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珠三角

珠江三角洲地区自驾车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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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黄金周期间珠三角地区自驾车游客的抽样调查结果，对
自驾车游客的市场规模、客源构成以及旅游消费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针对自驾车游客遇到的问题，向政府管理部门、旅游景点和旅行社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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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占 K$D LM ，来自外省仅占 LD !M 。在本省游客中，
#JM 来自珠三
角地区，
$#D &JM 为本地市游客，只有约 JD J%M 的游客来自省内其
它地区。
!D 年龄构成
通过对 J"K 辆自驾车的调查，发现 !I 岁至 %% 岁年龄段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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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占绝大多数，共占 JKD %M ，这其中又尤以 !I N &% 岁的中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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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较大。其次为 $% 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因此，自驾车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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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中青年父母携带 $% 岁以下的小孩，全家一起出游，这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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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和占比重高达 L&D J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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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职业构成
自驾车游客以企事业管理员或服务推销人员、公务员、文教
科技人员和学生为主。其中，企事业管理人员或服务推销人员所
占的比重最高，占 !#D %M ，其次分别为公务员占 $#M ，学生占

一、研究背景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旅游消费意

$JD !M ，文教科技人员占 $$D $M 。
四、自驾车旅游市场消费行为特征

私家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自驾车旅游已成为一种新兴的出游方

$D 自驾车旅游市场总体规模
调查显示，“五一 ”黄金周期间，珠三角地区居民平均出游率

式。特别是每年三个黄金周，选择自驾车出游的游客比例不断提

约为 I!D &M 。在广州市调查的 $KK" 位被访者中，表示 “五一 ”黄金

识最强的地区之一。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珠三角地区

高，自驾车客源市场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假日休闲客源市场的重

周 期 间 有 意 出 游 的 有 $"$# 人 ， 市 民 有 意 出 外 旅 游 的 比 重 为

要组成部分。为了全面了解珠三角地区自驾车旅游市场现状和自

I$D $M 。据此推算，广州市出外旅游的市民达 &JK 万人。其中，市
民选择时尚的 “自驾车 ”出游方式所占比重为 $ID &M ；在深圳市

驾车游客的需求特点，为相关部门和旅游企业进一步完善配套设
施和服务，培育自驾车旅游市场提供决策依据，本课题组利用广
东省旅游局的统计调查网络，在 !""J 年 “五一 ”黄金周期间开展
了自驾车旅游的专题调研。

调查涉及的 &%%% 位市民中，表示 “五一 ”黄金周期间有意出游的
有 $L!% 人，市民出游率为 I&D "M 。据此推算，深圳市将有大约
!#! 万市民外出旅游。其中，深圳市民选择 “自驾车 ”出游的比重

二、调研方法

达 &$D $M 。据此推算，黄金周期间珠三角地区自驾车出游规模约

本次调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客源地进行出游意

为 !#" 万人。

向调查，在珠三角地区两个最大城市广州和深圳进行，主要摸清

!D 自驾车游客消费行为特征

珠三角地区出游比例、出游目的地和年龄身份等个人特征。其中，

!出游距离特征。!"" N %"" 公里以内的游客约占 I!M ，其中

在广州市利用住户调查网络共访问家庭 J"" 户，在深圳市采用随

&"" N %"" 公里的人数最多，约占 &"M ；单程在 I"" 公里以上的游

机抽样方法，共访问了 $""" 位市民。

客不到 $"M 。自驾车游平均驾车旅程为 &#! 公里。

第二个层次在旅游目的地进行自驾车基本情况调研。课题组

"停留时间特征。自驾车游客一日游游客比重较低，仅占

选择了韶关和肇庆两市的有代表性的景点进行车辆来源的全面

$"D %M ；! N % 天的游客比重最高，占了 L$D &M ；而出游 I 天以上

统计，对自驾车游客发放抽样调查问卷，同时对所有景点进行接

的仅占 LD &M ；过夜游客中，人均过夜天数为 !D "L& 晚，其中在调

待量、停车场地、导游人员等全面统计。肇庆市共回收有效问卷

查景点所在市人均过夜 $D J#% 晚。调查表明，黄金周自驾车游客

$KI 份，共调查游客 LI! 人，韶关市共回收有效问卷 %$% 分，共调

一般出游时间较长，平均达到 & 天以上，并且自驾车游客游玩景

查游客 $#&J 人。

点不限于住宿所在地，平均游览景点 !D L 个。

$D 客源地构成

#旅游住宿特征。在 J"K 份自驾车调查问卷中，有 #K 份选择
在亲友家住，占 $&M ；另外 I&" 份问卷选择在酒店和旅馆 （招待

在韶关、肇庆两个旅游目的地的自驾车游客中，来自本省游

所 ）入住，占 L#M 。

三、自驾车游客客源结构特征

!""# 年 $" 月 !"#$%&’ ()*# +$)*),- 特区经济 %&

在入住酒店和旅馆的游客中，过亲友介绍订房的占 +’# !% ，
所占比重最大。另外通过媒体介绍和以前住宿经验预订住房的

前订房。而选择住居在旅馆 （招待所 ）的比重达 +*% ，这一点应该
是由于黄金周住房紧张而又未提前预定住房造成的。

比重也较高，分别占 +)% 和占 ),% ，而通过旅行社订房的仅占

$旅游花费特征。通过对 (*$ 份问卷的整理分析，黄金周期

$#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住亲友家的游客中，有 +,% 的

间，自驾车游客平均每台车花费 !($& 元，乘坐 !# +& 人，人均天花

游客未预先订房。反映自驾车游客住宿随意性较大，许多人不提

费为 &!& 元。自驾车人均天花费构成见下表：

五、自驾车游客满意度分析

+# 旅游景点应加强与自驾车游客相配套的建设和管理

通过对旅游目的地自驾车游客的问卷调查分析，自驾车游客

!根据接待量重新核算各景点停车场容量，将停车场容量和

满意的占 !"# $% ，基本满意的占 !&# "% ，总计 $’# (% 。与国内抽

进出景区的道路标准纳入景区的评审规范之中。在黄金周前，许

样调查相比，满意率下降了 !# !% 。其中：满意一栏下降了 )! 个

多景点已预计到自驾车游的兴旺，纷纷扩建停车场，如丹霞山在

百分点。

节前就维修扩建 ! 个停车场，大峡谷和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世外

在自驾车游客不满意的项目中，’&# $% 的游客对交通旅行不
满意，’’# *( 的游客对住宿不满意，有 +)# +% 的游客对景区管理

桃源也新建或扩建了停车场。但随着自驾车游大军的不断涌入，

和门票价格不满，+*% 的游客对饮食和娱乐设施不满。这些比重

场不够，加油站不合理，建议改善交通条件等。

许多景点还是出现了进出难、停车难的现象。游客也都反映停车

都较高。

"培训充实导游人员，提高景点服务意识。调查显示，有

除此之外，许多游客对其它不满意的地方指出来，(*$ 份问

+)# +% 的游客对景区管理服务和门票价格不满，不满率位居第

卷中有 )(" 份提了合理化建议。例如，丹霞山的游客除集中提出

三。自驾车游客多是结伴而来，一台车一般在 ’ 人以上，多的可达

扩建停车场外，许多人提出了明确景区指示、加强卫生管理，增加

十多人，且文化素质较高，因此，景区应该把他们作为独立团队进

娱乐设施特别是幼儿的娱乐设施等及提高服务意识等。南岭国家

行接待，为他们提供专业导游，提供讲解等服务。

森林公园的游客也提出改善交通、增加景区道路指引问题，同时

#旅行社方面应紧跟潮流，在积极组团和接待自驾车团同

指出旅游线路图不够详细，道路指示牌不够完善，服务区、加油站

时，积极推行 “酒店 . 景点门票 ”的自助游方式。黄金周是集中休

等基础设施有待加强。而一些新景点，如盘龙峡、世外桃园游客则

假，住宿设施特别是景区周围的住宿设施非常紧张。而据笔者统

提出门票价格太高，住宿困难等。
六、对策与建议

计，一方面，有 ’’% 游客对住宿不满意；另一方面，有 +,% 的自驾
车游客不喜欢预先订房。让游客能顺利地找到住宿处，得到较好

)# 政府管理部门要完善相关配套服务，建立自驾车游客服
务机构

的服务，旅行社在其中大有作为。一方面，旅行社可抓住这一庞大

据出游率调查，约有 &+% 的居民黄金周期间计划出游，其中

极组织和接待自驾车旅游团；另一方面，也可为自驾车散客提供
“酒店 . 景点门票 ”的自助游产品，解决自驾车游客的后顾之忧。
!

+’% 的自驾车出游。珠三角地区按 +**’ 年底户籍人口 ++(, 万人

的客源市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精心设计自驾车旅游线路，积

计算，预计有 +"* 万居民出游，全省自驾车游客预计可达 ’’* 万
人，按人均花费 )*** 元统计，则总花费达 ’’ 亿元，三个黄金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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