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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部受访者表示在网上预订酒店更
方便，不少市民还表示在网上预订酒店不仅可以积分，有时候
还可以订到很便宜、性价比高的酒店。还有不少市民和记者
分享了他们外出旅游在住宿上的一些趣事，不仅有趣事也有
囧事，还有很暖心的一幕。

@林女士：有些酒店人文关怀做得很好，例如当你入住某酒
店时，酒店会免费提供欢迎点心、欢迎水果或饮料，感觉很贴心。

@王女士：前一段自驾出去玩了一周，虽然旅途中的趣事
不少，但是住宿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趣事，只有糗事，有次一
进房间，发现有一只大老鼠，顿时把我吓着了。

@宗女士：有次跟好朋友一起去南京游玩，入住在国际青
年旅社，房间很干净也很便宜，而且那个旅社是一个民国的小
洋楼改造的，非常文艺，我和闺蜜都很喜欢这样的风格。由于
这个旅社的房间都长得差不多，在凌晨1点多时，有位男生喝
多了敲我们的门，着实把我们两个女生吓坏了，就赶紧给旅社
一楼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还好他们晚上有协警在值班，最后也
没什么事儿。不过我和闺蜜都说，以后还是住正规的大酒店
吧，文艺风格的国际青年旅社尝试一下就行了，哈哈。

@高女士：如果预订的酒店是高标准的，会很期待为什么价
格那么高，下榻后就会一一检查有哪些好玩的或是不好玩的，然
后和家人吐吐槽。如果遇到很贴心的酒店，就会心情很好。比如
有免费的最新电影可以点播看，或是有准备舒服的抱枕给我们，
像国外有的酒店会根据当地特色准备特产，如在德国，一些酒店
会准备黑啤给住客，在荷兰，酒店就会有当地特色的小木鞋。还
有就是国外的酒店房间一般都会准备圣经给住客，很贴心。

暑期出游，酒店预订很火热——

在旅途中，找到家的感觉

□记者 郭璐娟

核心提示 | 外出旅游，除了玩得开心外，住宿也在游程中占据很高比例。近日，某旅游网站发
布了《2014年暑期出游住宿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暑期预订情况来看，北上广预订率仍是暑
期国内游最热门的三座城市，其次，杭州、成都、厦门等也成为热门选择。记者对身边的朋友及十几
位市民做了调查，关注度最高的是入住酒店的卫生和舒适度。

该报告显示，从2014年暑期预订情况来看，北京仍是暑期最
受游客青睐的国内旅游目的地，预订酒店数量位居全国之首。从
酒店类型来看，经济型酒店仍旧是用户首选的酒店类型，但中档
酒店的预订数量则大幅上升，几乎与经济型酒店持平。

记者从该报告中看到，暑期国内游游客选择的酒店价位多在
每间夜150元~299元之间，占比33%。每间夜低于150元的酒
店预订率占20%左右，而每间夜在300元-599元之间的中档酒
店在预订率上渐与经济型酒店平分秋色，占比约31%，价格在每
间夜600元~999元之间的酒店预订率占比约11%，较往年的预
订量增长20%。每间夜1000元以上的酒店预订率占比约6%。

记者对身边的朋友及十几位市民做了调查，不少市民表示国
内游的话还是以经济快捷酒店为主，价位可以接受在 200
元-599元之间。市民宗女士说：“一般和朋友出去玩儿，我们当
然喜欢便宜又干净的快捷酒店和青年旅社。如果和爸妈一起出
游，我感觉就得住档次稍微高一些的星级酒店，因为爸妈年纪大
了，想让他们住得更舒适些，所以也会对酒店的环境要求比较
高。”市民高女士说：“我对睡觉的环境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会选
择四星级的酒店，我觉得出门旅游时间本来就很紧张，住得好很
重要。”

该报告显示，在出境游中，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则是
泰国曼谷，暑期出境游预订最热门的10座国际城市，按由高到低
的顺序排名分别是曼谷、首尔、中国台北、新加坡、吉隆坡、清迈、
东京、普吉、纽约、拉斯维加斯。

记者在该报告中看到，出境游酒店的预订多以中高端、奢华
型酒店为主，相比于国内游每间夜在1000元以上的住宿，出境游
酒店预订率则明显上升，占比在24%。预订的酒店类型多集中在
每间夜300元-599元之间的中档酒店，及每间夜在600元~999
元之间的高端酒店。

上班族周先生说：“出国旅行我喜欢住有当地特色的、小资风
情的主题酒店，价格在1000元以内。”市民李女士则说：“我还没有
出过国呢，如果以后出国旅游，我觉得还是选择星级酒店比较放心，
虽然价格贵一些，但人身安全、食物、环境等都有保证，价位只要每
晚不超过1500元人民币我觉得就还好，因为也不会住太久，去外面
玩儿还是要安全舒适一点儿。”白领王女士说：“出国旅游我会选择
全球连锁的酒店，因为国外的连锁酒店品质服务都大差不差，很稳
定，而且价格很平民，虽然是快捷酒店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酒店干
净、安全、安静是所有受访者最
在意的，也有不少受访者表示还
会在意酒店的地理位置。

市民刘女士说，她比较在乎
房间、洗手间的干净程度，还有
房间的隔音效果，因为她只要在
外面住宿晚上睡觉就比较敏感，
很容易被吵醒。“记得有次去长
沙出差，住在某快捷酒店晚上就
没睡好，这家酒店也非常干净、
便宜，但隔音效果很不好，所以
以后出游就尽量选择星级酒店，
希望能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环
境。”

上班族郭先生说：“酒店里
的外送食物我挺注意的，因为有
时忙起来就懒得出去买，就会选
择酒店送餐，这样也省事儿，所
以好吃的菜品我也很关注。”

市民宗女士说：“我还非常
注重所入住酒店的地理位置，之
前到上海出差住在外滩某酒店，
窗外就能看到黄浦江的美景，而
且从外滩到上海玩儿的地方都
比较方便，节约了很多时间，所
以就算价钱贵一些也觉得挺值
的，因为出来玩儿有个好的休息
环境心情也会很好。”

市民林女士告诉记者，除了
注重酒店房间的品质及新旧程
度、卫生间卫浴的洁净程度、床
体是否睡着舒服、枕头被子是否
干净柔软外，还会在意房间温度
是否适宜，最好房间内能有免费
wifi。

国内游：住宿舒适是首选

出境游：住宿以特色为主

游客说：
品质酒店是首选

网友说：住宿趣事晒不停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记账注册公司 13937186845
●环评●QS证快办15638831688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QS、工商快办 130277405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各类公司61350555
●专办投资房产公司65251888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免费注册公司 15136237356

●各类资质专办 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超低快办公司 15517559996
●工商注册王 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投资金融专办 15138935367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免费快办公司 15515601328
■劳务 65675363■
“速办█资质”
房建●装饰●环保 53310625
水利●公路●门窗 53310626
市政●园林●钢结构53310627
防腐●防水●电监会53310629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3310628

免费代办公司
投资金融资产类●55815178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水利：66206288
公路●机电●矿山：66282988
机电●电力●钢构：66210688
装饰●防水●防腐：55828213
管道●照明●劳务：55828373
房产●园林●物业：55828353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资质★快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三级升二级，二级升一级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矿山★水利★机电：66039877
钢构★桩基★环保：66039788
装饰★防水★防腐：66285267
机电★电力★通信：66283267
管道★照明★劳务：66285276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039788
成功率 100%，不成退款！

【资质■速办】
13253605791

省内■资质：86680181
资质■升级：86680190
真诚服务！不成退款！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 86099088
机电◆照明◆环保 860991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288
14 年真诚服务！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 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 63863366
钢构●照明●门窗 63512977
防腐●防水●环保 63610399
房地产●园林●物业63858899
土石方●地基●管道86172662
劳务分包●安全证 86172660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水利 55029350
钢构◆机电◆门窗 55029351
房地产◆公路◆防腐55029352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 年真诚服务！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 86099688
机电●送变电工程 86099988
金融服务投资
专办 66060656
金融投资注册
低价增、验资 18638527200
全省各类资质 18638247300
十年真诚服务 不成退款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 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 训.65901419、 65901473
注册 68268888
投资 68268888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 86560456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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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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