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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球旅遊投資規模將創新高2017全球旅遊投資規模將創新高2017

Domestic Report-Guangdong
深度融合、創新發展

珠海以建設文化旅遊之城為目標

■ PAGE 16~17■ PAGE 10~11 ■ PAGE 14~15

Marketing Insight
消費升級的時代，

4大新營銷焦點現形

News Clipping

Viewpoint
因颱風考驗
而產生了更大信心

今年8月23日，澳門遭受53年以來的最

強颱風肆虐(天鴿颱風)，不過，不到一個

月的時間，來自 60多個國家及地區逾千

名業界代表出席的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

會(PTM)，就已經能在9月14日于澳門順利

上演。見識到天災過后迅速恢復交通與基

礎設施接待能力的澳門，許多旅遊業者對

于澳門的危機處理能力，非常讚嘆。PTM
的順利進行，更成功博得參與者的美譽。

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針對大型國際活

動危機處理的秘訣，分享了看法。(詳文請

見P.12~13)

Agent Chat Room
旅行社還有哪些業務
出現外包的新機會？

外包的意義，就是讓專業的人做更專業

的事，這也是許多旅行社業者想做外包的

原因。其實，將來「不直接對客」的業務、

不會影響「業務閉環」的業務、不會流失

入口流量的業務，都可以外包。只要不會

因為外包，把自己客人變成了外包的客人，

讓客人維持在自己業務操作中，就不會讓

客人覺得被賣了。也就是說，針對同行服

務，不觸及委託方的客源，更不涉及二次

開發。

整體來看，外包需謹慎，是否外包，以及

外包的項目與自營自建項目比例，取決于

公司的商業模式，能做的就要做到專業。

(詳文請見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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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合作互聯互通•旅遊經濟共商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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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迎接區域合作
攜手共創增長

■ PAGE  6-9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秘書長、北京市

旅遊發展委員會主任宋宇在日前所舉行的

2017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香山旅遊峰會透

露，2017年全球旅遊投資規模將達8,396.8

億美元，創10年來新高。。

宋宇表示，旅遊業是世界經濟中的朝陽

產業。2017年，旅遊業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旅遊產業持續發展，成為拉動世

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世界旅遊城市聯

合會測算，2017年全球旅遊總人次將達119

億，旅遊總人次達到全球人口規模1.6倍。

旅遊業GDP在全球GDP總量中，占比超過GDP總量中，占比超過GDP

10%。2013年至2017年，全球旅遊投資年均

增長率達4.2%，2017年全球旅遊投資規模

將達8,396.8億美元，創10年來新高。聯合

國世界旅遊組織預計，到2020年，僅國際

遊客就可達到16億人次，國際旅遊收入將

達到2萬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1.3億個。

第二，旅遊城市加快發展，成為推動世

界旅遊發展的重要引擎。《世界旅遊經濟

趨勢報告》統計，世界已形成倫敦、巴黎、

紐約、東京、北京、上海六大超級城市群，

成為旅遊主要集散地。目前，聯合會128個

會員城市的旅遊經濟總量達1.89萬億美元，1.89萬億美元，1.89

占全球旅遊經濟總量37%。

第三，共用經濟迅猛發展，成為改變

旅遊發展業態的活力因數。以共用經濟為

主要特徵的企業深入到旅遊業各個方面。

2016年，聯合會會員單位Airbnb房源已覆

蓋全球194個國家，可同時提供150萬個房

源。

其中，無論在投資規模或旅遊往來人次

來看，中國在全球市場上都扮演着舉足輕

重的地位。以剛結束的十一黃金周為例，

根據驢媽媽發佈《國慶黃金周旅遊盤點報

告》，本次旅遊人次7.1億、出境遊人均消費

破5,000元。在國內部分，今年長假期間，該

平臺出遊人數為去年同期的2.18倍。此外，

景區門票預訂人次是去年同期2.5倍，周邊

遊出遊人次是去年同期2.3倍，其中，有超

過60%的遊客選擇自駕出遊、超過70%的

遊客選擇預訂高星酒店，人均花費同比增

長20%。

Customer Experiences
從線上調查到預定環節

如何抓住旅客目光、優化客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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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為焦點、致力

推動全球旅遊可持

續發展之國際平臺

的第六屆「世界旅遊

經濟論壇」10月16日
于澳門開幕。

全新智慧酒店—麦客达温德姆酒店
已于2017年国际酒店投资加盟与特许经营展览会上盛大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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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樂園新階段擴展工程正式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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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B Asia十周年 新加坡推出全新會展體驗
Trade Show

■劉霈芯＝新加坡採訪報道．攝影

2017年亞洲國際旅遊交易會（ITB Asia 

2017）10月25-27日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會

展中心開展，這也是新加坡旅遊局和Messe 

Berlin合作十周年，有超過11,000名代表參

與此次展會。

ITB Asia組織方Messe Berlin新加坡

公司執行總監Katrina Leung表示，今年

是亞洲國際旅遊交易會十周年，展會在過

去十年中發展壯大，通過展會面談機會連

結旅遊產業內生意機會，持續超越客戶和

代表的需求和期望。

Katrina Leung接着表示，2017年亞洲國

際旅遊交易會的展覽空間在今年8月已全

部賣完，參展商也超越往年。今年共有940

位來自會展、企業和休閒旅遊的參展商，

以及951名來自世界各地行業買家。總體而

言，金磚國家經濟體超過了南非、俄羅斯和

巴西的展商預訂增長率。

展會期間還針對「旅遊的未來展望」為

主題，展開為期三天的會議，提供了廣泛

的演示和討論計劃，及超過6,140分鐘的

演講，內容包括IBM亞太地區和Google關

于人造智慧的最新趨勢、攜程旅遊的全

球戰略以及領先的在線旅行社如iJTB，

Expedia, trivago, Tidesquare和Cleartrip的內

容分享。

再者，今年展會也有許多首次突破，包

括：

● 巴西里約、莫斯科、中亞地區哈薩克斯

坦、冰島，以及展團規模突破以往的非

洲館，都是首次于亞洲國際旅遊交易

會參展。 
● 為了反映參與者的強力支持，10月26日

與合作伙伴一起推出首個以會展與企

業為主題的交流中心，並舉辦MICE展

覽會和企業日，為企業界提供演講和

研討會。 
● 以色列創業公司InnoVel主辦的創新旅

遊技術交流，將旅遊公司與前沿創業

公司聯繫起來，交叉分享，旨在解決收

入管理、客戶參與、在線營銷等領域的

挑戰。 
● 今年參展商、買家和代表們可以通過

新的業務匹配系統進行連接，並利用

專屬的移動應用程式進行關鍵整合。

增強的預約系統通過即時通信，為所

有與會者創造一個動態的市場。 

新加坡Passion Made Impossible

作為ITB Asia 10年的合作伙伴，今年

新加坡旅遊局也趁勢推出全球新品牌

“Passion Made Impossible”一系列主題

推廣。

新加坡旅遊局會議展覽署長Andrew 
Phua表示，今年是ITB Asia在新加坡舉辦

十週年，這證明了新加坡作為亞洲領先旅

遊中心的地位。2017年對新加坡來說也是

里程碑式的一年，正通過系列活動重新展

示這個城市的發展方式，激發代表們發掘

和探索這個城市的激情。

新加坡旅遊局將最好的城市直接帶到展

覽現場，通過現場表演、藝術展示和互動

研討會等空間體驗，慶祝「激情成就」的核

心價值觀。它將多個新加坡故事組合成多

感官體驗，吸引代表們的各種興趣，同時

也是展示新加坡人才和激情的平臺。

代表們可以通過本地設計師和藝術家

來觀看收藏品和進行產品選擇，還可以與

展位的新加坡製造商進行互動，及與「紳

士新聞」一起用凸版印刷來製作自己的香

水，並將其手工製作的作品帶回家。

在名為快樂角落（Happy Corner）的激情

廚房展臺，通過虛擬現實將新加坡人民和

激情帶入生活，激發代表們走出去，品嚐新

加坡的風味。代表們可以通過四個虛擬現

實「激情廚房」體驗烹飪工藝，讓代表們觸

摸、感受和聞到用于準備「激情廚房」中所

列菜餚的香料和成分。

攜程旅遊依託科技落戶海外市場

不少中國業者也來到ITB Asia，攜程旅

遊新加坡分公司總經理在接受採訪時表

示，此次攜程旅遊參展ITB Asia，標誌着

攜程集團在國際化的進程又一跨步，同時

其也開始深耕海外目的地市場的落地紮根

發展，從東南亞包括新加坡、泰國等國家

開始，攜程也要打造成為其他海外地區消

費者習慣使用的線上旅遊平臺。攜程在海

外地區招聘本地人才開拓本地市場，與更

多優秀的合作伙伴深化合作、共創行業未

來，竭力為全球的消費者打造更具創新性

的國際化服務平臺，實現創新與國際化的

戰略目標。

攜程旅遊首席執行官孫潔也在主題演

講中與全球旅遊行業代表分享最新的旅遊

資料趨勢，還帶來了一批業內領先的科技

創新項目。

孫潔提出，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攜程憑

借什麼才能得以支撐黃金周這種全球最大

規模的旅遊遷徙呢？

據他介紹，攜程一直專注于人工智慧

(AI)、大資料(Big Data)和雲計算(Cloud 

Computing)的技術開發，3萬員工當中有

7,000名產品技術人員，日以繼夜工作為每

一位旅客的行程保駕護航。目前攜程有將

近3億用戶，每天在網站和App上搜索、流

覽和預訂所產生的資料，大約在50TB左

右。通過這樣一批資料庫裡的客戶畫像，可

以與行業合作伙伴一起提供精准推銷，提

高轉化率。

目前攜程已經開發出一批頗具科技感的

旅遊服務項目，為使用者和合作方帶來諸

多驚喜。攜程酒店的應用VR技術，線上可

以幫客戶展示房間和景色供使用者挑選，

減少人工成本；人臉識別則可以應用到酒

店的入住等環節，減少排隊時長，提升酒店

的服務。

Theme Park

■TTG China編輯部＝綜合報道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香港迪士尼）

日前正式啟動新階段擴展計劃工程。由

2018起為期6年間，香港迪士尼將持續發

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全新遊樂設施和娛樂

體驗，把迪士尼角色及故事活現眼前。預

計首項落成的設施是位于探險世界內以

電影《海洋奇緣》角色莫阿娜（Moana）為

主題的全新表演場地，將于明年開幕。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行政總裁劉永

基表示，由于漫威及《冰雪奇緣》在亞洲很

受歡迎，本次擴建計劃將進一步提升香港

迪士尼的競爭力，吸引更多區內不同年齡

及性別的賓客到訪香港迪士尼及香港這個

精彩城市。

在2018至2023年新階段擴展計劃進行期

間，香港迪士尼幾近每年都會推出全新項

目，包括主題園區、遊樂設施或娛樂體驗。

重點項目包括： 

▼  以蟻人（Ant-Man）、黃蜂女（The Wasp）

及神盾局（S.H.I.E.L.D.）為題的全新遊樂

體驗將于明日世界誕生。漫威超級英雄

將號召賓客一起對抗九頭蛇（Hydra）邪

惡勢力。香港迪士尼將打造全新漫威主

題區，逐漸發展成為亞洲區內 一個彙聚

漫威體驗的必到之處。

「鐵甲奇俠飛行之旅」開幕，獲得空前

成功，已經成為香港迪士尼最受賓客歡

迎的遊樂設施，加上今年舉辦的「漫威

超級英雄」夏季活動，香港迪士尼已化

身為漫威精彩體驗的亞洲區重要基地。 

▼  全新《冰雪奇緣》主題區將驚喜呈現電

影故事及角色，暢遊這個獨特主題區的

賓客，可全情投入新增遊樂設施帶來的

驚喜，也可以與艾莎女皇及安娜公主見

面。 

▼  樂園的地標—城堡，將進行華麗變身，向

所有迪士尼公主致敬，還會上演嶄新的 

日間及夜間表演節目。 

▼  華特迪士尼動畫工作室全新角色，來

自電影《海洋奇緣》的女英雄莫阿娜 

（Moana）將現身探險世界，在新穎及別

具特色的舞臺現場表演。賓客更可與莫

阿娜近距離見面。 

推出全新旅遊業界專屬網站

再者，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香港

迪士尼）還推出全新旅遊業界專屬網站

（www.HKDLTA.com），為同業提供最新

樂園信息、市務推廣及銷售素材。全新網

站設三種語言版本（簡、繁、英），更加入

嶄新功能，包括互動網上培訓課程，以增

進旅遊從業員對樂園產品的認識；以及電

子商務功能，方便旅行社透過網站為賓客

訂購樂園產品，為客戶提供更佳的服務體

驗。 

2017-11-06.indd   2 2017/11/8   11:38:22 PM



NOVEMBER 2017 • TTG CHINA 3News

↑香港迪士尼啟動為期6年的擴展計劃。

（
提
供
·
香
港
迪
士
尼
）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旅遊銷售總監

董沛銓表示，全新旅遊業界專屬網站功能

全面，有助業界伙伴進行香港迪士尼的銷

售活動、提升業績。業界可利用智慧型電

話、平板電腦及電腦，隨時隨地緊貼樂園

的最新信息、參與網上培訓課程，以及按

賓客需要訂購樂園產品。

他指出，香港迪士尼今年一個重點銷售

策略是擴展香港迪士尼的銷售渠道，開拓

以往較少接觸的市場，包括相對較分散的

東南亞市場。樂園十分重視各個市場的潛

力，期待全新網站進一步擴闊業界銷售網

路，為更多賓客帶來迪士尼奇妙體驗。

▼  簡潔頁面、功能全面 
全新旅遊業界專屬網站與樂園網站一脈

相承，設計簡潔清晰，方便流覽。網站提供

綜合樂園產品信息，旅遊同業亦可透過網

站查閱樂園旅行社包銷商目錄、流覽旅遊

業界電子通訊「迪士尼全接通」及新聞稿，

並下載業界活動照片。

▼互動網上培訓課程 
旅遊同業可透過樂園旅遊業界專屬網站

的「香港迪士尼樂園知識學院」多媒體互

動網上培訓課程，增進樂園產品知識。網

上培訓課程提供產品知識、推廣資源、銷

售流程及規則等課程。旅遊從業員可以電

腦或智慧電話，依個人進度參與課程。完成

不同階段的課程后，更可得到迪士尼 主題

設計的電子證書、參加樂園考察以及獲贈

不同獎勵。

▼電子商務功能提供無縫交易體驗 
自2017年10月23日起，旅遊業界專屬網

站新增電子商務功能，業界可透過網站隨

時隨地選購樂園門票、美食餐券、特色體

驗及推廣優惠等產品。網上交易完成后，

業界將獲發包含電子票據(如適用)的確認

函，其賓客可憑票上的二維碼換領相關

產品或服務。整個交易過程全電子無縫對

接，讓業界可為賓客提供更靈活及優質的

服務。

2016年紐約市預計接待了 6,070 萬遊客，創歷史新高。近五年來，紐約遊客的增長率達到了20%。而遊客的消費金額則增長更多，5年增長達到34%，在2015
年遊客消費達到422億美元。紐約市擁有全美最活躍的酒店發展線，截至2017年6月，酒店客房數約為11.3萬間。

資料顯示，2016年中國遊客赴歐洲旅遊人數已超過500萬人次，與2015年相比增加6%。其中，2015年到2016年當中，中國赴愛沙尼亞旅遊的遊客數量同比
增長率是17.2%。

過去一個財年，馬里亞納接待了超過20.6萬名中國遊客，同比增長約22%，目前中國已是僅次於韓國的馬里亞納第二大客源市場，且在未來5～10年中國預計
將成為馬里亞納的最大客源市場。

途牛旅遊網監測資料顯示，租車使用者中，30-39歲占比最高，達42%，這一群體處于事業與家庭穩定期，追求品質生活，探索欲強，成為租車的主要用戶群
體。

2016年，共有1.3億中國遊客在世界各國旅遊，但只有5萬人選擇巴西作為旅遊目的地。巴西政府推出簡化辦理簽證的手續，以增加遊客數量。

422億

↑22%

↑22%

50,000

↑6%

42%

Numbers Talk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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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合雙方會員資源，實現會員積分輕鬆兌

換。

香港快運航空
委任新總裁

香港快運航空宣布委任李殿春先生為新

任總裁，即日生效。李先生上任后，將領導

公司的專業團隊管理香港快運航空的營運，

加強與員工的溝通，並在執行董事長鐘國頌

先生帶領下，共同制訂公司的策略及發展計

劃，積極參與公司優化服務及提升管理效率

的多項措施，讓香港快運航空繼續為香港市

民及遊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優質飛行體驗。 
李先生在航空業界擁有20年的豐富經

驗，于航線規劃、市場營運規劃及管理等多

範疇有豐富經驗。加入香港快運航空前，李

先生曾任香港航空首席商務官。

阿聯酋目標2019吸引100萬中國遊客

UAE

■鐘韻＝阿聯酋採訪報道

相對于較早進入中國市場的迪拜和阿

布扎比，阿聯酋境內另五個酋長國在中國

旅遊市場認知度尚低。阿聯酋旅遊部盼扭

轉現狀，以各酋長國鮮明的產品特色滿足

中國客人的探索心，提高全境中國遊客流

量，突破百萬目標。

阿聯酋經濟發展局旅

遊推廣部總監Abdulla 
Saleh Al Hammadi介紹

道，每年約78萬人次的中

國遊客，現占阿聯酋入境旅遊市場約4%。

成績雖然不壞，但阿聯酋旅遊部相信該國

仍有成為更多中國遊客旅遊目的地的潛

力。

增強各酋長國在潛在客人心中的印象，

讓遊客知道阿聯酋在迪拜、阿布扎比之上

還有更多值得探索的資源，將助力旅遊部

達到提高中國遊客人數的目標。

他指出，很長一段時間，迪拜和阿布扎

比都在營銷上下了很大功夫，並獲得了良

好的效果。這對阿聯酋總體是好事，但旅

遊部相信增強其他酋長國的市場認知度

也有必要，不僅為了促進這些酋長國的旅

遊市場發展，同時也為了滿足遊客預期、

延長遊客的停留時間、推進遊客與本地文

化的互動，並發掘更多新的體驗等。Visit 

UAE項目因此而誕生。

目前Visit UAE的市場推廣計劃側重

B2B，針對中國旅行社行業推出的線上培

訓課程即為一例。關于阿聯酋各個目的地

能為遊客提供什麼樣的獨特產品和體驗，

該課程是增進旅行社業者對其瞭解的有效

工具；完成課程的學員還有機會參加實地

接觸資源的VIP考察活動，以在回國后更

好地詮釋阿聯酋產品優勢。當然，路演也

是重要的推廣手段。他認為，每一個酋長

國對遊客的吸引力，從遊客停留時間和重

複到訪的角度而言，對其他酋長國的市場

都會起到說明。

在Visit UAE項目當中，阿聯酋旅遊部

與境內各官方旅遊機構合作，以「不同個

性」的方式包裝每一個酋長國，使不同的

旅遊產品和服務全面覆蓋遊客的不同需

求。

由此，阿聯酋經濟發展局旅遊推廣部相

信至2019年，阿聯酋能達到每年接待百萬

中國遊客的目標。

量，突破百萬目標。

遊推廣部總監

Saleh Al Hammadi
道，每年約

首家外資航企入駐京東

芬蘭航空與京東旅行日前在北京舉行

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雙方就航空客運、

市場推廣及會員體系等方面達成戰略合

作。作為首個與京東建立合作關係的外資

航企，芬蘭航空此舉進一步彰顯了其對中

國市場的重視和投入，以及為國內旅客提

供更為便捷、舒適和優質旅行服務的決

心。

根據協定，芬蘭航空將于2018年年初以

官方旗艦店的形式進駐京東旗下的一站

式旅行平臺京東旅行。消費者可在旗艦店

直接購買和預訂芬航機票。此外，芬蘭航

空還將聯手京東推出忠誠會員計劃，進一

Airlines Updates 越捷航空和卡塔爾航空
簽署互聯協議

越捷航空日前宣佈與位于杜哈的卡塔爾

航空公司進行兩階段的航線伙伴互通合作。

今年九月實施的第一階段合作是卡塔爾航

空公司的乘客得以乘坐越捷航班往來越南

和台灣; 至于下一階段將儘快准許越捷航空

的乘客使用一個為兩間航空公司網絡提供

服務的單一預訂系統，以乘坐卡塔爾航空

公司往來全球超過150個地點。 
越捷航空副總裁阮氏翠萍女士表示，

這是越捷航空為服務多樣化戰略的一個支

柱，旨在為乘客提供更多旅遊便捷的機會，

將繼續與其他擁有先進技術平臺的航空公

司合作，以惠及乘客。 
卡塔爾航空公司正在開設連接河內和胡

志明市與杜哈的兩條直飛航線，分別為每

天兩班航班和每週十條航班。

阿聯酋航空
迎來第100架A380
運營全球最大規模A380機隊的阿聯酋

航空，預計將于11月3日迎來其第100架
A380客機。

自第一架A380客機加入阿聯酋航空機

隊以來，已有超過8,000萬名乘客在這九

年間，搭乘過這一超級巨無霸前往阿聯酋

航空遍佈全球的45個A380目的地。在中

國大陸，自阿聯酋航空于2010年8月正式

啟用A380客機執飛北京至迪拜每日一班

定期航班至今，目前，阿聯酋航空每天各

兩班A380從北京和上海出發，每天一班

A380從廣州出發飛往迪拜。

加拿大親子、戶外主題路線受關注

Canada

■鐘韻＝採訪報道

通過日前所舉行的2017 加拿大亞洲旅遊

同業交流會這個面對面交流的平臺，亞洲

旅遊業者加深了對加拿大旅遊市場和資源

的瞭解，發展更多合作機遇並共同推出高

品質的旅行產品。資料顯示，小眾旅行體

驗及景點變得越來越收歡迎，親子、滑雪、

自駕主題也成為吸引中國遊客赴加旅遊的

主要原因。為此，加拿大旅遊局將針對性

地為中國遊客設計精彩紛呈的戶外及滑雪

主題路線。

2017加拿大亞洲旅遊同業交流會共吸引

了來自來自加拿大各大景點、酒店和地接

社的230余名代表與來自中國大陸、香港以

及臺灣地區的120名旅行社代表參加。

加拿大旅遊局董事

會主席杜 克文 ( B e n 
Cowan Dewar)說道，為

迎接2018中加旅遊年，加

拿大正積極開展為中國客

人塑造更便捷旅遊環境的China Ready項

目，其舉措包括增加中文標示、提高支付

寶通行度等。同時，加拿大旅遊局會利用

安全、友好、北極光和野生動物、城市與大

自然的交融、美食體驗等加拿大吸引中國

遊客的因素，加強宣傳和推廣。

他指出，近兩年中加航線大幅增加，目

前大中華地區直飛往返加拿大的航班已達

每週185架次；與此同時，加拿大在中國的

簽證中心不久后預計將由6家增至11家，為

加拿大進一步滲透中國二線市場提供新的

機遇。不過，隨着加拿大航空去年推出上

海至蒙特利爾、海南航空推出北京至卡爾

加里、香港航空推出香港至溫哥華及廈門

航空推出廈門至溫哥華航線，中加新航線

的開通也暫時告一段落；要保持強勁發展

勢頭，加拿大旅遊局還盼更多航班提供助

力。未來，加旅局也希望吸引中國遊客到訪

更多加拿大二線目的地。

最近幾年，加拿大的中國遊客市場一直

保持着25%左右的迅猛發展。今年，加拿

大旅遊局預計將在去年的人數基礎上再攀

23%，接待中國遊客74萬人次。

杜克文表示，「在過去的一年中，無論

是簡化簽證流程還是開設更多直飛航線，

我們一直為中國遊客爭取更加便捷的出

行方式、提供更加豐富的旅行內容。我們

很欣慰地看到，中國現已成為我們第二大

海外客源國，並且成為增長最快的海外市

場。」

據加拿大旅遊局官方統計資料，僅 2017 

年前兩季度，加拿大共接待了來自全球的

超過 840 萬遊客，同比去年增長 6.2%。就

中國市場而言，僅今年七月，加拿大共接待

了來自中國超過 61 萬遊客，相比去年增長 

24%，創下歷史新高。

馬尼托巴省充滿活力

中國市場裡的小眾戶外主題旅遊趨勢，

為加拿大增添不少機會。例如，隨着極光遊

在中國越來越火，加拿大邱吉爾的中國遊

客人數也節節升高，冬季產品極早售罄。對

此，邱吉爾所屬的馬尼托巴省旅遊局希望

加強中國市場對馬尼托巴的整體認識，引

導遊客在各個季節到訪馬尼托巴的更多目

的地。

邱吉爾是個非常小的目的地，特定旅遊

項目的季節有限（比如北極熊和白鯨的最

佳觀賞時間僅在每年7月至11月）；為增加

邱吉爾在其他季節的遊客流量，加拿大馬

尼托巴省旅遊局正在開發二、三月的極光

觀賞行程，同時促進遊客往馬尼托巴省的

其他目的地探索。如其省會溫尼伯，即是一

個多元化且充滿活力的城市，值得到訪的

景點包括北極熊援救中心、海冰隧道、加

拿大人權博物館、北歐Spa等，眾多的音樂

節和美食也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旅遊局也會為中國自駕遊客提供

露營、垂釣、野生動物觀賞、戶外活動等的

相關行程建議。

新斯科舍提供探險

市場新兵新斯科舍則擁有世界最高的海

浪，還有變化萬千的美景、新鮮豐富的海

鮮。新斯科舍旅遊局盼勾起中國遊客對加

拿大大西洋沿岸風光的興趣，前去探索不

一樣的旅遊資源。

就活動的角度而言，新斯科舍無疑是個

留着「戶外」血液的省份；周圍的海水為其

提供了沿海徒步旅行、划獨木舟和皮划艇

等運動，同時省內還有2座國家公園和25座

省立公園。

在豐富的軟探險活動選擇之上，較刺激

的還有湧潮漂流(tidal-bore rafting)——當

大浪逆流、160億噸的海水湧入芬迪灣時，

急流便能為戶外愛好者創造一種難忘的體

驗——這在全球，只有新斯科舍能提供。

會主席杜 克文

Cowan Dewar)
迎接

拿大正積極開展為中國客
2017年上半年

加拿大

共接待840萬全球遊客

同比成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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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區域合作，攜手共創增長 

■張廣文＝採訪報道

自由貿易與跨境合作持續驅動全球人才與思想的交流。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計劃為此等政策的典範，並

開創出一系列包括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等區域經濟合作框架。這些框架將成為未來區域結盟合作的

基礎，而旅遊經濟合作更將是當中的重要議題。

多國部長和私營公司首席執行官在2017澳門世界旅遊經濟論壇上，就「迎接區域合作，攜手共創增長」議

題，進行了對話，包括：區域與跨區域合作如何締造超越地理範圍的正面發展？旅遊經濟領域的伙伴關係有哪

些合作範圍？談到構建旅遊經濟，何種形式的跨境協作最為可行？哪種政企伙伴關係能夠創造出最佳的長遠

效果？政府如何設立激勵機制以鼓勵企業推進可持續發展？區域結盟如何為個別國家與市場帶來好處？

Cachet Consulting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兼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秘書長特別顧問阿妮塔•門迪華達(Anita Mendiratta)

羅馬尼亞旅遊部副部長
克莉絲蒂娜•約內拉•塔蒂亞塔(Cristina Ionela Tărteață)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塔勒布•瑞法依博士(Taleb Rifai)

今年定為
國際可持續旅遊發展年

每一個行動，
都能夠提升旅遊政策的制定

現在做的，
對未來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Cachet Consulting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兼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效果？政府如何設立激勵機制以鼓勵企業推進可持續發展？區域結盟如何為個別國家與市場帶來好處？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塔勒布•瑞法依博士(Taleb Rifai)

效果？政府如何設立激勵機制以鼓勵企業推進可持續發展？區域結盟如何為個別國家與市場帶來好處？效果？政府如何設立激勵機制以鼓勵企業推進可持續發展？區域結盟如何為個別國家與市場帶來好處？

旅遊需要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以及國

與國之間的聯合，才能有更好的發展。來自

公私營領域的領導者，在談怎麼能夠真正

合作時，並不能限于空口光說，而是要實實

在在地做，展示出合作的價值、對話的價

值，並且保證旅遊行業能夠為人類的福祉

服務。

今年，旅遊行業面對一個重大的里程

碑，也就是第一次得到了全球性且具影響

力的承認，聯合國決議將今年定為國際可

持續旅遊發展年。這是非常巨大的榮譽，

旅遊是一個大家集體的行動，包括旅遊

業的發展和旅遊業的實質，每一個旅遊行

業的參與者都希望取得成功，但是群策群

力才能夠有更好的結果。就合作伙伴關係

來看，不同從業者之間的協作、合作是非常

重要的，而旅遊業者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

無論大小，都能夠提升旅遊政策的制定，

也能夠更好地說明自己達成目標，更能夠

提升大家對于旅遊的意識，增進對旅遊的

瞭解，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

公私營部門合作的精神已經有了，要走出

第一步，政府首先可以推出旅遊業的優惠

公共部門、國營部門應該私營領域發出

一個非常強大而清晰的信號，強烈的展現

要合作的態度，爭取區域性或跨國的合

作，而且要實實在在的打造合作項目，這

些項目也要跨越一些暫時的過渡性問題。

當然，僅僅傳送信號是不夠的，私營企業也

應該要建立非常好的一些私人環境，並且

建立公平、透明的環境。

另一方面，旅遊業以及相關行業，其實是

旅遊業的力量更多地體現在人們見面時

候的互相交流，就好像是能夠達到一種心

靈的相通。旅遊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人與人之間的體驗和經驗的互換，這就是

旅遊的實質。在旅遊從業當中，每一個人都

可以改變自己。而身在旅遊行業的人，就會

有機會到很多國家，體驗不同的風景以及

不一樣的城市。即使是短短五公里塞車兩

小時，也可以感受一個非常深度的旅遊奇

遇。在旅行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不同的人、

看到不同的臉龐、感受到不同人身上的體

驗，這就是旅行和出行帶來的最大力量。

未來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旅遊，世界也會

變得更加的美好。

其實，未來不能夠由現在百分之百的決

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僅從旅遊的角度來看旅

遊，而是從旅遊對人類和世界造成的影響

這個角度來看旅遊。

一年有365天，旅遊行業要抓住每一個機

會，讓人們理解自己的角色，同時要促進社

會、經濟、文化、環境的可持續性。旅遊行

業要突破現在的挑戰，就必須要靠合作，

繼續發揮旅遊的作用，提高標準，保證世

界各地的旅遊者和各個地方都能夠共用旅

遊業，並互相尊重。

政策，改變當地旅遊行業的做事方法，也可

以交換彼此對于行業的看法與認識。任何

國家都可以和其它鄰國一起推廣，打造一個

共同的目的地，形成打包的項目，如歐洲目

的地一起向亞洲遊客，特別是中國遊客推

廣。光是中東歐就有16個國家，每個大小不

一但都別具特色，如果真正能夠合作的話，

潛力無窮，特別是私營領域的合作。

合作能使政府獲得不少東西，這也就是

旅遊的精髓所在，以及旅遊業者工作有意

義的地方，讓更多遊客享受旅程、享受當地

的美景。

由很多的中小企業組成，而這些中小企業

大多數都是以家族企業的形式運行，也有

一些以協作式的合作方式進行，可能他們

在某個方面缺少資本、缺少融資，或者是

缺少人力資源，但是公共部門、國有部門應

該幫助他們來實現這些領域的空缺。

要說服私營企業的代表能夠更好地支持

政府在公共部門所推動的一些旅遊政策，

可以塞爾維亞的經驗為例，在塞爾維亞，

定，不過，現在做的，對未來幾年都會有一

定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市場千變萬化，

三年前沒有人會想到威尼斯、巴賽隆納、羅

馬、巴黎等地會出現打擊旅遊的事件。五年

前，更是沒有人意識到共用經濟正在席捲

着所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旅遊業者要領

先于世界的趨勢，在事情到來的時候也能

夠解決。而且不能只看好的方面，要能夠防

微杜漸，捕捉非常小的趨勢。

總之，旅遊更多的是以人為本，其為人和

社區之間的和諧，也是人和社區之間協調

發展的一部分，旅遊業者應該非常嚴肅認

真地去看待這一點。

布達佩斯機場首席執行官約斯特•拉默斯 (Jost Lammers)

聯合的戰略，
就是在一開始共用共建

真地去看待這一點。

布達佩斯機場首席執行官約斯特•拉默斯 (Jost Lammers)

真地去看待這一點。真地去看待這一點。

匈牙利是以百分之百的私營管理方式管

理機場，不但跟全球機場有非常好的合作

模式，在全球也有非常好的航線網路。匈

牙利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

也是很好的成功佐證，機場的基礎設施在

全球的旅遊環境當中，都起到了一個非常

好的互聯互通作用。

整體來看，在布達佩斯，公私合營、開放

式的想法，還有國家部委，如外交部、旅遊

部、外貿部等的合作，非常重要，機場也會

和公營部門一起通過聯合的手段去發展市

場，包括航線的制定，還有一些促進航空

運輸輔助行業發展的方法。例如，機場和

公營部門在中國也有相關的旅遊推廣活

動，進一步促進互聯互通。也就是說，聯合

的戰略，包括一些市場推廣，以及政策的制

定，都是不錯的選擇。聯合的戰略，就是在

一開始共用共建，而不是催促對方去接受

自己的觀點。

塞爾維亞共和國貿易、旅遊和電信部副部長雷納塔•平索(Renata Pindžo)

實實在在的打造合作項目

會有不同的政府激勵政策、補貼，以及貸

款利率的優惠，私營部門因而能夠採取不

同的項目去促進旅遊基礎設施的發展，同

時也能更好地去適應市場一些新的動向，

並且採取一些新的科技，擁抱創新。私營

部門的角色，也就可以更好地創造一個非

常良好的環境，去幫助旅遊業的發展，並且

幫助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以及更好地跟

學界產生協作的效應，而這些產學研的結

合，又能夠更好地塑造一個群策群力的環

境，也能夠更好地融會資源，讓旅遊業實

現持續的發展。

塞爾維亞該做的工作都已經做了，不但

已經開始推動很多區域性的推廣和產品，

同時，也和很多其他國家合作，包括：黑

山、克羅地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打

造各種美食之旅，以及特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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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兩方都能夠
從項目當中獲益

NOVEMBER 2017 • TTG CHINA 8special RepoRt

保加利亞共和國旅遊部副部長
米爾科•特奧菲洛夫(Milko Teo lov)

馬來西亞旅遊局主席
蕭家偉(Siew Ka Wei)

任何國家都需要雙贏 項目是要靠人和人的連接

從政府的角度出發，跟私營部門合作的

最好的方式，並不是分：強的甲方，或者是

弱的乙方，而是達成雙方的共贏，獲得最大

化的結果。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應該更

好地將社會財富最大化。作為一個起點，

在一開始建立一個共有的平臺很重要，這

才能促進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合作，跟社

會保持接觸，聆聽社會的聲音。

另外，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都應該有一

個公平的環境，並且遵循可持續性的發

展。過去幾年，旅遊行業一直是發展很好

的行業，公共部門不應該著眼于短期的利

益，而應該長遠來看，因此，應該更好地管

控投資，讓投資成為驅動發展和公私合營

馬來西亞在中小企業的發展方面做得非

常不錯，很有經驗，而且創造了機會，讓旅

遊業中小企業發展壯大。不管公營部門，

做什麼，都必須讓公私兩個領域能得到好

處。1995年馬來西亞做了一個公私營合作

最成功的項目，項目使得馬來西亞在2012

年就獲得了聯合國的創新政府管制獎。之

所以能夠獲得這樣的獎項，馬來西亞旅遊

部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多元的培訓項目，以

保證這些農家能夠創立較好的旅行者體

驗，讓遊客在馬來西亞能夠度過難忘的一

段時光。

項目中，政府和農村地區一起合作，在村

莊裡面使得本地人利用自己的資源，建立

起一定的旅遊體驗，吸引遊客到訪旅行。也

的前提。

以保加利亞為例，現在當地各個市政府

和各個部門推出了一張投資地圖，把大家

聚在一起，吸引私營企業的投資，同時，也

積極瞭解公共領域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公共部門要理解私營領域的語言，要明白

在投資背后的理念，而私營領域也要幫助

公共領域，幫助公共部門做出決策。任何

國家都需要雙贏，而不是雙輸的局面，要

避免一強一弱，透明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私營領域最常見的問題，和

公營部門一樣，就是人才的問題。每個國

家都要審視哪個行業更擅長發掘可靠的人

才，未來應該要打造一種攜手的行動。

克羅地亞共和國旅遊部國務秘書
弗蘭諾•馬圖希奇(Frano Matušić)

控投資，讓投資成為驅動發展和公私合營控投資，讓投資成為驅動發展和公私合營

克羅地亞的經驗非常值得分享，政府和

私營領域之間互相支持，通過旅遊實現了

國家的重建。克羅地亞在公私營領域方面

有相關的法律，也符合歐盟的法律，實現

的是雙贏的模式。當地其實沒有太多的項

目，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項目，例如，首

都札格雷布的機場新大樓就是公私合營的

結果，也是公私合營很好的體現。全新大

樓，建築物價值2億歐元，對當地是一項非

常大的投資。又如，很多公共機構的建築，

如能源、學校等方面的建築，也都有公私合

營的影子。

公私營合作，最重要與最主要的一項條

件，就是雙方都必須從這一項目裡面獲得

利益。為了讓兩方都能夠從項目當中獲益，

公營部門會給出一定的出讓金額，給私營

部門一塊地，租期為99年，讓私營企業租

用，同時，私營企業可以有建造權、使用權，

也可以使用上面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等。

如此一來，私營企業也能夠為公營部門

帶來利益，例如，新的工作崗位，將使得建

造業也從中受益。又如，如果打造新的酒

店，建築的修建也將使得建築業受益。而

新的項目，也就等于旅遊業中的新產品，不

但會成為新的旅遊熱點，也會帶給許多人

好處。

因為這個項目運行的非常成功，說明目的

地只要利用好村莊裡面的資源，保留當地

的獨特文化和自然樣貌，就一定能夠成功。

項目不僅有旅遊部門的參與，也有鄉村發

展部的參與，以及其他多個政府部門的參

與。

整體來看，項目並不僅靠財政上的激勵，

而是要靠人和人的連接。當外國遊客到訪

的時候，他們可以遇見很多友好的當地人，

可以交流想法，創造出很多的機會，而且也

建立了不少的友誼。很多人在村莊裡面獲得

了非常獨特的體驗，以后也不需要更多的

宣傳，就會回馬來西亞旅遊。可以說，在沒

有愛彼迎之前就創立了愛彼迎。

柬埔寨王國旅遊部部長唐坤(Thong Khon)

東盟
是跨境合作模式的典範

有愛彼迎之前就創立了愛彼迎。

柬埔寨王國旅遊部部長唐坤(Thong Khon)

東盟是一個跨境合作模式的典範，涉及

到鄰國的跨境合作，一樣可以很可靠、很有

效。在公共和私營部門之間的合作伙伴關

係，尤其是在旅遊發展的行業，都是為旅遊

提供各種便利，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等。每

一個國家都必須處理很多挑戰，才能使國

家的部委級和公共部門提供一些貿易的便

利條件。在公共和私有部門之間，如果能夠

創立一個跨部門的委員會進行管理，就能

夠更好地去促進旅行。

同時，對旅遊者而言，他們在到訪時，他

們會看到一些問題解決辦法的體現，體驗

一些旅遊設施，如不同關閘的檢查點、海

關、不同的旅遊景點，以及很多旅遊安全的

設置等，這些都是公共和私營部門合作之

下的成果。在東盟國家，旅客也能夠看到

許多旅遊便利化的方案，以及旅遊壁壘的

消除，讓東盟國家之間旅遊資源的互換，

能夠被更好地促進。

另外，免簽的政策，尤其是在東盟國家

之間，也能夠促進柬埔寨以及東盟國家的

發展。

國際順風會匈牙利國際委員兼Premium Incoming DMC成員彼得•雅沃凱 (Péter Jávorkai)

政府要打造很好的衡量機制政府要打造很好的衡量機制政府要打造很好的衡量機制

政府如果要更多地去鼓勵與支持，首先

政府要理解私營部門的工作機制、工作原

理，以及真正需求。例如，私營部門的運轉

原理、盈利目的等。其實盈利性和可持續

性都是現在營部門需求的，政府必須瞭解

對方真正發展的目。而政府發展旅遊業也

會有特定的政治意願在驅動，因此將中短

期和長期的戰略結合起來就是一個重點。

政府要有更多的長遠思考，同時，要有透明

度和可持續性。

可持續性也能夠體現在政府部門和私營

部門的互信基礎之上。利潤只是其中一個

重點，更重要的是，私營部門可以將盈利和

追求利潤最大化，而且與長遠發展結合起

來。因此，政府還必須要瞭解私營部門現

在不斷與時俱進的需求，他們的需求會一

直變化，只有瞭解后，稅收政策、制定旅遊

發展戰略等才能有更為精准的定位。

匈牙利政府在旅遊業的發展上最近訂立

了一些政策，包括每半年的回顧和審議機

制，還有一些新建立的匈牙利旅遊業市場

推廣機制，這是一個一體化的全面機制，

也是一個從上到下貫徹的機制和戰略，如

此便能很好地集結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力

量，以一個公平、透明的政策來進行運營。

也就是說，政府需要學習更加積極、更加

主動地打造一個很好的衡量機制與度量

衡。

波蘭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及管理董事會主席拉法爾•米爾卡斯基 (Rafał Milczarski)

航空公司可以通過合作，規避風險

旅遊業是一個方興未艾的行業，過去十

年取得長足的發展，但很多方面依然有待

加強。另一方面，旅遊業看天吃飯，只要有

天災就會展現出脆弱性。作為航空公司也

深深依靠天氣，只要天氣不好，就沒有辦

法能夠如期起飛。

不過，航空業隨着旅遊業的發展，受到

了很多影響和帶動。近期，可以看到國際航

空業的風雲變化，受到國際地緣政治的負

面影響。

眾所周知，航空公司運營的成本是很高

的，例如，從首爾到北京的航線，蘊含着很

大的風險，運營特定航線，一旦稍有差池，

風險巨大。

但是航空公司可以通過合作，規避風

險，促使每一位合作的參與者，都能從中獲

益。要合作，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穩定，

穩定壓倒一切。當有了很成熟的條件，簽訂

了協定，或是合作備忘錄之后，就應該儘量

去執行。當航線、航路和端到端的路線都

已經確定的時候，就要調整好雙方的管理

局，甚至是兩地政府部門的協作，以及一

些資源的調度。

波蘭航空公司是在中歐最大的航空公

司，但從歐洲的整體航空業發展來看，中

歐和東歐在航線的設置上，並不是最強、

最有說服力的，這一部分是由于歷史的原

因，一部分則是有一些國際的因素所導致，

發展的沒有西歐那麼快。中歐和東歐也

一直在向西歐學習，尤其是機場的基礎設

施。

中東歐的航空公司一直都比較落后，未

來將從歐盟成員身份當中獲益更多，但還

需要更多的公共部門以及政府參與，同時

更多基礎設施的投資，使得連線性和連通

性跟上。之前有一些中東歐的航空公司都

破產了，因為規模太小，財力也不夠，所以

只有聯合才能夠抱團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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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順風會匈牙利國際委員兼Premium Incoming DMC成員彼得•雅沃凱 (Péter Jávorkai)

拉脫維亞共和國經濟部國務秘書
尤裡斯•斯汀卡 (Juris Stinka)

跨境協作
須面對許多挑戰和陷阱

其實，任何目的地在促進旅遊與推廣

旅遊的時候，一般都不會只推動自己的國

家，往往都是聯合幾個鄰國，以輻射性、帶

動性的旅遊方式，推進宣傳策略。這就要

求不同的鄰國能夠建立很好的合作伙伴

關係。

但跨境協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

了，要面對許多挑戰和陷阱。當在合作的

時候，很可能需要經過很多的繁文縟節，

同時要經過層層申請才能做到。或是明

明相關的政策制定出來了，但是在執行的

時候，又是另外一碼事。而且國家和國家

之間，都在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擁有某種

競爭關係，每個國家都是希望吸引遊客到

訪，而不是去鄰國，所以平衡的拿捏必須

掌握好才行。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從中國到歐洲的

遊客，都會一次性的選擇前往多個不同的

旅遊目的地，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只去一個

國家，往往至少把一些相鄰的國家一起遊

玩，所以作為歐洲的目的地，應該將競爭

轉變為合作，形成良好的競合關係。

杜布羅夫尼克之珠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維琴科•布拉加伊奇 (Vicenco Blagaic)

航空公司要考慮區位的特色

目前公司在克羅地亞做一個大型項目。

當初從私營公司購買了土地，面對了很多問

題，花了10年才買到，克羅地亞和其它東歐

國家一樣，一塊地的地主不只有一家公司

或者一個所有者，往往要涉及到和各個業

主去談判，所以很麻煩。但從另一方面看，

公司和政府合作的關係還是非常不錯的，

克羅地亞有很多新的法律，幾年之前政府

開始引入這些法律，在一些非戰略性的行

業當中引入私營的投資。自己的項目在10

年的準備期之后就已經開始建設了，明年

應該就會開始運營。

從航空公司的角度來講，一定要考慮區

位的特色，項目所在的區域是一個小城，

只有幾十萬人，但是機場每年會迎來200多

萬遊客。同樣的，克羅地亞每年會有1,500

萬國際遊客，而當地人口卻僅有400萬國際遊客，而當地人口卻僅有400萬國際遊客，而當地人口卻僅有 萬人，

可見旅遊業發展非常蓬勃。克羅地亞每年

的到訪旅客數量還在增長，去年的增長率

更是達到了雙位數，因此公司很希望能和

航空公司進行合作，看如何吸引更多人到

訪。目前夏天當地會有來自倫敦的直航，但

冬天直航會從十幾班減為兩班而已，實在

太少。

1.政府、私人部門，以及不
同的公民之間，需要很好的積

極規劃，才能夠更好地去進行一

個連接，因為正是有不同人士之

間的連接，才能帶來更可持續

發展的旅遊業。

2.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應
該能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旅遊

業所做的，應該是公平、公正，

以及透明的，而且要將社區帶入

其中。

3.接下來，各國應該積極降低不同的壁壘，包括
簽證、金融的支持、融資的支持、稅收的支持等，同時，

要更好地瞭解對方的壁壘，把所謂的壁壘轉化成驅動因

數，促進政府、區域和公民之間的協作。這也是長期的願

景，如果不從長期的願景出發，今天的發展也就無從談

起，更無法取得多贏的發展，所有人都會是輸家。

（對話和協作要繼續持續下去）
4.另一方面，對話和協作
要繼續持續下去，因為環境是會

變的，無論怎麼細心規劃，都還

是會要應對一些不時之需。只有

做好未雨綢繆的準備，才能夠

應對未來的挑戰。



老生常談，但對流量的提升依然有效，且

是成本最可控的方法。

他指出，雖然移動年代流量碎片化，但是

無論百度還是其他搜尋引擎依然是最好

的獲客方式。不過前提是需提供一些標

準化產品，並具備很多關鍵詞屬性。比如

航空公司有很精准的出發地、目的地和

時間關鍵詞，這種情況下成本也能很好

地控制。

●  最后，在社交年代一定要做好粉絲經

營，因為粉絲經濟為場景做好移動化。

在粉絲經營方面，微信、微博肯定是比較

重要的。比如哈爾濱萬達城、萬達長白山

景區都在短短時間內炒作大量話題，引

起大量關注，使得哈爾濱萬達城和萬達

長白山景區短時間內獲取大量粉絲，且

和粉絲之間互動也非常強。因為有一些

產品（比如滑雪產品）的客戶並不是一次

性的，通過不同活動和不同主題可以吸

引粉絲複購。

2.場景化

江小白品牌總監葉明說道，從酒品牌的

角度來看，希望能和用戶做朋友，而不是做

營銷，通過圖文與用戶之間的溝通使雙方

關係變得簡單和平衡。因此可以圍繞着小

情緒、小場景、小心情去做一點原有生態

體系之外的，沒有發現和發生的事情。

他解釋，從前的認知中，喝酒應該是高

大上的形象，但實際上場景的發生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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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升級的時代，
4大新營銷焦點現形

■鐘韻＝採訪報道

  諾基亞總裁退出手機領域時說了一句話：「其實我們沒有做錯什

麼，但是我們輸了。」有業者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把握住市場趨勢；

也有業者認為，諾基亞並不是輸給對手，而是輸給了時代。無論如何，

在消費升級的時代，找到企業持續成長的驅動力、從新市場和新客戶

拉動企業的營收，都是旅遊業的關注點。

環顧當今這個消費升級的時代，營銷的

著力點應聚焦何處？

1.移動化

耐特康賽CSO周濤介紹道，約四、五

年前市場上的流量75%還在PC端，至15年

起PC和移動設備開始各占一半，而今年已

有75%的流量都從移動端去發射。當流量

都已經到移動設備時，旅遊企業怎麼抓住

契機，把旅遊市場的流量運用好？

他認為，移動流量雖然競爭激烈，但還

是有一些好辦法，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

效果。而旅遊企業在移動年代要把握75%

的紅利口，一定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營銷

方法，以期在這75%當中分得更大的一塊

蛋糕。

● 首先是APP，但這較適用于產品比較豐

富的平臺。綜合預訂平臺可以通過推廣、

用戶體驗和線下體驗來實現APP經營；

這還是一種門戶概念，因為APP作為一種

場景基本上是作為門戶來用，而真正作

為APP來說，一般都是高頻應用才有可

能把握絕對流量。

●  其次是通過各種移動事件營銷或移動端

品牌營銷塑造、提升口碑，最后達到用

戶有預定需求時會「想到你」的目標。

預訂時候怎麼能想到一個品牌？在移動

端依託移動自媒體和社交屬性做事件營

銷，能達到口碑炒作，實現品牌提升。

周濤舉例，耐特康賽今年以「蹭I P概

念」為速8酒店借電影《速度與激情8》做了

一個策劃，以非常小的代價為速8酒店博取

了大量的曝光。如果這種炒作是經常的，就

可以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 第三，搜尋引擎依然是最有效的獲客方

法。在移動端精准投放各種搜尋引擎以

及進行關鍵詞管理，在這個年代雖然是

情緒所需，因為高興、開心或傷心、絕望，

願意喝一點，是這樣一個邏輯。

● 用戶要的是光明，不是燈泡

他以燈泡的邏輯舉例：燈泡壞了，不是

擰下去並買一個燈泡換下來，而是拍照片

請店老闆把燈泡換掉，那麼當燈亮了，用

戶可以為這件事情付出20%到10%的服務

費，因為對于使用者而言，需要的是光明

而不是燈泡；用戶希望商戶提供的是一整

套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個燈泡。

所以說，用戶在出行的過程當中，到底

是需要商戶為他們提供一個旅遊線路，還

是基于在這些場景下所發生的場景方案？

他指出，圍繞小聚會、小飲酒、小時刻、小

心情做營銷非常有效：當文案端和用戶端

基于場景發生互動的時候，溝通是有效

的，因此要洞察用戶場景下真實需求是什

麼，內心世界需求是什麼才有價值。

他強調，實際上「產品」只是場景下的工

具，端看其採用什麼樣的工具而已。所以

旅遊業應該思考，用戶在決定旅遊的場景

中，真正驅動用戶向前走的是什麼？這個

更為重要，若僅僅是提供旅遊線路，那別

人也可以。產品端應考慮的是這個場景下

的用戶心理需求，不是燈泡，而是光明。

關于其如何應用于旅遊行業，藍莓會創

始人陳特軍舉例，消費升級和移動互聯網

來臨之下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和變革，傳

播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無事件不營銷，無

內容不傳播」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這不久前，長隆請KOL體驗及其在爸爸

去哪兒的植入，都加強了潛在客人對旅遊

場景的體會，吸引了許多遊客到訪。再如

南極、北極或潛到深海，如果沒有體驗就

沒有衝動，但在VR設備的說明之下，偏遠

的旅遊場景也可以實現從功能到情感的

遠端營銷。

當然，創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他表

示，所有事情都應找到獨特角度，讓大家

刮目相看。比如動物園常常說一年有多

少遊客，但有一家動物園很聰明地說：這

一年的十一假期，動物園的猴子看了10萬

人。這就是一種轉變，讓這條新聞被很多

人記住了。

致趣百川CEO何潤則以郵輪行業幾千

塊錢一張船票怎麼在微信賣的課題舉例，

可以在社交平臺上找一些場景，將粉絲動

員起來，讓他們基于已做好的內容進行轉

發和傳播；然后不斷看資料，從中找到有

影響力的人群，然后再重點維護。他指出，

旅遊行業的好處是，很多線路都比較適合

做成短視頻或者做成直播；想辦法把直播

加電商的模式應用起來，可以把社交平臺

價值放得更大。

傳播方面，克勞瑞張宇彤表示，社交

媒體上喜歡分享旅遊的用戶現已超過了

84%。營銷層面怎麼結合？她認為，人也是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流量入口。所以品牌

可以和自媒體身上的IP進行捆綁和共建，

並進行旅遊線路和文創衍生品共同開發，

把自己當成IP做，才有可能連結到更多使

用者。

● 用戶端才是傳播核心

葉明則指出，廣告是為了形成二次傳播，

因此廣告本身即使花再多錢也沒有傳播屬

性，但是內容和故事可以被傳播。傳播分幾

種形式，比如媒介因上下級關係不得不發

或收紅包不得不發等，但實際上傳播本質

應該是用戶端感同身受：我發了以后用戶

深有感觸，覺得這是他所想要的，因此願

意發出去。

所以說，真正的首要考量應是營銷內容

是否帶有情感輸出屬性？是否能由用戶端

發起？使用者感同身受才會願意馬上購買

產品，所以使用者端應是傳播核心。

3.跨界營銷

贏天下網首席架構設計師方立軍說道，

在媒體碎片化和管道碎片化時代，營銷正

越來越難做。如何打破壁壘，使品牌和產

品真正影響到目標受眾，是每一個營銷傳

播人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跨界因多種特

性，如品牌契合度、品牌互動性等，為營銷

提供了多種可能。

跨界營銷如何做？

●  首先，品牌和品牌之間的跨界一定要相

互的融入，具有很強的契合性。

●  其次，無論是從受眾、品牌調性還是共同

訴求來講，兩個品牌甚至多個品牌之間

一定要具有互補性。

●  再次，分享一定要設定互動機制，調動目

標受眾一起玩，讓大家把有趣內容分享

出去，這是互動營銷非常關鍵的一點。

●  第四是建立平等關係，只有這樣才能構

建平等對話機制，使品牌聯營真正深入

   真正的首要考量應是營銷內

容是否帶有情感輸出屬性？是否

能由用戶端發起？使用者感同

身受才會願意馬上購買產品，所

以使用者端應是傳播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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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受眾者心中。聯營方面，第一要把非

常好的內容呈現給受眾，只有這樣才能

夠真正1+1大于2，使整個過程變得非常

愉快，達到共贏狀態，做到品銷合一或者

品效合一。

他並認為，旅遊主體是遊客，如何讓遊客

動起來，讓遊客去全國和世界各地旅遊景

點，打情感牌、溫馨牌是有效的。

4.分群營銷
葉明說道，所謂消費升級必須滿足兩個

前提條件。

第一，當購買這件商品的行為發生時，

用戶情緒可以得到撫慰。

第二，消費這個行為本身要帶有情感屬

性。因此購買產品，是因為使用者群和品

牌之間身份屬性對等。他認為，消費升級本

身就是身份屬性對等，而未來5到10年中國

勢必要走進一個用戶和企業相對平衡的時

代。那時候，企業和用戶端是相互尊重和相

互認可的；只有什麼樣的人用什麼樣產品，

什麼樣的人吃什麼樣的產品，什麼人去什

麼地方，什麼階層去什麼階層。因此找到小

定位和小切口，能在細分市場當中找到很

大的市場機會。

關于從屬性相同的人群中找到市場機

會，91拼團周磊說道，隨着流量越趨碎片

化，以社群為入口（而不是中心化平臺）的

平臺流量已越來越高，而且這些流量大的

社交端轉化率也是最高的。

他表示，微信傳播有兩個有效的驅動力

系統：一個傳銷，一個拼團。傳銷是以盈利

模式作為動力系統，拼團則是消費者協同。

去年騰訊官方做的調研顯示，微信使用者

獲取信息的途徑80%來自于信息分享，如果

可以掌握怎麼樣讓用戶幫助你主動分享，

無論機票、酒店或任何旅遊周邊延伸品在

分享平臺上，都能找到巨大的機會。

他舉例，有一個高個子社群，最早是專屬

于身高1.7米的人，因為1.7米以上的女孩不

太好找男朋友。但這個社群反過來吸引了

很多1.8和1.85米以上的男生進入。做旅遊

的能不能專門為1.7米以上的人專門打造一

個產品呢？社群非常有趣，也可以引發大家

對產品的無限想像。

當然，定位準確至關重要。在路上大交

通CMO焦笑斐說道，該公司偶爾嘗試2C

的2B型公司；2C型產品即便有一次的成功

也不代表着可持久，因為定位有問題。但

是如果2B型公司的2C型自駕產品選擇跟自

駕遊聯盟做深度合作，那麼其營銷效果就

完全不同了：利用它的整個群體輻射，這樣

的產品就可以獲得非常好的市場效果。

所以，他表示，最終還是要佔領消費者

心智。無論營銷手法新舊，正確時間、正

確地點、以正確姿勢出現在正確人面前，

對于打動精准人群是非常重要的。

●1  須進行全生命週期管理

在數字營銷方面，易觀國際總裁劉怡表

示，即便有若干APP和若干產品把數字使

用者拉進來，如何讓它資產化並保值增值，

還是很大的課題。因此用戶即將沉睡時提

前預警，或者用戶流失后找機會召回，進行

全生命週期管理非常重要。管理起來之后，

把用戶分群甚至將其與場景相結合，未來會

給營銷帶來更多的交叉和機會。

●2  避免無意義營銷

必去聯合創始人苗永盛從這幾年運營的

經驗總結，在各種「坑」當中，最大的一個坑

就是「為了營銷而營銷」。比如近兩年航空

公司、OTA和各大平臺辦的各種節日特別

多，但實際上旅客出行的體驗是不是真的

有提升？其實都是這個節結束了，同樣的產

品再換到下個節來賣，整體來講並沒有什

麼新意，或者說很少有人通過這些營銷手

段真正提升產品和品質。

所以，至少應該讓產品跟著營銷活動升

級和提升。若只是為了做營銷而營銷，那麼

會不知道客人怎麼來、怎麼走的。

為產品保值、增值為產品保值、增值
Tips

正確的
時間
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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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
姿勢

正確的
時間

打動精准人群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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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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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一些調整，將早上的活動調到下午舉

行。

不過，雖然日程上做出了大幅調整，但是

還是執行了原本日程內的所有環節，讓出

席的參會者感覺差異不大。惟可惜的是，由

于颱風影響飛機晚點，有些重量級的嘉賓

因為健康不適，這次就沒有出席了。

Q.澳門一般在接待大型國際活動

的標準準備工作有哪些？當中，

包含了建立危機預警機制？會因為天災，

一邊持續推進準備工作，一邊啟動哪些

緊急方案？

文：
每一個大型國際活動，都會有一

定的預案要做的，例如，做完一

個總方案，有些主禮嘉賓來不了，或是突

然出現一些情況必須調整計劃，一定要抱

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也要擁有隨時可以做

調整的心理準備。這方面澳門駕輕就熟。

另一方面，每次大型國際活動之前，澳

門內部的治安警察也會做一個評估，針對

活動風險提出注意事項。因此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每次舉辦大型國際活

動都需要跟很多不同政府部門溝通，在準

備階段要開一系列的會議，讓每一個部門

都能做一個比較好的風險評估，打造一個

更好的預案。到訪澳門的參會者在大型

國際活動上都會看到醫療團隊、保安團

隊、員警團隊、消防團隊等在做戒備的工

作。

而澳門在接待大型國際活動的準備工

作當中，建立危機預警機制非常重要，一

定要有一套機制。

例如，澳門舉行大型公眾活動時，像是

每年年初三的花車巡遊，和室內舉辦的研

討會、論壇相比就大不相同，風險高很多，

天氣與突發事件影響的因素就多很多，為

支持上萬人集中在街上參與活動，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就會和員警一起建立

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由員警負責，一有

突發事件，指揮中心就會統一去調度，啟

動一系列應對工作。

又如，澳門在每年年底舉行的國際光影

節，也是很多人會參與，前往欣賞燈光效果

的大型公眾活動，每天基本上場內場外都

有很多員警在巡邏，確認有無突發事件，

或是不規則的行為出現。一有事情發生就

會馬上採取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三月起，員警方面

也成立了旅遊員警隊伍，在景區景點和一

些人流集中之處，都會巡邏，且必要時會

進行現場的即時處理。

最讓參與國際大型活動的嘉賓感到佩

服的是，天災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旅遊局會一邊照常推進準備工作，像是彩

排等，又一邊啟動應對風災影響的一系列

緊急方案，還有后勤團隊在戒備，而且旅

遊危機處理辦公室也要待命，應對24小時

旅遊熱線和國家外交部熱線的任何突發

情況。整體來看，很多團隊的工作人員都

在隨時待命。

Q.您認為大型國際活動的危機處

理是否該有標準作業程式？為什

麼？

文：
大型國際活動的危機處理一定

要有標準作業程式，有多一點危

機意識，多一點準備，萬一真正遇到危機之

時，就不會手忙腳亂，不知道如何處理。澳

門非常提倡每一個活動都要有一定的危機

處理的心態和預案。

Q.您認為，突發狀況的預防與對

策，熟輕熟重？

文：
突發狀況的預防與對策兩方面

都很重要，因為預防就會有預

案，也就會有預演，基本上一發生突發事

件，所有人馬上知道要做些什麼，不然等

到發生突發狀況再來看如何應對，不管是

調度還是下達一些指令，所有人都是比較

被動的了。

因此有一套基本、所有人瞭解的流程，才

能確保一旦突發狀況出現，所有人就能馬

上啟動流程，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一些什麼

工作，也就不用等上級通知才開始應對，如

此一來，所有人的工作效率會更快。

而突發狀況的對策雖然要有，但是也還

是要保持靈活度，心理要準備好，因為一

切須看現場狀況進行調整，以便做到最好

的安排。

Q.怎麼看未來危機管理的發展？

文：
相信未來智慧的發展，能夠大力

協助危機管理，讓危機管理能夠

發揮更好更大的作用。例如，可以更快更好

地將準確的信息，傳遞給到訪澳門旅遊的

旅客。又如，透過科技的手段，使得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的內部信息可以更流

通、更順暢，而且達到質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

局可以不斷的累積經驗，每一次遇到危機

處理完之后，每個部門都會有一些新的經

驗，將這些總結經驗放到日常工作與危機

管理準備之中，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正向

循環。

Q.目的地旅遊局可以從哪些方面，

培養危機處理能力？

文：
目的地旅遊局可以透過持續的宣

傳，強調危機處理的重要性，並

且不斷推廣已經建立好的旅遊熱線，提醒

自己，也提醒當地旅遊業者，更提醒外來遊

客，進而培養整個目的地所有人的危機處

理能力。

同時，目的地也要建立好危機處理機

制，讓任何遇到危機的人，都能透過旅遊

熱線等官方管道獲得適當協助，使得危機

處理標準化、程式化，在平常之中就已經

建立起不同政府部門之間面對危機處理

的合作習慣。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處理

辦公室為例，就是不斷的做一些危機意

識推廣，在日常沒有危機之時，尤其是在

旅遊接待入境旅客數量達高峰期之前，如

十一黃金周前一周等，都會在報紙、電視

台、網絡等媒體管道，以及公眾場所，如

公共交通、餐廳、酒店等地，以短片、海報

等方式，提醒旅客一些出遊注意事項，如

出遊時要攜帶些什麼、將聯繫方式留給家

人，並告知家人自己的行蹤等，讓到訪者

在澳門遊玩之余，除了安心于目的地對危

機有所準備，在心理上自己也能做好準備，

一發生突發狀況就知道如何應對，不會太

徬徨，因為已經知道能夠向誰求助了，打

電話到旅遊熱線就能獲得旅遊局的全力

協助。

另一方面，目的地旅遊局也可以在每次

準備舉辦大型國際活動時，思考一些新的

突發狀況，以及應對的處理方式，如此也

能做多些預備方案。

Q.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未來

將如何進一步優化本身危機處

理能力？

文：
從兩方面下手，一是參與大型國

際活動之時，不斷的學習其他目

的地的經驗，通過考察香港、內地等地，瞭

解不同突發狀況如何最好的處理，尤其是

聚焦人流比較集中之處的危機處理。

此外，遊客只要從旅行社購買了澳門旅

行套餐，就會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

遊危機處理辦公室贈送的小卡，提醒遊客

如果遇到危機，可以打電話至旅遊熱線求

救，形成一個很好的常態。未來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也將加

強這方面的信息傳遞。

另外，今年澳門預警系統也正式生效，

接下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也將

加強宣傳，讓遊客多留意。每個目的地都有

紅黃黑的預警系統，以及一二三級不同危

機等級，有所變化就會推送信息給遊客，

給予遊客出遊時一個參考。

相信未來智慧的發展，能夠大力協助危機管理，
讓危機管理能夠發揮更好更大的作用。每一次遇到危

機處理完之后，每個部門都會有一些新的經驗，
將這些總結經驗放到日常工作與危機管理準備之中，

也是一個不斷學習的正向循環。

“

”

超凡长航线
2018

探索新精彩

立即拨打 400-8850-288 或联系各大旅行社

超凡长航线 探索新精彩

新增14条长航线 | 覆盖22个日本精选目的地 | 约100条岸上观光精品游

目的地多元深度体验尽在皇家加勒比



NOVEMBER 2017 • TTG CHINA 12ViewpoiNt

因為這個考驗，
產生了更大的信心！

  今年8月23日，澳門遭受53年以來的最強颱風肆虐(天鴿颱風)，不
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來自 60多個國家及地區逾千名業界代表出席

的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會(PTM)，就已經能在9月14日于澳門順利

上演。見識到天災過后迅速恢復交通與基礎設施接待能力的澳門，許

多旅遊業者對于澳門的危機處理能力，非常讚嘆。PTM的順利進行，

更成功博得參與者的讚譽。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針對大型國際活

動危機處理的秘訣，分享了看法。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華(Maria Helena de Senna Fernandes)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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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加入澳門旅遊司（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要參與有關旅遊局的海外市場工作，多年來曾參加多個重要的旅遊展

覽、會議、研討會及推廣活動等。

▼1998年9月獲委任為副局長。

▼2012年12月升任為局長，並于2016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旅遊功績勳章。

▼現時，兼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協調員；並于多個政府屬下的委員會擔任委員。

Q.您認為澳門在大型國際活動上

的危機處理能力能夠如此成功，

關鍵要素為何？

文：
關鍵在于整個政府的不同部門

都有所參與。像是在澳門本地，

政府整體有設立一個危機處理機制，而外

地旅客到訪澳門遇到危機，也一樣有危機

處理辦公室可以應對。個人兼任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協調員

的工作，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

司司長譚俊榮也兼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旅遊危機處理辦公室的主席。所以澳

門在法令的機制上，有處理的方法，而且

有一系列既定的程式和計劃可以遵循實

行。

可以說，不是一個部門在做，而是整個

政府都在共同努力投入，很多協調的工作

也就因此能很快速、很到位的達成，各個

部門發揮功能，協助彼此處理一些很緊急

的問題，確保大型國際活動能如期舉行。

另一方面，澳門地域小，不同部門之間

的聯繫也比較密切，要動員起來也比較快

速，而且舉辦大型國際活動讓很多旅遊業

者都能受益，多多少少都有參與，因此，一

旦有危機事件發生，所有旅遊業者都會聯

合起來幫忙，酒店之間也會互相配合與調

度，積極的想辦法一起解決問題。員警部

門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的配合

力度尤其大，成立旅遊員警也是為了大力

配合澳門旅遊城市的發展。

整體來看，澳門在大型國際活動上的危

機處理能力能夠如此成功，不光是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在努力，整個城市多

個政府部門和旅遊業界都在幫忙。

Q.以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會為

例，為了使這個重要的大型國際

活動順利舉行，讓澳門能在颱風「天鴿」

的重創中走出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旅遊局推出了哪些舉措？澳門整體旅遊

市場又是如何的配合與支持？

文：
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會是澳

門面對53年來最大颱風后的第

一個國際活動。8月23日的風災，對整個澳

門都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不光是旅遊業；

一來是澳門五十多年來沒有遇過這麼大的

颱風，而且多年來沒有遇過這麼嚴重的淹

水情況，澳門1/3的面積都出現了不同程度

的淹水災情，有些地區甚至淹水超過兩米

高，受傷人數上百人，死亡人數共十人，當

中有三位不是本地人。

街上到處可看到大樓玻璃掉下、樹木被

推倒、汽車泡水等，導致澳門要面對大量

的清理工作。這也是第一次澳門特首需要

向中央申請調動解放軍，也就是駐澳部

隊，幫忙災后的清理工作。

可以說，風災過后是整個澳門社會的共

同工作，很多大學生，以及婦女、工會等不

同社會團體，都自發性的站出來，老的少

的一起看看自己能做些什麼，整個社會都

在為澳門的復甦而努力。

旅遊業界也一樣下了很多功夫，8月23

日的風災，當天導致很多客人滯留香港，

無法抵達澳門，澳門的碼頭也無法正常運

作，一直到8月24日，碼頭才能重新開啟運

營，恢復航班，使得8月24日很多客人湧入

澳門，但很多設施沒有水、也沒有電，整個

旅遊業界共同努力找尋最好的安置旅客方

法，幫這些客人處理問題。

8月2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馬上決定，在接待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立

即要求旅行社、酒店暫時不接待旅行團，

此決定一出，影響到至少兩千多個旅行

團，影響人數相當大，但不只是澳門旅行

社業者很配合，香港旅遊業議會、深圳文

體旅遊局，以及國家旅遊局都大力的幫

忙，因為澳門一說不接待，留在香港、深圳

的客人就馬上需要處理，當地旅遊業者也

需要立刻做很多配合的工作。像香港旅遊

業議會主席董耀中，允諾馬上解決香港那

邊的問題；深圳文體旅遊局也馬上通知了

所有的深圳旅行社業者，告知不要再送團

到澳門。而國家旅遊局更是立即通知全國

的旅行社業者不要再送團到澳門。

所以不只是因為澳門旅遊業者的快速支

持，也是因為獲得鄰近地區的大力配合、

快速回應與大力幫忙，澳門才得以很快的

重新站起來，整個旅遊接待能力可以恢復

到80%以上，有能力可以接待大型國際活

動到訪。

因此，這次PTM給予澳門一個很好的平

臺，讓國際業者看到澳門整體恢復狀態很

好，對澳門很有信心，也願意推薦更多客

人到訪澳門。整體來看，天鴿風災的確對

澳門帶來了很大的考驗，但也因為這個挑

戰，讓很多國際旅遊運營商都對澳門的接

待能力產生了更大的信心。

Q.以10月16至17日舉行的澳門世

界旅遊經濟論壇為例，活動前一

天，掛上八號風球的澳門，再次面對強大

颱風侵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又是如何的應對？

文：
當天，民防系統啟動，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副局長整天

都在民防行動中心當值，每小時都要做工

作匯報，和所有人進行資料交流，同時，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及何超瓊帶領

的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兩個團隊整天都在工

作，因為要做一系列的調動，例如，哪個時

間風球下來，要選擇活動前一天將要參加

的部長與政府官員送到澳門，還是安排之

后再送。

當初以為八號風球到了下午就能降到三

號風球，船班也就能恢復，也就能比較早

的將要參加的政府官員送到澳門，隔天的

活動日程也就不會有什麼大變化，可以繼

續執行原來的計劃。

但是后來風球降下來的時間比較晚，

到了下午四點左右，就知道風球不會這麼

早降，故馬上做了決定，並且匯報給世界

旅遊經濟論壇大會主席何厚鏵，以及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

經過評估，確定要做出一定的調整，確定

部長們就先留在香港休息，第二天的計劃

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 宣導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預案           對策         協作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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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線上調查到預定環節

如何抓住旅客目光、
優化客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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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旅行者的旅程開始于對目的地或體驗的第一個想法。目的地、航空公司、酒店

經營者和網站業者都必須滿足現代客戶不斷增長的需求和期望，重新定義旅遊體驗，

從旅遊的每一個階段，從概念到旅途、回憶，透過戰略、商業模式和技術，提升客戶的

忠誠度，並促使客戶重複預訂。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保護數據

把握分享

了解習慣

重視手機

走個性化

建立連接

Jacobs傳媒集團首席執行官Duncan 
Horton表示，雖然整體來看，2/3的人願意

在網路上分享個人訊息，但是其實千禧一代

比較不願意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訊息。因此，

數據保護必須受到重視，清楚明白準確的

使用與告知，會讓更多人在旅程前與旅程

中願意分享。

另一方面，收集資料固然重要，但是如

何正確的向旅客推送訊息，吸引旅客的關

注與互動，更為重要。越來越多人偏好真

實的接觸，也就是說，透過不同平台，像是

在手機上接收旅遊目的地即時訊息，或是

瀏覽介紹目的地的電子郵件，跟不同的真

人互動，建立情感聯繫。而在旅行過程中，

旅客往往比較會接受讓自己旅程更舒適的

建議，像是水療體驗、在飛機上升艙、在酒

店內升級客房等。

特別的是，線上聊天往往比電子郵件更

有效，能做的事情也更豐富，尤其透過微

信，不但可以介紹推介、發送圖片與影片，

還可以直接提供優惠，讓客人直接預定和

付款。

另外，當每個人都有權利在網絡上發表

看法時，被提到的旅遊目的地和供應商就

應該積極透過這個被分享的機會，推薦自

己的優勢，進而提高本身知名度。現在已經

有科技在針對旅客的分享照片收集信息，

包括：哪些人喜歡拍照？為什麼要在這裡

拍照？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拍？等等，因為

越來越多人會因為看到一張照片，而決定

旅遊目的地。

未來隨著技術的發展，旅遊行業將能

透過人工智能，更好地進行在線上調查與

完善預定環節，更清楚地知道旅客真正要

什麼，以滿足客人需求。

以透過科技收集資料為核心業務的旅遊

營銷公司Sojern亞太地區銷售總監Katy 
Gallagher指出，商務人士往往一人旅行1

至2天，而休閒旅客則以三人以上的3至5天

行程為主。就亞太地區而言，今年第三季，

大部分的中途和長途旅遊航班都集中在星

期五或星期六離開的班次。不管是短途還

是長途旅遊，星期一、二、三是搜尋旅遊信

息最頻繁的日子。

不同客源市場對于放假時習慣提前多久

預定，都不一樣，以中國大假十月黃金周為

例，遊客都選擇在十月一日前的星期六搭

飛機離開。

住客人出遊迫切性，以便正確的向客人釋

放出相應的推廣信息。

未來，個性化服務和手機策略都非常重

要，越來越多印尼、印度、中國市場的客源

將本身在電腦上的習慣轉移到了手機，旅

遊業者要從全球角度來看，即時地在手機

平台上提供客人充足的信息，讓客人一旦到

了旅遊目的地，就能開始接受旅遊業者針

對性的推薦。同時，旅遊業者也需要調查

特定人群搜尋的特定產品，才能針對性的

提供精確的營銷內容。

廣告科技公司AppNexus董事總經理

兼副總裁Sonal Patel說明到，數據的未

來，是在電腦、手機等設備之外，像是個性

化的即時廣告。接下來，不是在社交平台上

建立一個帳號就行，必須要找到自己的客

戶群體，並實時跟蹤客戶在網路上的行為，

了解客戶特色，像是集中搜尋亞洲目的地、

喜歡運動、週末常常旅遊、熱愛歷史文化

等，旅遊供應商就能根據即時數據，推送

相關的信息，同時，了解哪些產品是客戶較

能接受，哪些產品則需要進行調整，如推

送只有在澳門有銷售的特定運動鞋款式，

以及適合漫步的當地中葡文化路線等。

未來將成為主要消費群體的千禧一代，

偏好的就是個性化服務，能夠展現目的地

獨特之處並掌握最新趨勢的旅遊業者，將

能成功爭取客人眼球，爭取到生意上門。

旅遊供應商要在線上調查與預定環節抓

住旅客目光，必須要聚焦于兩大重點，一、

誰是自己核心客戶，二、客戶最大需求是什

麼。只有了解這兩個答案，才能設計策略，

進而將訊息傳給客戶。

社交媒體平台必須是一個傳送訊息的渠

道，但是，了解核心客戶透過哪些渠道獲取

信息，才能真正決定在哪些領域投資自己

的時間和資源。在不同渠道一次性發送一

樣的訊息，其實會讓客人比較排斥。另一方

面，虛擬現實也將越來越普及，讓客人有機

會在居住地就先體驗了旅遊目的地，對目

的地加深感覺。

此外，客人透過不同工具的搜尋，如手

機、電腦等，如果能集合一起，就能找到真

實的轉化率，這也是現在行業所欠缺的。

聚焦在中國市場的龍途旅遊咨詢

(Dragon Trail)高級業務發展經理Saxon 
Booth解釋到，很多市場都想爭取中國遊

1.
重視客戶數據的保護

Jacobs傳媒集團首席執行官
Duncan Horton

2.
積極把握被分享的機會

3.
了解不同客源市場的習慣

Sojern亞太地區銷售總監
Katy Gallagher

其實很多遊客會在同一時間搜尋很多不

同的旅程，如這個星期要進行商務旅行，但

是下半年要和家人出去度假，這時候旅遊

供應商就必須透過數據以及相同客戶端技

術Cookie的紀錄，了解客戶在電腦、平板、

手機等不同渠道上收集的信息，無縫持續

跟進與了解客戶需求與想法，發展不一樣

的手機策略，因為一半以上的電腦預定，

事前了解與準備工作其實都已經在手機搜

尋上進行過了，手機的運用只會越來越普

及、覆蓋面也會越來越廣。

旅遊業者要提供同時對電腦、平板和手

機都友善的網頁和平台，像是減少文字多

些圖像的頁面，讓客人能在手機上輕鬆讀

取訊息，如此才會進一步刺激客人預定。

旅遊業者如果想要提高消費者在預定時

期的速度，可以從兩方面下手。一是先了解

自己的推廣目標，如想要提高品牌知名度，

還是想要更高的搜尋-購買轉化率等，二再

根據官網及數據統計，如旅客出行前已經

不像五年前只會瀏覽20至25個網站才會預

定，現在會瀏覽上百個網站才會購買了，抓

4.
持續精進手機服務覆蓋面

5.
致力主動提供個性化服務

AppNexus董事總經理兼副總裁
Sonal Pa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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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致力主動提供個性化服務

客，但都抓不准怎麼向中國市場營銷，因此

嘗試各種方法提升自己知名度。其實，在中

國，國際品牌要學會充分運用手機平台，提

供設計的內容、推送的優惠等服務。

以微信平台來看，使用者超過9億人次，

每天使用時間超過90分鐘，但是使用者接

收訊息量有限，如何突破空間限制，打造

個性化的服務？答案就是充分運用微信等

龍途旅遊咨詢(Dragon Trail)
高級業務發展經理
Saxon Booth

平台上的服務功能，讓客人有更好的服務

體驗，像是除了蒐集資料，也可以方便的預

定等。

特別的是，在提供個性化服務時，不能

只聚焦于啟發客人，吸引他們前往特定一

個目的地，而是要展現自己的獨特性，針

對性的在旅客旅途之中，深度挖掘當地資

源，給予客人適當的建議。

人能夠吸引的信息有限，持續推廣未必

有效，針對性的個性化服務較為吸引人。

以酒店為例，酒店如果在微信上提供問答

服務，就可以詢問客人房間號碼幾號，讓酒

店員工可以進一步了解客人，直接和客人溝

通，提供他們滿意的回覆，並且根據所需，

推薦更多的服務與產品。

而視覺上的反饋未來也將流行起來，如

實時直播、實時分享等，旅遊業者必須要關

注此新興市場趨勢，才能實時抓住客人的

目光。

旅遊技術提供商Traveltek總裁兼集團

董事總經理Kenny Picken指出，未來連

接是關鍵，任何目的地的航空公司、酒店、

瀏覽團、郵輪、交通、保險、活動企劃、旅

行社等旅遊供應商都應該在同一個平台上

能夠被找到，而且所有GDS與旅遊顧問也

應該串起來。也就是說，集合所有專家在一

個社交媒體平台，達成不同市場的一致性，

如此才能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

其實，來自不同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有機

會搭乘一樣的航空、入住一樣的酒店，所以

統一在一個平台，可以達成共贏。

另一方面，旅遊行業應該運用數據與各

式工具，重新定義客戶群體，透過客人在旅

遊蒐集資料的過程，了解客戶喜愛和排斥

的項目細節，整合客戶資料，並根據數據，

持續追蹤產品，即時向客戶推薦最適合的

產品，以進一步提升本身與客戶之間的關

係，提供更好的服務，讓整個互動更具個性

化特色。

其實，專家的意見往往是許多經驗的累

積，如果和客戶建立私人的關係，就有機

會指導客戶如何更好的旅遊。客戶一旦發

現專家意見有用，整體關係便將進一步提

升。未來所有的供應商產業鏈都要能夠被

駕馭，客人的完整資料也要能取得，才能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針對正確的客戶，推廣

其所需要的內容。

簡單說，應給予供應商和客戶一個全面

的連接，讓所有社交媒體渠道串在一起，多

元而全面的聚集在同一個平台上。

消費者的旅程無非包括：啟發、規劃、預

定、體驗、分享五大部分，要如何在這五大領

域接觸到消費者，使之產生共鳴、創造新視

野，是旅遊行業多年來關注的議題。

在啟發方面，Beautiful 
D e s t i n a t i o n s創辦人

Jeremy Jauncey指出，

透過挖掘全球美麗之處，

邀請遊客來慶祝與欣賞，

是拓展知名度的好方法。

手機視覺傳訊是廣告的未來重點，每個月

有25億人會使用手機上的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臉書、微信等。不管是透過錄

影、拍照、手機紀錄、航拍飛行器、臉書360
軟體，要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之前，要先創造

出內容。

接 著要 定 下目標，如 透 過 臉書、

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平台策略，提高

全球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要針對不同市

場，如北美、歐洲等地推出不一樣卻針對性

的營銷策略。另外，要為所有營銷渠道創造

出有影響力的內容和信息。航拍飛行器所拍

攝的美景、錄影所紀錄的當地有趣活動，以

及照片拍攝的當地魅力，都是不錯的方法。

針對規劃與預定，E xp e d i a M e d i a 
Solutions全球高級副總裁Hari Nair則說

明到，旅遊非常複雜，消費者在付錢之前也

會進行很多思考。根據統計，消費者往往在

購買前45天內，會拜訪旅遊網站超過120次。

對中國旅客來說，比較受到偏好的預定渠道

為線上旅行社業者，其受歡迎程度達74%。

而客人在線上旅行社業者的偏好預定方式

為手機網站，其受歡迎程度達54%。

另外，會影響預定的線上元素，包括顯示

同一個產品在過去兩天內被多少人預定，

以及特定產品還剩多少預定機會。此外，在

消費者旅程中，會接觸眾多線上媒體，如

Expedia网站等。許多線上媒體提供35種語

言，在75個國家都能看到，而且裡面包括了

200多個鏈接。

以夏威夷旅遊局為例，其以發掘自己的

Aloha為主題，邀請旅客投入夏威夷，找尋自

己的Aloha。從啟發、影響、轉化等三方面，

引導旅客，給予旅客想出遊的想法，進而容

易調查，以及進一步考慮，最后進行購買。

在啟發方面，先解釋Aloha的各層含義，再

加入各種調查、圖片、信息、影片從而影響消

費者，並且在每一一個步驟都提供簡單輕鬆

的預定旅遊方法，讓消費者可以從潛在客戶

群，轉化為實際的消費者。

在這一系列過程中，合作、測量成功，以

及試驗和學習，都是要真正進步所不可或缺

的。

就體驗而言，活現香港創辦人陳智遠指

出，創造活現香港，就是為了要讓更多人感

受不一樣的香港。現在的千禧旅客，8.9%

會加入團體旅行團旅遊，而81.9%的千禧客

人則會選擇自行由，並且直接向當地進行預

定。對他們來說，當地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

景點，因為其包括了獨特性、地道感、浸入體

驗，以及人情味。導遊變成了城市探險家、說

故事的人、管理者、超級聯繫者等，才有吸引

力。

活現香港除了宣傳舊城中環、晚安九龍等

主題之旅，現在主要主打香港電影之旅，讓

遊客在重現經典港片取景場地，尋找星光印

記，讓所有在香港的人都能成為遊客體驗的

一部分。

從 分 享 來 看 ，

Facebook大中華區業

務總監鄧倩彤表示，旅

客整個旅遊體驗，無非

就是從夢想開始，逐步

發展到規劃、預定、體驗，最后到回顧。

在旅行夢想來源方面，70%的人會在度

假當中分享自己的現況，而且70%的人會因

為看到朋友的旅行照片而希望自己也能在現

場，另外，53%的人士透過最近在臉書或是

Instagram看到的旅遊點滴，而產生旅行念

頭。而人們分享的故事和信息中，42%是和

旅遊相關。

就傳訊而言，目前有三大趨勢，也就是以

視覺方式展現的傳訊、即時傳訊，以及對于

立刻傳訊的加大需求。從視覺傳訊來看，以

前出遊，人們都是以文字來說明旅遊目的

地，后來演變成以照片為主，現在更是以影

片為主，甚至是以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來展

現。

而即時傳訊方面，直播影片非常熱門，不

管是透過臉書直播，還是透過直播說故事，

即時民主和互動的傳訊，非常受到青睞。

另外，就即時傳訊而言，越來越多人偏好

傳遞訊息，也就是寧愿選擇不打電話、不發

郵件、不見面、不進行團體聚會。這個趨勢普

遍存在于千禧族、X世代，以及嬰兒潮一代。X世代，以及嬰兒潮一代。X
也因此，像是Messenger這種即時傳訊的應

用程式，快速成長，每個月有一億人在使用

即時傳訊軟體，同時，5,000萬人會在臉書上

直接進行業務交易，另外，每個月有10億人

會透過手機軟件直接傳訊息。在這樣的趨勢

之下，供應商也開始透過Messenger等應用

程式，直接和客戶聯繫，即時直接地提供客

戶想要得到的答案。

創造消費者旅程的新視野

野，是旅遊行業多年來關注的議題。

D e s t i n a t i o n s
Jeremy Jauncey
透過挖掘全球美麗之處，

邀請遊客來慶祝與欣賞，

是拓展知名度的好方法。

手機視覺傳訊是廣告的未來重點，每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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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消費者旅程的新視野
New Eyesight

6.
建立全面性的旅遊服務連接

記，讓所有在香港的人都能成為遊客體驗的

一部分。

Facebook
務總監鄧倩彤

客整個旅遊體驗，無非

就是從夢想開始，逐步

發展到規劃、預定、體驗，最后到回顧。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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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的分享內容與
旅遊相關

53%
的人因分享
內容有旅遊
念頭

54%
中國線上預定
來自手機

74%
中國客人偏好
線上預定

81.9%
的千禧客人
選擇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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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以建設文化旅遊之城為目標

據瞭解，珠海正大力創建全域旅遊，現以立足大灣區，建設「文化旅遊之城」為目標，並以文化、體育深

度融合創新發展。 ■張廣文＝採訪報道

珠
海將大力推進與港澳共建世界級休

閒旅遊目的地。今年年初，珠海市

第八次黨代會報告中明確了未來五年珠海

重點目標，一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高

地；二是建設「一帶一路」戰略支點；三是

建設珠江西岸核心城市；四是建設城鄉共

美的幸福之城。

根據黨代會精神，珠海市文化體育旅遊

局在即將出臺的旅遊規劃中，把未來全市

的旅遊發展目標定位為與港澳共同建設

「國際濱海休閒旅遊目的地」。

珠海市文化體育旅遊局局長王玲萍指

出，珠海將加快旅遊業發展方式轉變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大型旅遊項目為抓

手，整合旅遊資源，豐富旅遊產品供給，積

極配合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

港珠澳「濱海國際旅遊休閒目的地」建設

進程，推進橫琴「國際休閒旅遊島」、萬山

「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休閒旅遊度假勝地」

建設，著力打造「浪漫之城，中國珠海」旅

遊品牌，加大旅遊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不

斷完善通往旅遊景區的交通基礎設施，統

籌建設旅遊咨詢中心和旅遊集散中心，與

港澳共同開發旅遊產品，塑造「珠港澳一

程多站」旅遊品牌。

近期以創建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為抓

手，提高旅遊產業發展水平和市場競爭

力，繼續聯動港澳，錯位發展培育海洋海

島、主題公園、都市休閒、文體活動盛事

等「旅遊+」新業態。最終將珠海打造成港

珠澳地區的旅遊集散中心、大灣區高品質

生活區、大灣區文化旅遊產業集群區。

珠海的「旅遊+文化」、「旅遊+體育」要

做到令世界關注，珠海旅遊創新發展必須

以文化、體育深度融合，以節慶賽事為亮

點，充分展示珠海旅遊活力浪漫的魅力，

展現城市多元、多彩、多面。近年來，珠海

積極舉辦航展、中國國際馬戲節、國際沙

灘音樂節、WTA女子網球精英賽、全國帆

船錦標賽、環中國國際公路自行車賽、泛

珠三角超級賽車節、北山國際音樂節等文

化體育賽事等，也促進珠港澳文化體育活

動和賽事常態化交流，共同搭建兩岸三地

區域體育交流平臺。眾多外地遊客到珠海

欣賞文藝演出和觀看運動賽事，這對于珠

海進一步打造本土文化、體育項目品牌，

提升和豐富旅遊城市形象，有效增強城

市影響力和競爭力，全面促進城市經濟發

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2017年廣東旅遊文化節登場

值得注意的是，珠海市將于12月份舉辦

「2017年廣東旅遊文化節」，活動將由開

幕式、惠民歡樂嘉年華、高端論壇、海上

遊艇體驗展示、著名作家「品嶺南，游珠

海」等多個板塊組成，並將圍繞「活力廣

東·浪漫珠海」主題，以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為目標，力爭把旅遊文化節辦成推介

旅遊形象、開拓國際旅遊市場、促進產業

融合、推動招商引資、加快城市發展升級

和群眾廣泛參與的惠民節慶活動。

而2017廣東旅遊文化節主會場，也就是

珠海大劇院—日月貝，也將成為珠海的全

新地標。

目標世界級群島休閒度假區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納入國家戰略，珠海

的海島開發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珠海擁

有近700公里的漫長陸域及島嶼海岸線，

大小海島146個，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近日，廣州積極推廣古城遊，期待更多遊

客可以到訪廣州，運用便捷發達的城市交

通，漫遊廣州古城，親身體驗廣式生活，一

日讀懂廣州兩千年。

記者從廣州市旅遊局了解到，廣州建城歷

史悠久，2200多年城市中軸一直沒有遷移，

在今北至越秀山、南至珠江沿岸、西至人民

路、東至越秀路的廣州古城範圍內，仍能尋

訪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記憶，當地匯聚

了南越王宮博物館、越秀公園、經路文化旅

遊區等歷史文化景區，是廣府文化源地、千年

商都核心。

想要欣賞古城牆城門的遊客，可以前往越

秀公園、拱北樓遺址、東濠涌、西城門瓮城

遺址，而期望體驗古城攬勝之旅的遊客，則

可以選擇廣州博物館、三元宮、五仙觀、城隍

廟、人民公園、大佛寺、六榕寺、天字碼頭舊

址、廣州市東平典當博物館、藥洲遺址等處。

喜歡南越文化的遊客，一定不能錯過西漢南

越王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南越國木构

水閘遺址，而喜歡海上絲綢之路行程的遊

客，則可以遊覽光孝寺、懷圣寺、清真先賢古

墓、聖心大教堂。

另外，古城遊中的儒學史蹟，可以在番禺

學宮、萬木草堂、潮州會館、豫章書院、大小

馬站書院群、孫中山文獻館、商務印書館廣

州分館舊址等處探索一二。而廣州起義紀念

館、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

念館、中山紀念堂、國民黨一大舊址、三.二九

起義指揮部舊址紀念館，則為近現代革命策

源地。

◆東濠涌：其中，在東濠涌，遊客可以品

讀廣州城建歷史，回味廣府水城記憶，從一

條河涌見證廣州城建史。近日，東濠涌經過

投資數億元的綜合治理，已經被打造成一流

的生態河涌歷史長廊。而東涌博物館，是廣

州首個以河涌為主題的博物館，再現廣州舊

時水城風貌和東濠涌治水全過程。遊客還可

以在親水平台戲水、欣賞糙米欄、豬欄等古

集市街名，以及瀏覽12座橋，最早的小東門

橋使建於宋代，是廣州最后一座護城河橋。

喜歡運動的遊客，也可以體驗沿麓湖至沿

江路依涌而建的4.51公里綠道，從環市路、

東風路一直漫步或騎自行車到珠江邊欣賞

風景。

而廣州博物館，設有歷史館、美術館、

三.二九起義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三元里人

民抗英斗爭紀念館，還有清代砲台、廣州最

后一輛大通道電車，非常值得一看。

◆越秀區：時間緊張的遊客，可以只逛越

秀區，此區域是一個沒有圍牆的博物館，更

是廣州市最悠久的中心城區，匯集了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12個16處、歷史文物重點保

護單位20處，展現燦爛的歷史文化、革命文

化、建築文化、民俗文化與宗教文化。

而且當地還有多個區域適合觀光，如麓湖

生態文化旅遊區、環市東中央商務區、東山

洋樓文化街區、二沙島文化藝術風情區、東

濠涌水文化片區、長堤老廣州風情街區、北

京路廣府文化商貿旅遊區、宗教民俗文化區、

越秀風華古城文化區等。

Guangzhou
一日讀懂廣州兩千年

近日，赤坎古鎮國際旅遊綜合度假區在

2017廣東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進行了宣傳

活動。赤坎古鎮作為華南地區最大的古鎮

旅遊景區，客源庫存量極為龐大，有望成為

中國古鎮文化旅遊新地標。

赤坎古鎮投資金額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

期計劃投資60億元，二期計劃投資30億元。

預計帶動效應巨大，穩定期年接待能力超

700萬人，預計穩定客流每年可達500萬人次

以上。赤坎古鎮國際旅遊綜合度假區預計在

2019年實現部分試營業。

項目合作模式由三大部分組成，也就是雄

厚資本實力、頂級管理團隊、雙核資源組合。

負責項目設計、建設和運營團隊，由國內古

鎮類景區建設運營的領軍人物，也就是被公

認為「古鎮第一人」的陳向宏帶領。項目資本

則來自中信產業基金，其擁有堅實的股東基

礎提供充足的發展動力。中信產業基金是中

信集團和中信證券從事私募股權投資業務的

戰略平台。18億元的註冊資本以及23億元的

資本金使得公司成為國內資本實力最強的基

金管理公司。

資源方面，項目由「古鎮＋碉樓」頂級資

源雙核驅動，赤坎古鎮和開平碉樓為中國最

大的橋鄉古騎樓建築群，也是廣東唯一的世

界文化遺產。

項目位于珠三角地區，交通便利，未來即

將開通的珠港澳大橋、中山開平高速、深茂

客運專線將進一步為開平帶來港澳和世界

遊客，具備打造大型組合休閒度假區的良好

區位條件。赤坎古鎮資源稟賦出色，結合周

邊的開平碉樓，是珠三角地區唯一適合打造

大型休閒度假目的地的古鎮資源。 
就項目目標而言，愿景是成為世界級文化

休閒綜合旅遊目的地，以及廣東華僑文化保

護與開發創新示範區。

從項目意義來看，在區域宏觀戰略意義有

三重點：促供給策改革，釋放珠港澳強消費

活力；推動珠西戰略，打造珠西門戶城市名

片；聯動碉樓古鎮，融合文化旅遊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地方發展的意義也有三重點：雙

核驅動、造開平全域旅遊；產業升級、促地方

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促城鄉融合發展。

Chikan
赤坎古鎮可望2019年展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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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以建設文化旅遊之城為目標 ■ 3,901.3萬人次；珠海市納入統計範圍的21個景區景點

共接待遊客2,111.09萬人次。

■2016全年旅遊總收入317.08億元。

■2016珠海市共接待過夜遊客2,226.41萬人次。

■ 2016珠海市旅行社共接待遊客246.02萬人次，組織國內遊107.86萬人次，組團出

境遊49.44萬人次。

■ 珠海提出將建設6個主題旅遊海島、兩個大型休閒漁港，打造濱海運動休閒旅遊5A

級景區3個、4A級景區8個。

■到2025年，濱海運動休閒旅遊總人數達1.28億人次。

3,901.3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珠海旅遊統計 |群的建設，區域日漸融合，珠海未來將面

對的是灣區超6千多萬人口的龐大市場，有

足夠的資本、客源支持珠海海島開發。

目前東澳、桂山、大萬山和外伶仃4目前東澳、桂山、大萬山和外伶仃4目前東澳、桂山、大萬山和外伶仃 大旅

遊核心島，已建成靜雲山莊、格力東澳大

酒店等超五星酒店，未來還將陸續完成玲

玎海岸項目、桂山島遊艇會度假中心等重

要基礎設施，致力成為世界級群島休閒度

假區。

其中，格力海島投資有限公司在東澳島

建設運營玲玎海岸項目，第一期項目投資

13.2億元。今年，海島開發明顯加速。3月，

珠海三角島完成使用權轉讓合同簽字儀

式，預計于5年內將其打造為珠海最大、項

目最全的海洋海島運動休閒度假中心；5

月，東澳島路由度假區、外伶仃島旅遊度

假區被評為國家4A級旅遊景區。

此外，桂山島正加緊建設國際遊艇會項

目，該項目計劃投資13億元，擬配置遊艇

泊位117個，將配合廣東遊艇碼頭開放試點

工作，推動港澳遊艇自由行，預計2018年

一期項目可建成營業。

多個旅遊企業正競相投資珠海

另一方面，隨着橫琴新區、高欄港經濟

開發區等多個經濟引擎的啟動，長隆國際

海洋度假區、海泉灣二期、東澳島玲玎海

岸、珠海大劇院、總用地面積約14.8萬平

方米的珠海橫琴國際網球中心等文化旅

遊項目的推進建設，珠海旅遊業迎來了難

得的發展機遇。目前橫琴長隆集團已正式

動工建設第二主題公園，投資500億元，擬

建成全世界獨一無二、規模最大的海洋博

物館，成為長隆集團打造世界級民族旅遊

品牌的主打產品之一。

特別的是，多個旅遊投資企業正競相入

駐珠海，巨量投資額令珠海未來旅業發展

不容小覷。比如，耗資300億元建設的「中

航．航空大世界」，號稱將其打造成為「全

球首個以航空文化為主的旅遊項目」。而

今年5月，珠海市住規建局關于高新區賽

車場項目批前公告顯示，賽車場將投資數

百億升級改造數百畝規劃用地，引入世界

三大主題公園品牌之一的樂高主題樂園。

此外，還有不少港澳旅遊投資企業，也紛

紛斥資上百億在珠海建設文化旅遊項目。

國際旅遊休閒度假區輪廓分明

未來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

的落成，將進一步加強珠三角區域經濟

的聚合力，同時推動珠海旅遊業發展，使

其國際旅遊休閒度假區輪廓變得更加分

明。

珠海目前已基本形成主題公園、海洋海

島、溫泉養生、品牌盛事、鄉村生態、會議

會展、工業科教、歷史人文、美食文化九大

休閒旅遊產品體系。溫泉方面，海泉灣二

期正進行投資建設，擬在五年內投資200

億元，打造濱海溫泉休閒度假小鎮，以及

童話世界主題公園、植物園、五星級酒店

和商業綜合體等設施。隨着溫泉資源開發

企業向品牌化、連鎖化方向發展，珠海的

溫泉企業也從最初的單純提供溫泉設施，

發展為提供景區遊覽、住宿娛樂、會議服

務、康復療養等功能的綜合體。

再者，珠海也在大力發展以鬥門「十裡

蓮江農業觀光體驗園」和逸豐生態養生

園為代表的鄉村生態旅遊模式，其中，鬥

門一直在探索「農業+旅遊+文化」深度融+文化」深度融+

合的旅遊產業發展模式，把鬥門深厚的文

化、特色美食、特色旅遊項目、以及本土

風俗文化整合，並將其作為配套旅遊資源

進行盤活，加強景區間的聯動，提升知名

度。

從會展來看，2016年，珠海舉辦會議超

2,500場，同比增長近80%，參會總人數近

70萬人次；全市共舉辦各類展覽31場，展

覽總面積超31.55萬平方米。隨着華發國

際會展中心、珠海大劇院相繼落成使用，

國際列印耗材展、國際汽車展、國際遊艇

展、國際智能電網展等商務會展旅遊等新

老會議會展，已成為珠海服務業的新增長

點。

就工業科教遊而言，除了突顯出羅西尼

鐘錶博物館、麒麟啤酒(珠海)、湯臣倍健

等代表，珠海也正著力培育航空體驗、工

業製造、保健食品等工業科技體驗旅遊新

產品，推動產業多元發展。

494 Rajdamri Road, Bangkok 10330, Thailand
        +66 2254 1234     bangkok.grand@hyatt.com
bangkok.grand.hyatt.com
#grandhyatter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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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大中华地区
旅游业卓越成就

 迎接第十一届TTG中国旅游大奖！
大中华旅游业界最负盛名的年度颁奖盛典即将拉开帷幕！
TTG中国旅游大奖持续表彰在大中华区旅游业中表现超乎

预期及取得杰出成就的优秀业界机构。

请您为大中华区旅游行业的
卓越业者投下神圣的一票！

立即登入以下网站投票：
www.awards.ttgchina.com/cn

投票日期: 
2017年11月10日 至 2017年12月31日

 

荣誉创办:                                                                        主办单位:

联合协办: TTG-BTmice China, TTG Asia, TTG India, TTGmice, TTG Asia Luxury, TTGassociations

TTG Travel Trade Publishing is a business group of TTG Asia Media 

2018



投票者资格:
TTG旗下刊物TTG China、TTG-
BTmice China、TTGAsia、
TTG India 、TTGmice 和 
TTGassociations and TTG Asia 
Luxury的读者都将受到邀请投票。
作为旅游机构的客户及密切合作的
伙伴，业界的桂冠授予谁,他们最有
发言权。

投票方法:
两种方法：网上投票和印制的选票表
格可通过下列渠道获得:
•  网上投票网址:

 www.awards.ttgchina.com/cn
•  印制的选票表格将附在 TTG China 

和 TTG-BTmice China 旗下的刊
物中。

如何评选:
鉴于各奖项均无预先提名的候选者,
投票者只需按照规定的评选标准推选
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机构。

投票鉴定、规则和规定:
•  每人限投一票：填写选票表格或网 
 上投票。双重投票将被视为无效。
•  需提供完整的投票者个人资料 、
    否则投票被视为不合格。
•  根据投票者个人资料进行随意抽
    查 、 以确保投票者身份的真实
    性。
•  所有的选票均保密,投票结果为最终 
 结果。

请参照对页下的评选标准投票

参选规则
1. 每人限投一票：填写评选表格或 
 网上投票。
3. 主办机构不承担任何因邮寄而导 
 致的表格丢失、延迟或破损的责
    任。
4. 2018年TTG旅游大奖的投票结果 
 将被视为最终的结果 、不受其它
    因素所影响。
5. 截止日期为 

   2017年12月31日

    任何进一步的资料、请联系  
    Carol Cheng
    E: carol.cheng@ttgasia.com 
    T: (852) 2237 7272

各奖项评选标准

   2018年TTG CHINA 旅游大奖评选表格

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职衔: 公司名称: 

地址: 

  国家: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 签名: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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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奖
1. 最佳中国航空公司

2. 最佳亚洲航空公司

3. 最佳欧洲航空公司

4. 最佳美洲航空公司

5. 最佳中东航空公司

 

酒店集团奖
6. 大中华市场最佳国际酒店集团

7. 大中华市场最佳本地酒店集团

8. 大中华市场最佳豪华酒店品牌

9. 大中华市场最佳中档酒店品牌

10. 大中华市场最佳会议接待酒店品牌

 

个别酒店奖
最佳豪华酒店

11. 北京 

12. 上海

13. 广州/深圳

14. 香港

15. 澳门

最佳中档酒店

16. 北京 

17. 上海

18. 广州/深圳

19. 香港

20. 澳门

 

最佳商务酒店

21. 北京

22. 上海

23. 广州/深圳

24. 香港

25. 澳门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

26. 北京

27. 上海

28. 广州/深圳

29. 香港

30. 澳门

 

最佳新酒店

31. 北京

32. 上海

33. 广州/深圳

34. 香港

35. 澳门

 

中国其他地区酒店奖
最佳商务酒店

36. 中国华东及东北地区最佳商务酒店

37. 中国华北及西北地区最佳商务酒店 

38. 中国中南及西南地区最佳商务酒店

航空公司奖

最佳航空公司评选条件:
•  提供最佳服务、网络系统及航线计划。
•  在预订、确认和佣金支付方面为旅行社最
    佳合作伙伴
•  在理念创新、奖励计划和服务方面拥有最
    具专业水准的市场营销团队

酒店集团奖

最佳酒店集团评选条件:
•  统一标准化管理的最佳产品及服务质量
•  在理念创新、奖励计划和服务方面拥有最
    具专业化水准的市场营销团队

个别酒店奖

最佳豪华酒店评选条件:
•  服务于高端市场顾客，拥有高端市场品位
    的最佳视觉效果和环境 

最佳中档酒店评选条件:
•  其服务和设施最为迎合寻找三星级到四星  
    级的质量和舒适的旅行者

最佳商务酒店评选条件:
•  服务于商旅人士的最佳酒店

最佳会议接待酒店评选条件:
•  接待会议的最佳酒店

最佳新酒店评选条件:
•  新开业的最佳新酒店

最佳城市酒店评选条件:
•  以高水平服务及设施，接待城市各项旅游
    活动之卓越酒店

中国其他地区酒店奖

中国华东及东北地区：
•  包括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江苏省、
    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

中国华北及西北地区：
•  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
    区、陕西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国中南及西南地区：
•  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河南省、云南省、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

度假型酒店奖

中国最佳度假酒店评选条件:
• 该酒店须拥有反映当地风情的最佳视觉效
    果和环境

中国最佳新度假酒店评选条件:
•  新开业的最佳度假酒店

中国最佳Spa度假酒店评选条件:
•  提供最佳Spa设施、环境及服务

其他酒店奖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评选条件:
•  主题特色明确，提供住客有别于一般酒店 
 的住宿体验，并具备专业优质服务的理念
    与表现

酒店式公寓奖

最佳酒店式公寓营运商评选条件:
•  服务于中长期住客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
•  服务于中长期住客的最佳酒店式公寓

其它旅游服务奖项

中国最佳旅行社评选条件:
•  具备专业及优质人才 、善用科技新知 、
    为客户提供超值服务

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评选条件:
•  该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及便捷的 
 旅游设施，并辅以专业的服务人才及营 
 运商，可充分满足游客休闲观光之需求

中国最佳会议商务城市评选条件:
•  该城市应极具亲和力,最令商旅人士青睐,
    是MICE策划者理想的会展举办地

中国最佳邮轮运营商评选条件:
•  提供最佳设施、服务、路线 、 航程及节目计划
•  在预订、确认和佣金支付方面为旅行社最
    佳合作伙伴

中国最佳特色旅游邮轮运营商评选条件:
•  设计并提供多样化且具特色的旅游路线及产品 
•  服务品质和整体营销计划皆深获业界认同 
    具备市场长期发展之优异条件 

中国最佳新邮轮评选条件:
•  新推出，受市场肯定且深具发展潜力的最佳邮轮 

最佳主题乐园(本地)评选条件:
•  多元设施为本地市场提供优质的最佳娱乐环境
• 专业营销团队提供深具创意之活动规划及服

最佳主题乐园(海外)评选条件:
• 多元设施为海外市场提供优质的最佳娱乐环境
• 专业营销团队提供深具创意之活动规划及服务

最佳海外国家旅游机构评选条件:
•  在答疑和信息咨询方面提供最亲切、详尽及 
 灵活的服务
•  在政府和社区层面最有效地提高对其旅游目 
 的地的认识
•  在理念创新与服务方面拥有最具专业化水准 
 的市场营销团队

最佳海外国家旅游机构(会议商务推广)评选
条件:
•  提供迅速、详实的当地会议商务信息。
•  协助业者及企业善用当地资源，以获得最舒
    适之绝佳会议商务活动
•  具备会议商务的专业营销团队，不断创新产 
 品设计及培育多元人才

最佳机场(本地)评选条件:
• 提供便捷， 多元，满足休闲及商务旅游需求
   的航空运输服务不断创新产
• 各项软硬件设施与时俱进，在本地市场具有
   领先地位

最佳机场(海外)评选条件:
• 提供便捷， 多元， 满足休闲及商务旅游需求
   的国际航空运输服务
• 各项软硬件设施与时俱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
   指标地位

最佳城市酒店 

39. 中国华东及东北地区最佳城市酒店

40. 中国华北及西北地区最佳城市酒店

41. 中国中南及西南地区最佳城市酒店

度假型酒店奖
42. 中国最佳度假酒店 (海滨)

43. 中国最佳度假酒店 (非海滨)

44. 中国最佳新度假酒店

45. 中国最佳Spa度假酒店

其他酒店奖
46. 中国最佳主题酒店

酒店式公寓奖
47.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营运商

48.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

其它旅游服务奖项
49. 中国最佳旅行社

50. 中国最佳旅游城市

51. 中国最佳会议商务城市

52. 中国最佳邮轮运营商

53. 中国最佳特色旅游邮轮运营商

54. 中国最佳新邮轮

55. 最佳主题乐园(本地)

56. 最佳主题乐园(海外)

57. 最佳海外国家旅游机构

58. 最佳海外国家旅游机构(会议商务推广)

59. 最佳机场(本地)

60. 最佳机场(海外)



林墨先生
北京新僑諾富特飯店
駐店經理

坐擁700間客房位于

市中心的北京新僑諾富

特飯店，任命林墨先生

（Allan Limmer）擔任

駐店經理一職。

林墨先生擁有超過24
年酒店行業的豐富經驗，在多家酒店集

團擔任過高級行政職位，包括悅榕莊、凱

悅、希爾頓、洲際酒店集團，並曾效力于

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團、萬豪國際酒

店集團。

New Appointment

市中心的北京新僑諾富

特飯店，任命林墨先生

駐店經理一職。

年酒店行業的豐富經驗，在多家酒店集

中國是雅高最重要的市場
■TTG China編輯部＝綜合報道

Brand Updates

2 016年亞洲遊客出境旅遊量增長了

11%，而中國是這一增長的主要動力。在

亞太地區，去年來自中國的遊客達到了5千

萬人次。雅高酒店集團亞太區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艾森柏（Michael Issenberg）
表示，中國是雅高最重要的市場，是亞太

地區旅遊業增長的強勁動力。

過去十年，亞太地區是國際旅遊增

速最快的地區。根據世界旅遊業理事會

（World Tourism and Travel Council）的

統計，來自亞太地區的遊客占全球遊客接

待人數的比例，已超過1/4。因此，雅高酒

店集團在未來五年內的重點計劃，是在亞

太地區新增超過350家酒店。

艾森柏指出，亞太區的酒店數量目前占

雅高全球酒店網路的27%，然而在新開發

項目中，有48%位于亞太區，因此該地區

新興品牌金誠酒店集團除將力攻高端

市場，也計劃利用酒店與特色小鎮的互補

關係所產生的綜合性優勢，找到新的創收

點。

金誠酒店集團副總裁、金誠財富集團副

總裁蔡元皞介紹，金誠酒店集團目前旗下

有太悅、梵摩、J、YOUNG等四個品牌。太

悅是其中最早落地的品牌，張家界、無錫

太湖等項目定位于以度假為主的五星級標

準酒店。「梵摩」品牌投資金額高但客房數

量少，目標是打造高端的園林七星級酒店。

他認為，目前在中國尚未存在園林七星級

酒店的概念；雖然悅榕莊也有一定的禪意

和文化底蘊，但在文化層面上還是偏向中

西結合，且理念相對稍顯老派。因此，梵摩

無疑是集團發展前進的動力。中國目前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出境遊市場。

這些因素也促使雅高酒店集團與華住

酒店集團簽署了戰略聯盟，以加速美爵、

諾富特、美居以及宜必思品牌在中國的發

展。該戰略聯盟意味着雅高能夠在華住

客戶忠誠計劃項目華住會的9千萬會員中，

宣傳雅高旗下的品牌。

自2016年來，雅高酒店團保持着平均每

月公開一項收購或併購交易的速度，與華

住的聯盟是過去兩年中這些諸多業務中

的一項。這些皆為集團發展計劃中的一部

分，旨在提高和完善為賓客提供的服務。

過去兩年間，雅高酒店集團收購了萊

佛士、費爾蒙、瑞士酒店三個久負盛名

的酒店品牌，與R i xos、25hou rs、悅榕

莊、東方快車建立新的戰略合作關係， 

通過Jo&Joe、onefinestay、Travel Keys

和Squa re Brea k擴展多樣化的住宿模

式，並收購周邊業務，如禮賓服務專業

企業Joh n Pau l、活動和酒會場地策劃

者Potel&Chabot等。

這些轉型來源于集團的輕資產戰略，體

現了雅高酒店集團面應對酒店行業的變

化更為敏銳的適應力。

雅高酒店集團亞太區主席兼首席執行

官艾森柏表示，「雅高酒店集團為了滿足

賓客不斷變化的需求，堅持創新和改變。

Biz Model

New Brand

利用酒店服務補足特色小鎮競爭力

星野集團再推OMO城市酒店品牌

■鐘韻＝採訪報道

的定位是高于安縵和悅榕莊，但也結合了

現代的科技元素，同時充分考慮了中國的

文化底蘊。

第三個品牌是正在杭州進行裝修的

J-Hotel，定位于高端五星級城市酒店，跟

萬豪的W系列可以說是同類競爭。第四個

品牌Young將以金誠集團在湖州的特色小

鎮為範例；該小鎮裡有一個亞運村，除了體

育場館等基礎設施之外，裡面還會針對運

動員和整個度假村的需求提供配套型酒店

“Young”。其品牌含義是快捷、年輕的精

准定位。

他進一步介紹，金誠集團以特色小鎮為

核心產品。在從文化切入的過程中，特別是

一帶一路國家思路的出現，集團覺得「走

出去」的概念很重要，而在為「走出去」做

準備工作時，集團也做過市場分析，發現當

前高端酒店的需求完全大于現在高端酒店

的需求和佈局，市場非常大。只有匹配這個

需求量以后，才能有新的機遇，去擴大中

國酒店業的市場。

至于現在非常火熱的特色小鎮，他表

示，包括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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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們正在調整雅高的商業模式，無論

何時何地都能滿足顧客旅行中的任何需

求。」

「我們所進行的每一次收購與合併，都

是出于對顧客需求的考量。」

雅高酒店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塞

巴斯蒂安．巴贊（Sébastien Bazin）表
示，雅高酒店集團第三季度的業績發展勢

頭依然強勁，繼續維持主要市場上半年呈

現的良好業務趨勢，拉丁美洲初步出現了

復甦跡象，集團持續迅速發展。本季度，

雅高的酒店客房數量超過了標誌性的60

萬間客房，發展中的酒店項目數量創下歷

史最高紀錄，反映出雅高品牌組合的吸

引力日益增強。其現將東方快車（Orient 

Express）和Nextdoor納入麾下，很快還將

合併Mantra、BreakFree和Peppers。預計

這一利好趨勢將持續至今年年底，使雅高

的EBIT達到7月公佈目標範圍的上限。

雅高2017年第三季度業務活動在集團

大部分市場都表現強勁。總收入達5.04億

歐元，以不變的合併範圍和匯率計算，同

比增長6.4%，報告增長7.2%。

場，典型的情況是，傳統酒店業只有客房和

餐飲以及一些附加服務的收入。因此現在

要提出的是綜合競爭力。綜合競爭力和優

勢在哪裡？就是特色小鎮，因為要有特色

才有優勢。從產業端來看，很需要做的一件

事情是，在原來的客房、餐飲等收入保存的

情況下，延伸服務內容，這就是創收的點。

而特色小鎮與酒店是相輔相成的，所有的

特色小鎮必須有酒店，因為這是產業的組

成部分，有了酒店以后，才能滿足整個小

鎮的基礎服務需求，這是其中很重要的環

節。

所謂特色小鎮與酒店是相輔相成的意

指：一方面，特色小鎮能為酒店帶來各式各

樣的消費人群，酒店也可以為特色小鎮帶

來服務。

他認為，現在中國酒店業進入了3.0時

代，就是在住好、吃好的情況下，還有玩

好；所有版本結合在一起，才是絕對的綜

合競爭力。因此酒店于特色小鎮是互補關

係，也是一種資源分享。

↑金誠酒店集團副總裁、金誠財富集團副總裁蔡元皞

（
提
供
·
金
誠
酒
店
集
團
）

星野集團于日前正式宣佈，繼虹夕諾

雅、星野RISONARE、星野界之后，成立集

團旗下第四個酒店品牌“OMO”。“OMO”

品牌旗下的酒店將自2018年春季起，在日

本全國陸續開業。作為星野集團旗下第一

個城市酒店品牌，OMO將選址于城市中心

地段，是專為以觀光為目的而入住商務酒

店的旅客所打造的都市觀光酒店品牌，為

旅客提供新的下榻之選。

經過多年的市場調研，星野集團注意

到了都市觀光市場中，以觀光為目的的商

務住宿旅客逐漸增加，在此基礎上，星野

集團對城市酒店服務及觀光客人需求進

行考察，並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探討，星

野OMO品牌也因應而生。星野OMO品牌

將秉持着「不僅僅提供睡眠、而是能為旅

途帶來更多熱情的都市觀光酒店」這一理

念，為旅客打造能夠全然享受旅行樂趣，

深度感受周邊魅力的城市酒店，為旅途更

增添一份情趣。

星野OMO品牌Logo以「家」為核心設計

項目，「切妻造」（懸山式屋頂）設計讓人

聯想到家庭的溫暖，從而展現出人與地域

的紐帶感，為品牌和建築物賦予長久的氣

息。

星野OMO7·旭川以及星野OMO5·大塚將

于2018年春季開業，品牌之后也將于大阪

新今宮地區開業。值得一提的是，每家星

野OMO酒店名稱中所包含的數字，並非酒

店編號，而是表示其服務的等級，旅客能

夠更直觀的瞭解該酒店所提供的設施與服

務，星野集團將根據酒店內設施的有無及

規格，以“0”作為基礎來體現其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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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還有哪些業務
出現外包的新機會？

廣東中旅移民簽證顧問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監魏光譜

外包的意義，就是讓專業的人做更專業

的事，這也是許多旅行社業者想做外包的

原因。從背景來看，很多起步型公司，如

電商或是小型旅行社，在一開始，不想成

立大部門架構，而是將非專業服務進行外

包，以此迅速開展業務。相比行程安排、

目的地全陪與地陪等專業服務，勞務派

遣、技術開發等屬非專業服務。

目前常見的外包業務包括：外包司機、

外包網站管理。特別的是，以前以外包居

多的客服業務，現在正在逐漸收縮或者自

建，也就是說，旅行社業務量夠大之時，客

服團隊便開始收回自己做，實現核心品牌

價值。未來，傳統旅行社還可以外包：技

術開發、智慧財產權、法務等業務，以及人

工成本較高的簽證申請等業務，像是找人

開發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或是電腦上的

應用軟體。

其實，將來「不直接對客」的業務、不會

影響「業務閉環」的業務、不會流失入口流

量的業務，都可以外包。只要不會因為外

包，把自己客人變成了外包的客人，讓客人

維持在自己業務操作中，就不會讓客人

覺得被賣了。也就是說，針對同行服務，

不觸及委託方的客源，更不涉及二次開

發。

整體來看，外包需謹慎，是否外包，以

及外包的項目與自營自建項目比例，取決

于公司的商業模式，能做的就要做到專

業，即使外包，核心也不能放手。換句話

說，中國旅行社行業即需要快走幾步，也

需要慢下來做好服務，快慢結合才能走

的遠。(整理/張廣文)

不會流失入口流量的業務，都可以外包

見悅旅行創始人殷淑芳

春秋集團董事長兼春就去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

只要比我們現有的作業更專業、服務更

精細或者更加國際化的服務，我們都願意

嘗試外包，比如同聲傳譯、專業翻譯同遊

等等，以此給客戶更貼心的服務。

對旅行社行業來說，目前泛IT系統建設

是最常使用外包服務的，因為要完整建架

以及組建團隊所需要的成本，無論是人力

成本、時間成本還是費用等，都非常高。

現在每個旅行社都必須做到業務電子

化、服務網路化，無論是內部業務運作系

統還是外部對外消費者產品系統都是。而

很多業務肯定是外包出去比自己運營的

投資報酬率更高，因為這涉及到養人的問

題。比如說，某種服務並不是一年四季或

每天都有的，只是偶爾碰到比較高端的定

IT電子類人才還可能來自不同領域，對于

服務性行業來說，如果還要花時間成本在

組建專業人才團隊，不如交給更加專業的

公司處理。

對春秋集團來說，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一

只要服務更專業、國際化 都會嘗試

泛IT系統建設最常使用外包服務

制團組才會有這種需求，因此如果是外

包的話，從經濟角度來講肯定是更加節

約成本的。

另外，外包服務只需要付出指定的費

用就可以了，不必自己將大量人力和資金

投入于一些非公司核心業務的運營。(整

理/鐘韻)

套非常成功的網路系統組建經歷，這項

多年的積累經驗，也成為春秋集團發展

同業市場商機，並在近日最新成立了獨

立運營的上海春詳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專門為旅行社產業提供IT系統網路平臺

的構建和輸出服務。

目前像進入中國市場兩年多的Tomas 

Cook的網路平臺系統，就是由春秋集團

旗下網路公司為其提供搭建服務。(整理

/劉霈芯)

多的客服業務，現在正在逐漸收縮或者自多的客服業務，現在正在逐漸收縮或者自

只要服務更專業、國際化 都會嘗試

EETS歐洲之星中國區運營官蕭百均

一般來說，地接社提供的旅遊產品都可

以算是傳統旅行社的外包服務之一，大多

數能做到直采的旅行社，還是相對少。

從成本考慮來看，地接社打包提供的旅

遊線路比傳統旅行社從目的地採購線路，

從酒店、租車、景點到用餐等設計更高效，

也低于時間和金錢成本的話，一般傳統旅

行社會選擇部分區域的旅遊線路採用外

包項目採購。

如果從會獎旅遊團來看，地接社除了當

地旅遊安排外，現在很多企業團體的晚宴

或者會議活動、團隊建設等也都會交由地

接社安排，這類附帶的服務項目並非旅行

能做到直采的旅行社，還是相對少
社主營業務，也會再外包給當地服務商

協助。

有口碑的旅行社對服務過的遊客來

說，也會更加信任，希望通過旅行社再為

其安排其他鄰近國家地區的旅遊。歐洲

之星作為主要運營德國和奧地利兩國家

產品的地接社，實際上離其他中東歐國

家還是非常近，但面對中國市場中目前

單個國家旅遊的旅遊產品還不是最大主

流的情況下，搭配周邊國家地區的旅遊

線路產品時，我們也會選擇外包給該國

家地區的旅行社。(整理/劉霈芯)

能做到直采的旅行社，還是相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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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from more than 30 exper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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