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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蓓君）随着气温的

持续走低，各地的温泉度假区人气迅速上

升，国内温泉度假消费正式进入上升周

期。同程旅游日前发布的《国内居民温泉

度假消费研究报告 2017》显示，每年的 11
月份是国内温泉度假消费旺季的开始，周

边休闲温泉度假产品成为周末游主要目

的地。

中年人更爱泡温泉

《报告》数据显示，每年的11月份至次

年的2月份是国内温泉度假消费需求的旺

季。从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的

温泉度假区客流量将进入明显的上升周

期，上升趋势将一直持续到来年的 2 月。

“泡温泉”已成为人们冬季休闲度假的重

要选择之一。客源分布方面，广东、江苏

等是温泉度假产品的主要客源地，北京、

广州、上海等则是温泉度假消费需求最旺

盛的城市。具体的消费人群分析方面，温

泉度假产品的消费人群中女性占比过半，

年龄层分布方面，“80后”和“70后”是最大

的两个消费群体，而 48-57岁的中年人是

对温泉度假产品偏好度最高的人群。

“泡温泉”最主要的消费动机在于养

生或疗养，对于女性及中老年消费者具有

很强的吸引力。同时，随着休闲养生和周

边度假消费的大众化，“80后”“90后”群体

也正在加入到温泉度假消费中来，体现了

人们对于高品质度假产品不断增长的需

求。同程旅游副总裁、周边游事业部

CEO王凯表示，“旅游消费升级是大势所

趋，我们将持续提升用户体验，强化供应

链管理，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温泉度假、

休闲养生产品，满足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

的追求”。

温泉消费人均达210元

根据《报告》提供的一周客流量分布数

据显示，国内温泉度假区一周内46.6%的客

流量来自双休日，表明人们“泡温泉”的主

要消费场所是周边的休闲度假区。进入11
月份以来全国范围内人气较高的温泉（度

假区）主要有：天目湖御水温泉、南昆山温

泉大观园、苏州乐园四季悦温泉、珠海海泉

湾海洋温泉、大午温泉会馆、泰山温泉城、

渔岛海洋温泉景区、泉眼温泉、圌山天沐温

泉、南昆山云顶温泉。热点消费城市方面，

北京、广州、上海、苏州、深圳、佛山、成都、

武汉、南京、重庆是温泉度假消费需求最旺

盛的10个城市，这些城市既有浓厚的温泉

养生和休闲度假消费氛围，同时，周边也都

有丰富的温泉资源。

随着各式温泉度假区的兴建，温泉度

假消费不仅是一线城市居民的专属，一些

中小城市的温泉消费热情也非常高，人均

花费甚至超出了一线城市。同程旅游《报

告》数据显示，全国主要城市居民泡一次

温泉的人均花费水平约为210元，单次“泡

温泉”人均花费水平最高的十个城市依次

为：黄山、杭州、珠海、金华、常州、宁波、长

沙、西安、荆州、青岛。

■本报记者 王延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11月

17日至11月26日举行。作为本年度最后

一个大型汽车销售展，众多车企不仅希望

在车展上能完成年度销量目标，更把车展

变成公司未来战略的展台。此次展会上，

上海汽车品牌集体亮相，不少车型还是首

次亮相。

上汽通用：
细分市场阵容强大

本届广州车展上，上汽通用汽车携旗

下凯迪拉克、别克和雪佛兰三大品牌、共

38款明星汽车亮相，向观众呈现了细分市

场的产品阵容。

其中，别克展台展出旗下新能源汽车、

高档轿车、高档MPV、高档SUV四大车系

的 17款主力车型。最受关注的当属别克

高端子品牌Avenir旗下重磅车型——君越

Avenir。该车采用创新麂皮绒面料包覆内

饰、19英寸皇冠型高级喷涂轮毂等设计，

力求呈现“细节至美”的品牌理念。上汽

通用汽车别克品牌市场营销部部长包晔

表示，Avenir车主可享受别克差异化的服

务，包括 24小时待命解决问题、给予到店

车主专属空间、私人养车/用车计划。“从

Avenir 的升级来带领整个别克品牌的售

后服务体验向上升级，这就是我们说的

‘品牌向上，服务向上’。”包晔说。

雪佛兰携 13款展车组成“高性能”与

“全功能”双元产品阵容全面出击。其中，6
款全新Redline车型首次亮相中国。此外，

雪佛兰双元产品阵容中的明星车型也一一

登场，包括实力中级 SUV探界者、全新创

酷，以及全新科鲁兹两厢、迈锐宝XL等。

凯迪拉克全系则共展出 8款车型：新

晋上市的全新一代凯迪拉克XTS、人气车

型凯迪拉克XT5轻混动车型、新美式科技

旗舰凯迪拉克CT6和CT6插电式混合动

力型、新美式运动轿车ATS-L等。

上汽集团：
多款互联网车型齐发

从荣威 RX5 开始，上汽乘用车近一

年多来密集投放了多款互联网车型，并取

得了不俗成绩。本次广州车展上，上汽集

团在“网联化”方面又向前迈进一步，在满

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不断打造差异化竞

争优势。

11月15日，上汽乘用车荣威品牌全新

紧凑型互联网 SUV 荣威 RX3 在广州上

市。新车共推出 1.8T和 1.6L两种动力配

置、7款车型，搭载与上汽通用联合开发的

新一代高效蓝芯 1.3TDI双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和NSE 1.6L新一代自然吸气发动机。

11月 17日，上汽乘用车携“全球首款

纯电动互联网休旅车”荣威Ei5首秀广州

车展，率先以“绿色出行”生态价值开启

“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的全新细分市场。

荣威Ei5是上汽首款完全基于新能源纯电

动架构设计的休旅车，也是全球汽车行业

首款纯电动互联网休旅车，拥有“互联网、

新能源、休旅车”的三大标签。

此外，荣威 RX5、荣威光之翼 Vi⁃
sion-E、荣威 eRX5 等明星产品也同台展

出。“豪华互联网新能源轿跑”名爵 6混动

车型也在广州车展上首次亮相。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乘用车总经理

王晓秋在采访中表示，“网联化”是上汽集

团“新四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上

汽乘用车在与其他车企竞争中超越别人

的地方。未来，上汽乘用车的网联系统会

不断迭代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智能的

用车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芯片供应商展

讯通信日前正式宣布携手天猫，助力新零

售生态发展。双方合作的首款新零售无人

终端—天猫智能冷柜已于 2017年“双 11”
期间推出。

目前市面上自动售货机均采用RFID
芯片识别技术，需在每件商品上贴上RFID
芯片，成本高、耗时长，规模应用推广难，且

每次用户只能取出一件商品。天猫智能冷

柜操作简单，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打

开柜门，取出想要购买的商品，然后用手机

完成支付，且支持一次性取出多件商品。

天猫智能冷柜是由天猫和展讯通信联

合提供整套智能解决方案。通过展讯通信

芯片搭建的主控平台管理、调控并采集冷

柜中各层柜架的货物信息数据，协同多路

摄像头，快捷地采集图像数据，并通过展讯

通信成熟的4G通信解决方案，将数据快速

回传至后台数据库，从而完成“无人零售”。

本报讯（记者 王延）亚马逊中国

第四届“海外购物节”即将迎来高潮，其

备受关注的 72小时“黑色星期五”大促

将在 11 月 23 日拉开大幕。11 月 27 日

起，亚马逊中国还将推出“网购星期一”

系列促销活动。

据介绍，亚马逊中国第四届“海外

购物节”集结了来自亚马逊中国及亚马

逊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四大海外站

点，横跨“双 11”“黑色星期五”和“网购

星期一”等重大年终网购节点，时长超

过 30 天。其间，亚马逊 Prime 会员服

务、海外购、精品超市等三大核心业务

联手为消费者在年终购物季带来更多

服务。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物

流中国总裁薛小林此前在参加第三届

浦东“互联网+”大会时曾表示，2014
年，亚马逊在中国独创了一站式跨境直

邮物流模式，通过亚马逊智能运营系统

将每一段运输节点连接，由欧美日运营

中心直发中国，将亚马逊在中国的 10
多个运营中心和 500 多条运输干线网

络与境外网络无缝对接，大大降低跨境

运输成本，同时可确保稳定、快速的跨

境送达时效，实现了全程可追溯，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一站极速送达的“跨境购

物直通车”体验。

“这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物流模式上

的一大创新。”薛小林称，正是借助这一

创新，亚马逊在中国成功推出了全球首

个跨境全年无限次免邮的Prime会员服

务，并成为中国跨境电商业务快速增长

的加速器。”

统计数据显示，亚马逊 Prime会员

服务自上线以来广受中国消费者欢迎，

截至今年 6 月底，亚马逊 Prime 注册会

员数比上线首月增长超过 8 倍，并且

Prime会员服务已经为中国Prime会员

节省了过亿元人民币的运费，极大释放

了中国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为配合“海外购物节”活动，亚马逊

中国正式宣布北京和上海的Prime会员

在订购海外购美国的商品时，可享受最

快3-5个工作日送达的配送服务。

此次“海外购物节”期间，亚马逊中

国还宣布，将自 11月 27日起特别推出

288元/年的Prime会员年费尊享价，以

回馈中国市场对 Prime 会员服务的喜

爱。同时，全新尊享价还将配以“入会·
续费尊享礼”。

本报讯（记者 王延）11月 20日，阿

里巴巴集团、Auchan Retail S.A.（欧尚零

售）、润泰集团宣布达成新零售战略合

作。根据战略协议，阿里巴巴集团将投

入约 224亿港元（约 28.8亿美元）直接和

间接持有高鑫零售36.16%的股份。

高鑫零售是中国规模最大及发展最

快的大卖场运营商，负责运营大润发和

欧尚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业务。截至今年

9 月，高鑫零售已拥有 454 家大卖场，其

中大润发376家、欧尚78家。

相关数据显示，高鑫零售去年全年

营收超过 1000亿元，在零售市场份额为

7.8%，位居第一，高于华润万家和沃尔

玛、家乐福等。

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表示：“高

鑫零售是国内最大的商超卖场运营者，

此次战略合作，意味着零售业将实现以

条形码扫描为代表的 IT 时代向以大数

据和线上线下融合为代表的DT时代跃

迁，这在全球商业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欧 尚 零 售 首 席 执 行 官 Wilhelm
Hubner 表示：“实体零售及线上零售的

领军者强强联手，能够更好地服务中国

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世界级

购物体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次战略协议

最重要的一个合作项目将是盒马鲜生。

高鑫零售可能“承接”盒马鲜生全国主要

区域市场的拓店计划。目前，盒马鲜生

与天猫超市在一二线拥有较高市场渗透

率，但在三线及以下市场则相对不足，与

高鑫零售的合作将会使阿里巴巴的新零

售深入到三四线城市。

气温下降 温泉度假消费进入上升周期

阿里28.8亿美元
入股高鑫

上海汽车品牌集体亮相广州车展
抢占细分和新能源汽车市场

亚马逊中国“海外购物节”迎来高潮
海外包裹最快3个工作日可送达

展讯携手天猫
推出无人智能冷柜

广州车展上亮相的全新一代凯迪拉克XTS。 □东方 IC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上周日，

2017 上海国际童书展在上海世博展览

馆落下帷幕。在三天的展会期间，360
余家国内外童书出版和文化创意机构

携 6万余种童书参展，共吸引了约 3.5万

人次普通观众参观，约 1.5 万名专业观

众洽谈版权交易。一批中国原创童书

不仅现场热卖，获得读者与国外出版商

的追捧，还达成了版权输出意向。

本届国际童书展上，众多讲述“中国

故事”的优秀童书销售火爆。少年儿童

出版社的《三毛漫画（经典版）》，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的《开天辟地——中华创

世神话连环画绘本系列·人物谱》，上海

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童话绘本”系列、《古

韵童声》等，都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欢

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AR中国经

典故事：花木兰》，以其新奇有趣的交互

式阅读方式，吸引小读者踊跃体验，展会

现场还有AR公司寻求开发合作。

童书展也成为中外童书“走出去”

“引进来”的版权交易平台。展会期间，

国内外童书出版机构和专业人士展开童

书版权的交易，达成了数量可观的引进

与输出意向。少年儿童出版社取得了丰

硕的版权贸易成果，输出品种 24 种，达

成输出意向20种、引进意向8种。其中，

《布罗镇的邮递员》与韩国、埃及、越南等

国的出版社签定了版权输出合同，与美

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伊朗等国的出

版社初步达成了输出意向；《十万个为什

么》（第六版）在成功输出越南、马来西亚

等国后，此次又与韩国、印尼等国的出版

社达成初步输出协议。此外，《男生贾里

全传》还签订了保加利亚语、阿拉伯语和

印尼语的版权输出合同。

此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开

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

系列》及《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连环画绘本系列·人物谱》，特邀当代名

家绘制，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这

两套书在童书展上一亮相，即引起了国

外出版商的关注，并积极接洽版权交易

事项。

2017上海国际童书展落幕

“中国故事”童书
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