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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新型肺炎疫情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文旅行业所带来了一系

列影响，这些影响的直接承担者就是城镇居民。作为本次疫情的历史见证人、参

与文旅活动的需求者和潜在旅游者，城镇居民对疫情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会深刻作

用其旅游意愿及偏好，对未来文旅行业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河南旅游研究院撰写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文旅企业影响研究报告》。

本报告紧紧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造成怎样的影响？旅游方式是

否改变？旅游活动是否产生偏好？对河南省旅游企业而言，居民新的出游意向又

将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进行产品创新？疫后文旅产业如何振兴，如何加

强安全保障和风险管控？等问题展开。研究发现：旅游业复工复业要慎重，控制

成本，延续生命为基础。此次疫情后，游客的旅游偏好发生明显变化，安全因素

成为游客所忧，针对性的开发相关旅游保险，保证游客出游安全，强化安全保障

和风险管控是底线；疫情过后，观光优先，文旅市场应大力推广人员稀少、自然

风景秀丽的地区，新媒体营销是手段；自驾游、康养游、生态游、亲子游等更受

青睐，布局新的消费热点是核心；短途品质游成为游客所需，开发并提升自助游

和半自助游旅游产品品质也迫在眉睫。基于此，建议河南省文旅业慎重复工复产，

强化安全保障与风险管控，创新旅游营销，升级旅游产品，赋能旅游产业。本研

究报告反馈居民诉求，协助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制定针对性的行业政策与实施办法，

为稳定行业信心、推进有序复工、推动我省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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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文旅行业由“暂时性停摆”转

入“防控型复工”的新阶段，一批景区、酒店率先开业重新回到老百

姓的日常生活空间。然而，这一事件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文旅

行业所带来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这些影响的直接承担者就是城镇居

民，他们既是本次疫情的历史见证人，又是参与文旅活动的需求者，

更是未来潜在的旅游者，因此城镇居民对疫情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会深

刻作用其旅游意愿及偏好，对未来文旅行业复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此，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河南旅游研究院在之前供给侧视角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文旅行业影响研究报告》已发布）的基础上，

再从文旅行业需求侧的视角，来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

出游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

河南旅游研究院经过前期的精心筹备与多方论证，制定文旅疫情

相关问卷，并于 2 月 15 日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旅游影响”调查问卷。此次调研获得

河南省居民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共收回 678 份问卷，有效问卷

642 份，有效率 95%。将调研情况系统梳理、统计、分析，撰写了《新

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旅游影响研究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的出游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疫

情之后，河南省居民的出游意愿是否强烈？河南省居民的消费行为、

出游意向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对河南省旅游企业而言，居民新的出游

意向又将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如何进行产品创新？疫后文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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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振兴，如何加强安全保障和风险管控？本报告拟对以上行业所关

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从需求侧角度为全省文旅行业的复苏和振兴

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支撑，同时反馈居民诉求，协助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制定针对性的行业政策与实施办法，为稳定行业信心、推进有序复

工、推动我省文旅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第二部分：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

一、样本基本情况

（一）样本区域分布

图 1 样本区域分布

受访者遍及河南省 18个地市，以郑州市最多，占比为 62.93%。

（二）样本性别与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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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男、女比例分别为 32.4%、67.6%；受访者中，31~40 岁所

占比例最高，为 36.14%，18~25 岁所占比例次之，为 24.61%，41~50

岁、26~30 岁、51~60 岁、18 岁以下所占比例分别为 20.4%、11.84%、

5.61%、0.93%，60 岁以上所占比例最小，为 0.47%。

（三）样本学历与职业结构

图 4 样本学历结构 图 5 样本职业结构

受访者中，硕士研究生最多，所占比例为 36.45%，其次是专科

（高职）和本科，所占比例分别为 28.35%、28.04%，其余所占比例

较小；受访者中，企事业单位员工（包括工人）所在比例最高，所占

为 57.01%，学生其次，所占比例为 23.21%；受访者中无军人。

二、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旅游的影响

（一）受疫情影响，近半数受访者已放弃安排好的旅行计划

图 6 受疫情影响受访者放弃出游计划情况 图 7 受访者计划出游的目的地

49.07%的受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已放弃安排好的旅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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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3%的受访者选择否，表明其疫情前并没有旅行计划或并未放弃已

安排好的旅行计划；在已放弃的旅行计划中，海南、云南、西安等地

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二）疫情后，三个月之内居民出游意愿不强，安全因素是居民

考虑的主要因素

图 8 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居民的出游计划 图 9 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居民没有

出游计划的考虑因素

根据调查数据，发现疫情结束后三个月内，67.6%的受访者没有

出游计划，32.4%的受访者有出游计划；其中，安全因素是受访者考

虑的最主要因素，占比 45.62%，其次是时间因素，占比 37.1%，经济

因素所占比例最小，占比 9.22%。

三、疫情前后河南省城镇居民出游活动方式比较

（一）疫情后，完全自助游仍是居民选择的主流，旅行社组团游

将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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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疫情前参加旅游的主要形式 图 11 疫情后更愿意选择的旅游形式

根据疫情前后受访者选择旅游形式的对比分析，发现疫情后完全

自助所占的比例较疫情前略有提升；旅行社组团的比例大幅下降，由

疫情前的 40.19%下降到疫情后的 26.95%；半自助的比例有较小增幅，

由疫情前的 38.47%增加到 45.02%；单位组织的比例有所降低，由疫

情前的 26.01%下降到 19.78%；其它旅游形式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二）疫情后，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仍是居民选择的主流，健康

养生将成新宠

图 12 疫情前选择的旅游活动 图 13 疫情后更愿意选择的旅游活动

根据疫情前后受访者选择旅游活动的对比分析，发现疫情后观光

旅游所占的比例较疫情前略有降低，但是仍是主流，占比 65.89%；

休闲度假略有提升，由疫情前的 69.16%增加到疫情后的 71.34%；健

康养生大幅提升，由疫情前的 11.37%增加到 23.21%；其它旅游活动

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三）疫情后，经济型连锁酒店仍是居民选择的主流，高品质住



8

宿设施将更受青睐

图 14 疫情前选择的住宿设施 图 15 疫情后更愿意选择的住宿设施

根据疫情前后受访者选择住宿设施的对比分析，发现疫情后经济

型连锁酒店所占比例较疫情前大幅降低，但仍是主流，占比 53.89%；

民宿略有降低，由疫情前的 55.45%降低到疫情后的 48.29%；度假山

庄、星级酒店大幅提升，分别由由疫情前的 19.78%、33.64%增加到

29.6%、44.24%；其它住宿设施所占比例变化不大。

四、疫情后河南省城镇居民出游新意向

（一）疫情后，短途旅游将更受居民青睐，未去过的旅游地和不

拥挤的景点将成居民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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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疫情后居民出游目的地选择

在疫情之后出游目的地选择上，47.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

选择短途旅游，18.8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选择长途旅游；

44.8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选择出境旅游，24.77%的受访者明确表

示会选择出境旅游；38.9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选择亲朋好友所在的

城市旅游，19.7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选择亲朋好友所在的城市旅

游；13.8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更多地选择自己去过的地方旅游，

54.2%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79.4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愿意选择

不拥挤的景点，14.36%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

（二）疫情后，近三成居民表示会增加旅游投入，品质旅游将更

受居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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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疫情后居民旅游投入与旅游产品选择

在疫情之后的旅游投入上，有 25.3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疫情之

后将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外出旅游，有 27.57%的受访者明确表

示疫情之后并不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外出；在疫情之后的旅游产

品选择上，63.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疫情之后将选择吃、住地环境更

好哪怕价格更高一些的产品，仅有 8.5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这样

选择。

（三）疫情后，居民旅游安全投入将增加，防疫和安全意识普遍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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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疫情后居民旅游安全投入和对旅游安全信息的关注

在疫情之后旅游安全投入上，39.7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更多的

购买旅游保险，仅有 12.6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购买更多的旅游

保险；有 75.07%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在旅途中随时准备好口罩、消

毒液等防护用品，仅有 5.46%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在疫情之后旅

游安全信息关注上，分别有 84.4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会更加关注旅

游目的地安全、卫生、交通等保障性信息，有 84.73%的受访者明确

表示会更加关注同行人的身体状况。

第三部分 结论与展望

一、基本结论

（一）从疫情对河南省城镇居民旅游的影响来看：

受疫情影响，近半数居民已放弃安排好的旅行计划，其中海南、

云南、西安等地是热门旅游目的地；疫情后，三个月之内居民出游意

愿不强，安全因素是居民考虑的主要因素。

（二）从疫情前后河南省城镇居民出游活动方式比较来看：

疫情之后，居民的出游形式将发生变化，其中完全自助游仍然是

主流，但是旅行社组团游将大幅减少；居民的旅游活动将发生变化，

其中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仍是居民选择的主流，健康养生将成新宠；

居民在住宿设施选择上将发生变化，其中经济型连锁酒店仍是居民选

择的主流，高品质住宿设施将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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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疫情后河南省城镇居民出游新意向来看：

疫情之后，居民的旅游消费需求将升级，品质旅游更受青睐；短

途旅游将成热点，未去过的旅游地和不拥挤的景点将成首选，冷门、

小众旅游目的地或将率先兴起；居民将加大旅游安全投入，防疫和安

全意识普遍觉醒。

二、对策及建议

（一）复工复产要慎重。一是从旅游企业运营成本角度，大规模

的复工复产不能实现经由大量的人口带来的有效消费转换，会加重旅

游企业的运营成本；二是从旅游体验舒适度角度，消费者对疫情的恐

慌和焦虑依然存在，旅游者并不能舒坦、淡定从容的开展旅游活动，

违背旅游体验的舒适度；三是从地方疫情防控压力角度，人口流动性

和聚集性是旅游消费的重要特征，大规模鼓励景区和旅游企业复工复

产存在“旅游性感染”风险，会加大地方疫情防控压力。

（二）安全保障与风险管控要强化。一是树立危机常态化理念，

构建旅游安全保障体系，重构和增强游客的安全感。二是加强安全风

险管控，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纳入文旅系统和各级政府

（包括城乡社区）的应急管理体系。三是加强防疫消毒设备设施投入，

建设公共卫生以及防疫消毒等方面的设备设施，营造安全的服务与环

境，提升旅游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三）旅游营销要加强。一是要提前筹划营销，以最乐观的心态

备战营销，重点关注疫后近程旅游市场的重启；二是线上要“花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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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利用短视频、直播、VR 虚拟旅游平台等新媒体抢占线上流量

池，开启“云旅游”；三是线下要“人气满满”，针对行业回暖可启

动新的营销活动、节庆活动的策划设计，创新活动营销，蓄势旅游企

业开门红。

（四）旅游产品要迭代升级。一是以旅游新消费热点为导向，重

点布局和开发生态旅游、康养疗愈、体育旅游、自驾散客、家庭亲子

游等产品；二是以高质量为主线，提升文旅品质、品位和品牌，以优

质供给和优质服务，更好地满足疫后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旅游生活

需要；三是以智慧旅游为抓手，进一步夯实文游企业的在线服务能力，

发力线上新业务，发展虚拟体验旅游产品和数字化产品。

（五）旅游产业要赋能。一是文化赋能，要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资

源及在地文化内涵，强化文化符号输出，构建 IP形象，将文创产品

打造成为旅游名片和旅游消费新的增长点；二是科技赋能，要进一加

强文旅信息化和大数据平台建设，强化智慧文旅安全监管与预警功能，

加大数字资源开放力度，从内容创造，从虚拟运营，从智能服务，提

升智慧文旅运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非接触式”服务及相关产

业发展。

三、讨论及展望

由于旅游业“流动性”、“敏感性”和“非刚需”特点与疫情要

求的“隔离”、“阻断”机制格格不入，导致全产业链暂时停摆，文

旅行业陷入历史低谷。目前国内疫情形势已相对好转，我省文旅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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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渐启，各地景区正分区分级有序恢复开放，旅游景区网络预约、扫

码实名登记、流量严控成为“破冰”之举。但此次疫情触动了人们“出

游是否安全”这根最敏感的神经，影响到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环境感知，

使计划旅游者、潜在旅游者形成对旅游出行“不安全”的心理图谱，

进而影响到旅游者决策受堵，出游意愿降低。从安全因素来看，经此

一劫，生命人身安全更加深入到居民生活意识中，“距离安全”至少

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即便在疫情过后，相关部门也会对大范围、大规

模的游客流动做出“过渡阶段”的防范举措，因此，未来应该是一个

逐步放开的过程。从经济因素来看，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冲击较大，必然次生了降薪、

裁员甚至是失业等情况，对一些城镇居民而言，“上半年没怎么挣钱，

下半年没什么钱花”。文化和旅游业作为建立在生活刚需以外的精神

消费，在其他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会最先被舍弃，从而造成文旅消费需

求不旺，出游意愿不强的局面。从时间因素来看，今年城镇居民度过

了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寒假。1到 3月份，大多数人在家隔离，不出门、

不流动、不生产，已经大大透支了春节假期甚至是全年的假期，复工

后节假日时间将被替代性压缩，长时段旅行将成为一种奢望。从国际

形势来看，目前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形势严峻，亚洲、欧美、澳洲、

非洲等已超 100 个国家发现有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大多数国家都对出

入境严格管控，出境旅游、入境旅游的恢复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在

时间上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此次调研预判，河南旅游研究院认

为：“后新冠疫情”时期，我省城镇居民出游会是一个逐步慢热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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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我省文旅行业恢复将是一个艰难复苏的过程，第二季度旅游市场

将逐步全面开放，暑期开始加速复苏的概率较大。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特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波及全球、

影响巨大，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和创伤。

但我们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河南

省文旅行业必将守得月明，苦炼内功，静待春暖花开。疫情终将过去，

已取消的旅行计划，会在更美更安全时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