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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出境游市场概况 

• 2018年，尽管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英国退出欧盟等政治不确定性占据了新闻头条，欧洲出境游市场整体表现仍较为

良好，主要受一些低成本航线兴起的推升。 

 

• 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并不能阻止欧洲游客出游，但会影响他们选择的目的地。一些新的目标群体游客对部分专属的、

个性化的旅游体验产品产生了需求。 

 

• 根据ABTA的研究显示，虽然英镑持续走软，度假仍是英国人优先的消费支出，在2017年9月至2018年8月期间，有

86%的英国人口度假，包含国内外度假。 

 

• 法国出境游市场的增幅低于其旅游业的整体增幅，而其时尚城市休闲游的比重在逐步增大。 

 

• 超过一半（53%）的德国人每年至少要去国外度假一次。有机构预测，预计到2020年，德国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

500万，且出境游消费也将持续增加。 

 

 

 



欧洲出境游市场主要特征 

1. 出境游市场在上升，趋向于去往安全的目的地 

尽管全球地缘政治出现不稳定，但欧洲出境游市场仍在稳步增长。然而，欧洲游客越来越多地选择他们认为相对安全

的目的地，这为安全性未受影响的目的地创造了机会。于此同时，安全性受影响的地区也需要为其旅游业的复苏做好

准备。例如，他们从传统的目的地如埃及、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家转向阳光明媚的目的地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等。 

2. 旅游体验的转型 

欧洲游客倾向于寻找独特的旅行体验，并形成长久的回忆。因此，他们对非传统目的地的真实体验非常感兴趣，因为

他们可以和当地的居民进行互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文化和自然资源和这一趋势完美匹配。例如，欧洲游客会寻找当

地的食材，与当地居民一起准备餐食。 

3. 成熟的客源市场更喜欢个性化的旅行 

个性化旅行越来越受到欧洲游客的欢迎，尤其是来自成熟的客源市场。他们会为游客根据个人喜好和预算提供选择。

由于欧洲游客的旅行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们越来越想自己控制和安排假期。这种趋势在西部和北部较为成熟的客源市

场尤为明显，并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发展。 



欧洲出境游市场主要特征 

4. 新的目标游客群体逐渐形成 

新的欧洲目标游客群体正在形成新兴的有趣的市场。如果你能满足他们特定的需求和偏好，

这些群体可能会为你提供良好的机会。随着欧洲人口年龄和家庭构成的变化，新的旅行者出

现了，包括高级旅行者、残疾游客、独行者、同性恋旅行者、单亲父母等。 

5. 专业的在线服务正在成为一种必需品 

为了吸引欧洲游客，在线体验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交媒体、评论网站和博客是与潜在客

户交流的关键渠道。社交媒体正在成为欧洲游客规划旅行和了解信息的主要途径。 



德国市场 



旅游数据 

 

• 假期总数: 德国人拥有较多的假期，平均每年的总假期为25-30天。 

• 假期长度：2018年，德国人主要假期的平均长度为12.9天  较前些年有轻微下滑。 

• 主要预订期: 大多数假期的规划和预订集中11月初到4月初。  

• 旅游人次：根据2018年数据，德国休假人数为550万（2017年的数据是541万）。  

• 人口属性：65-74岁年龄层的出行强度显著提升（2017年为50%，2018年上升到61%）。 

• 增长型市场？尽管旅游市场存在少量增长，但德国旅游市场为非增长型市场。在过去的20年，旅游需求和游客数量在一个
较高水平上保持平稳。 

• 旅游支出：由于假期长度的缩短，人均旅游支出相应减少，但人均每日支出基本持平。目前的出行总量超过7000万人次，
支出总额超过710万欧元。 



预订模式 

 

• 线上 vs. 线下: 2018年, 43% 的假期为线上预定，57%为通过旅行社预定。数字化促使假期预定发生了长期的结构化的变化。 
(信息来源: DRV, status: 2019年7月）.  

• 假期的组织: 对于中长途旅行来说，跟团游依然流行，并保持稳定。（跟团游比例：2013: 42%  2018: 40%)  

• 旅游批发商概况: 德国旅行者钟爱旅游批发商，全国有2,500家旅游批发商和11,000多家旅行社，基于常住人口来计算，德
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旅行社网络。 

• 旅游批发商收入增长：2018年，旅游批发商收入达到历史新高，为360亿欧元（2016年的数字为312亿欧元）。 

• 旅行社收入增长：在旅游批发商收入以年均近2.5%的速度持续增长时，旅行社的收入增长自2015年来处于停滞的状态，但
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2018年达到269亿欧元（2005年为220亿欧元）。 

 
 



德国游客出境游行为概述 

数据来源：Eurostat，www.deutschland.de 

• 德国游客以35-49岁居多，但25-34岁的人群在未来将持续增长。 

 

• 虽然德国人全年旅游，但是主要的时间仍然是每年的5月至8月，占到了全年73.2%的份额。 

 

• 德国在选择出境游时，主要的预订时间在1月至3月。 

 

• 特殊类型的假日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巡航和露营等。此外，具有吸引力的风景、名胜和友善的当地人一直占据

着德国居民选择度假目的地的十大理由中的前三的位置。 

 

• 62%的人们希望在假期中得到休息，25%的人希望有所体验。 

 

• 德国人乘坐邮轮人次全球最多。 

 

• 值得注意是，德国居民在出境游时会大量花费在食宿上面。 

 

 



2018目的地偏好 

 
• 高忠诚度: 40%的德国人是多次旅行者。从个人层面来讲，因人而异。德国人喜欢西班牙，但不是每次都会去马略卡岛。他们会去巴

塞罗那和马德里、加那利群岛和安达卢西亚。 

• 目的地偏好：德国仍是德国人最重要的假期目的地，占比27%。国际旅行持续增长：2018年，73%的假期为海外假期（2/3的目的
地为地中海地区，1/3为驾车可到达的邻近国家）。在海外假期中，只有8.1%是长途旅行（信息来源：DRV, March 2019）。 

• 目的地赢家：总体来说，地中海地区是德国海外旅行者最钟爱的目的地，2018年在所有主要假期旅行中的占比为36.8%；紧随其后
的埃及的海滨假期。 

• 2018年牌名前5的旅游目的地: 25年来排名基本保持不变，各目的地的占比也基本不变（信息来源：RA Reiseanalyse 2019）：  

• 西班牙，14% (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大陆) 

• 意大利，8% 

• 克罗地亚，3% 

• 埃及（非地中海海滨地区），2% 

 



   

 

 2018长途旅行 – 不同地区市场份额 



   

2018十大度假目的地 

国内 海外 

2018假期旅行数：
2010亿人次 

西班牙 
 

意大利 
 

土耳其 
 

奥地利 
 

希腊 
 

克罗地亚 
 

法国 
 

荷兰 
 

波兰 
 

埃及 



   

旅游目的地 – 2019年竞争态势 

 

• 2019年预订 – 1月状态：预期需求减少 

• 主要的地中海目的地2019年预期达到底线，最好的情况下，会有来自德国市场的微小增长。9月旅游批发商托马
斯·库克破产，这些旅游目的地损失巨大。 

• 通过线上线下进行的旅游目的地预定和上一年相比有所减少。 

• 对于土耳其的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埃及同样如此。 

• 对于希腊和突尼斯的需求降低。 

• 西班牙市场2018/2019旅游年度开局即处于弱势状态，并持续处于较弱的状态。 

 

• 2019年趋势– 7月状态: 确认需求减少 

• 长途旅游目的地的预定增长强劲，对中途旅游目的地的需求轻微下滑。以下数据来源于FVW与TrevoTrend和
Holidaycheck合作进行的酒店排名计划。 

• FVW酒店排名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预定查询量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特别是在那些驾车或搭乘火车可到达
的目的地，预定查询量达到去年的2倍多，例如法国（增加了159个百分点），德国（增加了120个百分点），意
大利（增加了114个百分点）以及克罗地亚（增加了113个百分点）。 

• 西班牙市场是规模市场，增长达到11%。 

• 一些中途旅游目的地市场出现下滑，例如土耳其（下滑9个百分点），埃及（下滑13个百分点），保加利亚（下滑
4个百分点）。 

 
 



   

假期的组织与预定（2010 vs. 2018） 

组织 预定渠道 

（模块式）套餐预订 

 

住宿预订（单独） 

 

票务预订（单独） 

 

其它部分（单独） 

 

不提前预订 
 

在线 

 

面对面 

 

电话 

 

Email 

 
信件/传真 



   旅游花费 
 

• 平均花费：德国旅行者主要假期的日均平均花费是98欧元。按平均停留天数12.7天折算，人均花费为1,250欧元。这包含了所有相
关的旅行成本，包括在目的地的购物和外出花费等。 

• 旅行态度: 旅行被认为是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省钱、存钱以便能够旅行和度假。 

• 增长原因：旅游花费增长的原因如下 

1) 对于质量和便捷性的更高的要求 

2) 航空旅行的增长   

• 决策因素: 对于德国旅行者来说，价格是核心的决策要素。从价格敏感度出发，性价比比较高的海滨目的地在此方面更有优势，例
如土耳其和希腊，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则需应对因为目的地价格水平和机票费用增长所导致的预订延迟和减少, 特别是西班牙各岛屿。
举例：如今在加那利群岛一天的花费已经和在美国一天的花费差不多水平了（ 125 EUR vs. 134 EUR ）。 

信息来源 ：Tourismusanalyse 2019, Stiftung für Zukunftsfragen 
 



   

如果可能，我的假期应该更加注重
社会接受性、资源节省以及环境保

护。 

可持续性和其它因素一样，是在规

划旅行时应考虑到的一个方面。 

在其它同等条件下，可持续性是最

终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度假旅行中可持续性的作用 



   

DACH地区的旅游批发商市场（德国、奥地利、瑞士） 
 

 

 

 

 

 

 

 

 

 

 

 

 

德语市场最大的旅游批发商 
2018年收入（单位：百万欧元） 

旅游批发商市场份额 
2018年德语市场中旅游批发商市场总额达到412亿欧元 

• DACH地区是强旅游批发商（TO）市场。DACH市场中的旅游批发商格局紧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国第二大旅游批发商，市场份
额达到9.7%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于2019年9月破产。 

• 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 一直是德国人钟爱的旅游目的地市场中的主要经营者，包括西班牙（主要为加纳利群岛和巴利阿里
群岛）、土耳其、希腊和埃及。 

• 曾经也是目前的市场领导者TUI在10月中宣布，将填补这部分空白，增强在上述地区的业务。 



英国市场 



2019英国出境旅游趋势 

• 负责任的旅游正在成为主流 

 

• 旅行专家专业服务的再流行 

 

• 健康旅游正在兴起 

 

• 定制的包价旅游 

 

• 英国游客的邮轮体验 

 

 
信息来源: ABTA, Travel Trends Report 2019 



英国出境游客人数 

2009-2018年，英国出境游客人数稳中有升。2019年一季度，英国出境游客人数在1,76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

0.23%。 

数据来源：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英国出境游主要目的地 

数据来源：finder.com 

2017年，英国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都分布在欧洲地区，其中西班牙接待的英国游客人数达到了1,587万人次，位居首位。 

目的地 游客人数（万人次） 

1 西班牙 1,587  

2 法国 886 

3 意大利 416 

4 爱尔兰 342 

5 美国 340 

6 德国 291 

7 葡萄牙 287 

8 波兰 267  

9 荷兰 266 

10 希腊 238 



英国出境游客人均花费 

2009-2019年，英国出境游客的人均花费整体在540-640英镑之间，2019年一季度人均花费在623.5英镑，略低于

2018年平均花费。 

数据来源：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英国游客最喜欢的十大假期类型 

数据显示，英国游客最喜欢的十大假期类型中，城市休闲游和海滨度假游是他们最喜欢的度假方式。其中，城市休闲游

的偏好比重在48%，较2017年的53%有所下滑。 

数据来源：ABTA, Holiday Habits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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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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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游客最喜欢的十大假期类型



英国游客平均出境游次数 

2018年，各年龄段人群中，25-34岁的英国年轻家庭出境游次数最多。 

数据来源：ABTA, Holiday Habits Report 2018 



英国游客行程预订方式 

2018年，英国游客通过在线预订方式预订行程的比重最大，在81%，较2017年略有下滑，但仍位居预订方式的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上的人最有可能通过电话预订，而最年轻的人群最有可能让他人代为预订。2018年，使用手机

和平板电脑预订的比重有所下滑，而在PC端预订行程在英国仍被认为是最为流行的方式。 

数据来源：ABTA, Holiday Habits Report 2018 



英国出境游客行程预订渠道 

2018年，英国出境游客更喜欢直接通过服务供应商，如酒店和航空公司等来预订海外行程，占到了47%的比重，较

2017年的43%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65岁以上的英国游客在预订海外行程时，更倾向于直接和旅游公司和旅游经

销商联系，此类人群中有45%通过这一渠道预订。 

数据来源：ABTA, Holiday Habits Report 2018 



英国游客访问的十大旅游网站 

数据显示，Priceline、First Choice、easyJet等网站是英国人最常访问的旅游网站。同时可以看出，英国人习惯用桌面

设备访问在线旅行商和航空公司的网站，而使用手机访问旅游评论网站、旅游实时信息等。 

数据来源：eMarketer 



法国市场 



法国出境游客总体概况 

• 法国人最少的年假长度是在5周，平均在7.5周，在全球排名第一。 

• 四分之三的法国人每年至少旅行一次，而且度假对于法国人非常重要。 

• 出境游占出游总数的比例在法国游客中逐年上升。 

• 有40%的法国游客会选择在7-8月出游。 

• 出境的法国游客中，有30%是来自于巴黎。此外，一些大城市群也拥有很大的出境比例，比

如里昂和马赛。由于阿尔萨斯位于德国的边界，因此当地居民去德国旅行的居民也有很多。 

• 法国的出境游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退休人员。 

• 法国出境游客的旅游年平均预算在2,875欧元。 

• 互联网仍是法国出境游客了解目的地信息的主要方式，其中有81%会去网络上查看信息，有

33%会咨询旅行社。 

 

 

 

 
数据来源：French Market Overview 



吸引法国游客的方法 

首先，了解法国游客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通常拥有特定的需求和旅行愿望： 

1. 他们喜欢以独立的方式旅行，即不参加团队旅行。他们自己决定何时出游、出游何地。因此，

自由是他们出行最主要的元素。 

2. 他们不喜欢人潮拥挤的地方，当他们发现“新大陆”时会觉得自己像冒险家。他们喜欢清新

的风景，但在远离家乡时会有不安定的感觉。 

 

其次，要为法国游客准备一本迷你手册，里面包含重要的当地文化、要参观的景点地址、交通

方式、价格信息、酒店入住等。 

 

最后，要为法国游客的旅游线路中设置服务办事处，可以为他们提供建议、帮助和信息，让他

们感到安全。 
 

数据来源：French Market Overview 



法国出境游客人数 

2015-201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法国出境游客人数出现下降，到2016年下降至2,963.6万人次。然而，2017年起，

法国出境游市场开始企稳，出境游客人数上升至2,841.1万人次。 

数据来源：Statista 



法国出境游客目的地 

根据数据显示，欧洲地区仍是法国出境游客集中去往的目的地，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较近。西班牙和意大利地区的阳光

海滩目的地最能吸引法国出境游客的眼球。 

数据来源：OECD Library 



法国出境游客长途&中长途目的地 

数据来源：tourism-review.com，April 2017  

排名 目的地国家 
出游人数
（人次） 

同比增长率 

1 多米尼亚共和国 41,812 +8.7% 

2 毛里求斯 26 833 -4.6% 

3 古巴 24,441 +5.2% 

4 泰国 23,863 +15% 

5 法属西印度群岛 23,466 +89.4% 

法国出境游客长途目的地 TOP5 法国出境游客中长途目的地 TOP5 

排名 目的地国家 
出游人数
（人次） 

同比增长率 

1 加那利群岛 86,444 +13.2% 

2 摩洛哥 36,427 -1.9% 

3 意大利 21,709 -17.03% 

4 西班牙 16,175 +22.7% 

5 葡萄牙 10,233 +4.6 % 



法国游客预订行程时使用的在线渠道 

根据数据显示，法国游客在预订行程时，OTA网站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渠道，其次是搜索引擎和旅游评论类网站。 

数据来源：Expedia Media Solutions, 2017 



入华/海南/海口欧洲游客市场概况 
 

（英国、法国、德国为主） 



欧洲年度来华游客人数 

2009-2018年，欧洲来华游客人数整体较为平稳。值得注意的是，来华的德国游客人数在2018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并

低于英国来华游客人数。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注：本页欧洲市场数据仅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 



欧洲月度来华游客人数 

2009-2018年，欧洲月度来华游客人数整体呈规律性波动。其中，高峰出现在每年的4月，次高峰出现在每年的10月。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注：本页欧洲市场数据仅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 



入华欧洲游客目的地分布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注：本页欧洲市场数据仅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 

2017年，欧洲入境过夜游客的目的地城市主要分布在一些一线城市和发展较快的二线城市，如上海和北京等。值得注

意的是，武汉虽然并不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但是却吸引了很多欧洲游客前往，一方面法国在武汉的企业已超过百家，

千余名法国侨民长期在这里工作、生活。此外，武汉已成为法国在华投资最多的城市，也是法国民众在中国居住最多的

城市之一。 

 
目的地城市 欧洲入境人数（人次） 

上海 625,728  

北京 481,089  

武汉 327,309  

广州 188,531  

洛阳 186,045  

杭州 110,523  

长春 106,120  

苏州 101,048  

厦门 97,155  

宁波 94,090  

2017年欧洲入华过夜游客主要目的地城市（人次） 



2017年，来华的欧洲游客中，以会议或商务为目的的人数占比最大，在28%，其次是观光休闲，占到了25.3%。 

欧洲入华游客画像-入境旅游目的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海南接待外国过夜游客人数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017年，海南省接待外国过夜游客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而英法德入境海南过夜的游客人数分别在9,749、7,522和

6,692人次。 



海口接待外国过夜游客人数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近几年，入境免签政策的刺激下，海口入境旅游市场发展迅速。英法德入境海口过夜的游客人数分别在1,357、1,082和

928人次，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