务链，吸引了一些喜爱富
士山的游客在村里住下来，
一边赏景，一边消费。村里
很多中小型店铺都可以直接
刷卡，
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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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旅游统计报告

中国赴波黑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近一倍
新华社萨拉热窝 8 月 12 日
电 波黑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
今年上半年旅游统计报告显示，
今年 1 月至 6 月，中国赴波黑游
客数量逾 4.5 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约 99%。
报告说，
波黑和中国持普通
护照公民互免签证协定生效，
是
中国来波黑旅游人数增长的主
要动因。

2018 年 5 月，中国和波黑
持普通护照公民互免签证协定
正式生效。根据协定，两国持
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
境、出 境、停 留 或 过 境 ，每 180
日停留最长不超过 90 日，免办
签证。
波黑今年还首次推出了中
文版旅游指南，
以吸引更多中国
游客到波黑旅游。

爱丁堡边缘艺术节

大阪是不是有点
“冤”
？
为何大家纷纷到大阪打
卡，却把更多银子花在东京？
首先，
大阪
“物美价廉”。
据《日 本 经 济 新 闻》分
析，大阪市是全日本民宿最
多的地方，也是出入境非常
便利的地方，于是游客们可
以方便地乘坐廉价航空而
来，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可以
体验地道民宿，还可以陶醉
在章鱼烧、大阪烧等地方特
色小吃中。
其次，游客把“扫货”留
在最后一站。
三菱日联研究与咨询公
司主任研究员塚田裕昭分析
说，有购物计划的游客喜欢
把钱花在旅游最后一站。
据日本法务省的数据，
多数访日的中国游客喜欢选
择“西进东出”路线，从大阪
等西部地区入境，从代表东
部的东京出境，因此多数会
在东京完成购物计划。
（新华社电）

代顿成为美国航空文化和旅游胜地
阿姆斯特朗等宇
航员登陆月球使用的
设备陈列在美国俄亥
俄州代顿美国空军国
家博物馆太空馆。
美国俄亥俄州代
顿是著名发明家莱特
兄弟的故乡。一百多
年前，莱特兄弟经过
反复试验成功发明了
飞机，实现了飞行的
梦想。从莱特兄弟开
始，代顿逐渐成为美
国的一个航空中心。
今天，代顿已建成航
空遗产国家历史公园
和美国空军国家博物
馆，成为航空文化和
旅游胜地。新华社发

这是 8 月 5 日在英国苏格兰
爱丁堡市中心拍摄的一名街头
艺人制作的草莓造型的气球。
每年 8 月，世界各地的街头
艺术表演者来到爱丁堡边缘艺

术节（又称艺穗节）展示才艺，
为
爱丁堡带来艺术的气息。2019
年爱丁堡边缘艺术节于本月 2
日开幕，
将持续至 26 日。
新华社发

泰国将打造世界高尔夫旅游目的地
泰国国家旅游局官员 7 日
在清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
是泰国推广高尔夫旅游的重点
市场，
泰国将推出更优惠的高尔
夫旅游产品，
吸引更多中国高尔
夫爱好者，打造世界级高尔夫目
的地。
泰国国际旅游与高尔夫商
务洽谈会议 6 日至 9 日在旅游
胜地清迈举行。活动期间，泰国
国家旅游局邀请了来自全球 2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5 家高尔夫
球从业者前来对接洽谈，其中，
来自中国的相关企业有 22 家，
占比最高。

泰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塔
涅告诉记者，
前来泰国旅游的中
国游客中，
有很多是专为体验高
尔夫运动的，且人数与日俱增。
除了参与运动本身，
中国游客在
购买球衣、器材及配套设施等方
面的消费是一般游客的 3 倍。
分管南亚太地区市场的泰
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差探说，
体
育旅游是泰国发展旅游业的一
大战略，泰国希望借此机会，向
全球高尔夫爱好者及旅游业者
推介泰国的高尔夫旅游形象，
推
动今年泰国高尔夫市场实现
3%的增长。
（新华社电）

南非开展全国性
保障外国游客安全活动
针对近期连续发生外国游
客在南非遭袭和遭劫事件，南非
政府日前发起全国性保障外国
游客安全活动，以遏制旅游业下
滑趋势。
南非旅游部长库巴伊·恩古
巴内当天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
敦举行的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
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
游客安全，让南非继续成为受欢
迎的旅游目的地。旅游部和相
关部门合作推出了保障游客安
全计划，
决定在主要景点和经常
发生抢劫的地方派专人巡视，
负

责向游客宣传安全知识、提供援
助以及处理和报告紧急情况
等。旅游部还将推出手机应用
程序，
向游客介绍安全常识和求
助电话等。
库巴伊·恩古巴内说，针对
游客的犯罪不仅破坏人们的旅
游体验，
而且严重损害国家的声
誉。她呼吁南非各社区和民众
积极参与保障游客安全的活动。
旅游业是南非的经济支柱
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18 年
旅游业为南非创造了 150 万个
就业机会。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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