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市文旅局统计，清明小长
假本市170家主要旅游景区点
共接待游客397万人次，同比增
加 132%。其中，东方明珠广播
电视塔接待游客 2.65 万人次；
野生动物园接待游客 8.9 万人
次；上海科技馆接待游客4.5万
人 次 ；朱 家 角 古 镇 接 待 游 客
7.78 万人次；上海辰山植物园
接待游客 11.14 万人次；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接待游客 9.1 万
人次。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接
待游客 23.4 万人次；佘山国家
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 27.96 万
人次；崇明世界级生态岛接待
游客29.39万人次。

本市重点文化场所共接待
游客70.68万人次。其中，对外
开放的43家美术馆举办展览82
项、公共教育活动28项，共接待
观众5万人次，同比增加571%；
全市开放的78家博物馆举办临
时展览45场，共接待观众23.9万
人次；全市公共文化场所开展各
类线下活动 1204 场，累计接待
市民18.08万人次，其中，各类图
书馆接待6.81万人次；全市各演
出场所有165场演出，累计接待
15万人次。纳入假日监测统计
的8家红色主题类景区(点)累计
接待游客8.7万人次。

本市开放式文化旅游区域
共接待游客 432.26 万人次。其
中，外滩、豫园和小陆家嘴等区域
分别接待游客 48.92 万人次、
24.95万人次和36.01万人次，分
别同比增加 95.83%，618.88%和
70.12%。黄浦江滨江五区共接待
游客154.51万人次，其中，杨浦
滨江接待游客5.69万人次；虹口
滨江接待游客7.58万人次；黄浦
滨江接待游客65.41万人次；浦
东滨江接待游客49.51万人次；
徐汇滨江接待游客 26.33 万人
次。黄浦江游览船共接待游客
2.79万人次。正在举办的上海樱
花节接待游客20.23万人次；上海
桃花节接待游客13.38万人次。

今年清明是“就地过年”后
的首个小长假，也让市民积压已
久的出游热情得到释放，“补偿
式出游”成为强劲需求。多家旅
游企业预订大数据显示，清明小
长假的出游人次甚至超过2019
年同期水平，有望达到1亿人次，
伴随着扫墓踏青的乡村游成为
新的热点。

据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
长兰翔介绍，2021年清明假期出
行的机票预订量已经是2019年
同期的1.3倍。上海是今年清明
假期国内出游旅客量最多的城
市。上海出发的游客主要去往
深圳、重庆、成都、广州、北京、大
连、沈阳、昆明、哈尔滨和三亚，
上海出发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
是636元。

随着天气转暖，以周边、本
地为主的短途游逐渐受到游客
热捧。趁着春风正好，和家人、
朋友相约周末，自驾周边度过轻
松愉快的闲暇时光是许多游客
的选择。途牛的统计报告显示，
赏花游、古镇游、乡村游等亲近
自然的旅途也是当季的大热
门。随着出境游转为国内游，跨
省游转变为周边游。伴随出游
半径缩小，以本地游、近郊游为
主的出游方式，大量拉动了城市
周边的乡村民宿发展。

据途家民宿预订大数据显
示，家庭游和多人出行是主流，
两居室、精品客栈、复式房型、独
栋别墅等更受用户青睐；民宿提
前预订量较去年同期暴增超35
倍，乡村旅游目的地表现抢眼，
乡村民宿提前订单量占总预订
量超过60%；民宿平均客单价为
941元，较去年同期平均住宿价
格增长约240%。

值得一提的是，周边既有传
统旅游景点又有民俗体验，还可
以户外活动或体验采摘的乡村
民宿被“抢订”一空，比如德清莫
干山、淳安千岛湖等地网红民
宿。

户外乡村游热度上升，长三
角不少以往不为人所知的小村
镇也开始被注意到。“事实上，我
们国家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小村
庄拥有世界级美景，每年游客并
不太多。”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
章表示。以自然、户外、健康、野
趣为关键词的乡村游也成为不
少旅企尝试开拓的新方向。

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红杨
镇在这个清明就来沪与上海文
旅开启了合作。这座“国家级生
态镇”“安徽省特色旅游名镇”

“安徽避暑旅游目的地”是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乡村旅游联盟9
城20镇成员单位之一，拥有中国
第三批传统村落、西河古镇及有
着“小九华”美誉的芜湖县最高峰
——珩琅山。近8000亩森林覆
盖面积的和平森林公园负氧离子
含量极高，有“绿色空调、天然氧
吧”之称。还有红杨山汽车体育
公园，可以房车露营，汽车休闲。
集民宿、花海、研学基地于一体的
珩琅山玫瑰谷内百亩花海盛开，
浪漫多彩。除此之外，红杨镇也
是优秀的红色教育基地，江龙山、
珩琅山、新四军第三支队纪念馆
组成的红色路线传承红色基因，
串起一条红色线路。

这次来到上海，上海航空假
期旅行社有限公司代表上海60家
乡村游旅行社与红杨镇方面签订
战略开发协议，这个还不太为人熟
知的长三角旅游目的地也将对接
苏浙沪，更好地开发旅游资源，打
通上海到红杨的游客输送渠道。

记者了解到，在携程新的复
苏计划中，也已经把“旅游乡村振
兴”提升至战略层面。目前，携程
准备以公益性质投入10个携程
度假农庄样板，后续还会通过“五
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包括10个重点网红村落孵
化、100条精品乡村旅游路线打
造、1000名乡村旅游人才培养、
10000篇乡村旅游内容创作、10
亿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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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扫]

全市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397万人次

［数据统计］

记者从上海市清明节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昨日是清明

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截至下午 4

点，全市54家经营性公墓（骨灰

堂）现场接待祭扫市民 27.2 万

人、车辆 5.34 万辆，落葬 352 穴。

与2019年同期（34.6万人、4.8万

辆车次、落葬297穴）相比，人流

量下降了21.4 %，车流量和落葬

数分别增加了11.3%、18.5%。

据悉，清明小长假后，各公

墓将继续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做好祭扫服务保障工作，

市民无需预约即可进行现场祭

扫。

据统计，3 月 27 日至今，累

计接待祭扫市民370.32万人，车

辆 69.23 万辆，落葬 9936 穴，较

2019年同期(630万人、85万辆车

次、10178 穴)分别下降 41.2%、

18.6%、2.4%。清明期间，市民共

开展网上祭扫 17387 次，有 3223

户家庭选择了代客祭扫，全市公

墓共通过鲜花换取锡箔、纸钱

21516份。

今年清明祭扫本市实行“延

长周期、错峰引导、高峰预约”

的工作措施，达到预期成效。一

是分流错峰效果明显。3 月 27

日至4月5日全市共接待现场祭

扫客流 370.32 万人，较 2019 年

同期（630 万人）下降 41.2%；其

中 5 个高峰日（3 月 27、28 日，4

月 3、4、5 日）接待 269.18 万人，

较2019年同期（510.9万人）下降

47.3%；正清明接待106.84万人，

较2019年同期（219.2万人）下降

51.3%，提前祭扫和削峰平谷成

效明显。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累计接待市民370.32万人

“补偿式出游”成为强劲需求

清明假期上海迎客870.95万人次

此次清明小长假期间，
市民积压已久的出游热情得
到释放，以周边、本地为主的
短途游受到热捧。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2021年清明假期，本市天气晴好。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清明假期本市共接待游客870.95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41.09亿元。本市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52.8%，同比增长33个百分点。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乡村旅游
将成文旅开拓新方向

［热点关注］
亲近自然

成小长假出游首选

［出游选择］

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获悉，

今年清明节期间，全市消费势头

良好，线下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

海）监测，从消费额来看，清明节

期间全市发生线下实物消费总

额 257.3 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

长 35.3% ，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5.6%。

从客流量来看，清明节期

间，全市包括南京东路、南京西

路、陆家嘴、徐家汇、五角场、虹

桥商务区等13个重点商圈48家

百货或购物中心客流量165.8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 倍。清明节

期间，餐饮、住宿呈现高速增长

态势，较 2020 年分别同比增长

54.7%和97.5%，餐饮基本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住宿较2019年

同比增长 29.6%。电子产品、便

利店、百货、文体用品等较 2020

年同期分别同比增长 3.45 倍、

2.99倍、2.66倍和2.61倍。

“补偿式返乡”成为清明

出游重要原因。上海居民外

出 消 费 次 数 达 到 329.3 万 人

次 ，发 生 消 费 金 额 为 33.7 亿

元，较 2020 年分别增长 94.1%

和 1.07 倍，较 2019 年清明节同

比增长 13.3%和 15.8%，外出目

的地集中在北京、苏州、南京、

杭州等城市。

此外，上海市商务委抽样调

查的140家零售和餐饮重点样本

企业数据显示，清明节期间共计

实现销售额12.4亿元，较2020年

同比增长55.2%。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全市线下实物消费257.3亿元

[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