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醫療度假可發展為創新業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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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提供自己才能提供的
是最好的服務

星野集團董事長星野佳路表示，如果

每一家酒店都根據客戶的聲音提供服務

的話，那所有酒店提供的都會是相同的服

務，因為遊客所需要的服務都是相同的。

日本的虹夕諾雅和界提供的都是各個

地方不同的服務和在地美食；巴厘島虹

夕諾雅也是如此，裡頭很多工作人員都

是巴厘島本地印度教徒，他們提供的都是

「當地才能提供」的餐飲和服務。把自己

本身擁有的最好的東西，原汁原味的提

供給客人，才是日式待客之道。(詳文請見

P.14~15)

Destination-Macau
發展總體規劃出爐
澳門如虎添翼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經歷兩年研

究及編制《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于

9月28日公佈最終方案，制定了澳門旅遊業

未來十五年的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確保

澳門旅遊業能全面配合國家及特區政府的

發展方向邁進，實現「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的愿景。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共提出8個
關鍵目標，33個策略，91個涉及短、中、長

期的具體行動計劃，是一份涵蓋了旅遊產

業各個層面的總體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

(詳文請見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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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創意、體驗和科技的療養內容，

能為酒店和度假村及整體旅遊業，帶來巨

大的增值空間。

然而中國市場上，好的醫療度假產品，

似乎仍顯稀缺。事實上，中國具備很好的

發展條件，除了遍地開花的高端度假村

外，他處難以取代的中醫技術與內涵，也

是一大優勢。

中德工業4.0醫療產業聯盟執行會長王

葉濛說道，中國消費者普遍對醫療度假概

念感到陌生，認為其僅在接受醫療服務之

余，順便度度假。但從歐美上百年醫療度

假歷史現所涵蓋的內容來看，從不同的醫

療手段、營養飲食、運動康復到精神療養，

東 北 首 家 瀋 陽 樂 高 探 索 中 心

（LEGOLA N D® Discover y Center 

Shenyang）和瀋陽海洋探索中心（SEA 

LIFE Discovery Center）日前在位于和平區

的瀋陽K11購物藝術中心舉行了盛大的奠

基儀式，瀋陽樂高探索中心和瀋陽海洋探

索中心將由全球第二大旅遊景點運營公司

英國默林娛樂集團（Merlin Entertainments 

Group）打造並運營，兩個項目預計將于

其皆有所涉及。從行業角度，醫療內容的

注入能為產品大幅擴大收益空間，然而目

前國內高端醫療度假類產品，仍是一片空

白。

從走訪歐美40多個國家的上百家醫療

度假村的考察經驗，王葉濛觀察到，發達

國家醫療度假的主要內容包括修復和淨

化、改善不良習慣、個性化運動、提升指

標、均衡的營養攝入和精神療養等。這些

地區的醫療度假品牌也非常多，通常分成

農場、涵養等不同類型。

以Lanserhof的一家度假村為例，其僅有

70間客房，一年收入達七十億（也就是一

家酒店抵得上四家酒店），一星期起訂；對

症下藥的七天療養過程中，所有餐食和活

2018年夏季全部建成。同時，這也是默林

娛樂集團繼在華東、華北、西南市場的成功

佈局后，首次攜旗下兩大品牌同時進入東

北市場，其在中國市場的家庭娛樂產業戰

略佈局由此進入新格局。

建成后的瀋陽樂高探索中心是中國第

2家、亞洲第4家樂高探索中心；其專注于

為3~10歲的兒童和家庭，提供2~3小時寓

學于樂的樂高玩樂互動體驗，激發出孩子

的創造力、思維能力和學習能力。而作為

中國第2家落戶的海洋探索中心，瀋陽海

洋探索中心建成后將會提供18個精彩的

主題展區，擁有包括超過100種進口生物

在內的4,000尾生物數量，旨在打造瀋陽

動內容都公開、詳盡。

他強調，首先，醫療度假村不是醫院，所

以治療內容也有所區別；其次，海外的醫

療度假村往往主題簡單，因此中國業者若

有心借鑒，也不必做得太過複雜；歐美的

醫療度假體系雖然龐大，但在此基礎中選

擇幾項細分市場，就可成為獨角獸，找到

非常好的市場前景。

王葉濛說道，歐洲的醫療度假市場客源

中，俄羅斯和中東非常重要，而這些客源

對中國也很有興趣，因為中醫也有很好的

優勢和亮點，如針灸、火罐等。但是在醫療

度假領域，中國目前一家優質酒店或度假

村都沒有。而融合創意、體驗和科技的療

養產品，值得中國業者關注並開發。

最具吸引力、以動物保護為本的超級海洋

館。

英國默林娛樂集團作為歐洲第一、世界

第二的旅遊景點運營公司，從1979年在蘇

格蘭開業第一家水族館至今，已經在全球

四大洲24個國家擁有117個旅遊勝地、13家

酒店以及6處度假村。默林娛樂集團在進入

中國后，通過優質的品牌服務和創新的發

展理念獲得了許多消費者的青睞與認可。

目前已經成功在華佈局華東、華北、西南等

地的市場，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武漢、重

慶的杜莎夫人蠟像館、上海樂高探索中心

和長風海洋世界及重慶海洋探索中心等眾

多優質品牌。

Cruise
10大最新發展趨勢

引領中國郵輪市場邁向下一個十年

Theme Park 英國默林娛樂集團首次佈局東北

Partnership 廣之旅、雲頂全面合作
■張廣文＝採訪報道

近日，廣之旅與雲頂郵輪集團旗下星夢

郵輪、麗星郵輪和水晶郵輪三大郵輪品牌，

簽署全面戰略合作協定。雙方將進一步深

化郵輪領域合作，加大力度打造以廣州母

港輻射開來的「粵港澳大灣區郵輪母港3
小時旅遊圈」。

廣之旅總裁朱少東表示，基于戰略合作

關係的確立，廣之旅協同雲頂郵輪集團，借

助自身獨特的專業服務優勢、華南地區線

上線下最具規模的銷售網路、消費者洞察

及市場攪動能力，推動著「郵輪+」旅遊產

品的探索與研發；率先推出24小時郵輪管

家服務；打造「郵輪+親子」、「郵輪+文化」

新玩法。第25屆亞洲獎勵旅遊及會議展(IT&CMA)暨第20屆亞太國際商旅大會(CTW 
Asia-Pacific)，9月26日于泰國曼谷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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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旅遊消費新趨勢：個性、多元、追求品質

↑（由左至右）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長

劉詩蘋、新加坡旅遊代言人孫燕姿、新加坡駐華大使

羅家良、新加坡旅遊局局長楊漢忠、獅城築夢者代表

向洋、新加坡旅遊局助理副局長馮素玲 

新加坡「心想獅城」追求情感共鳴

Singapore

■鐘韻．張廣文＝採訪報道

新加坡旅遊局日前舉行旅遊品牌發佈

會，正式發佈新加坡全新旅遊品牌「心想

獅城」，象徵新加坡旅遊局全球戰略進入

新紀元，旅遊目的地營銷策略從「向遊客

推薦景點景區」上升到「與遊客建立情感

共鳴」的層面。

新加坡旅遊局在全新旅遊品牌「心想獅

城」的發佈會上，並首次播出了全新的新

加坡旅遊宣傳片。再次成為新加坡旅遊代

言人的新加坡著名歌手孫燕姿和在第一季

《中國新歌聲》中斬獲全國總決賽亞軍的

新加坡創作歌手向洋，作為獅城築夢者的

代表，則在發佈會現場共同分享了他們各

自的獅城故事。

據介紹，「心想獅城」表達了遊客對獅

城的嚮往，也承襲着「心想事成」的吉祥寓

意，而這一全新旅遊品牌，正是讓遊客通過

瞭解獅城築夢者的故事，體會到新加坡這

座城市的內在魅力。

與遊客建立情感聯繫

新加坡旅遊局局長楊漢忠說道，今天的

遊客需要瞭解的不僅僅是景點信息，基于

從宏觀三大市場的發展趨勢，到國內的

消費熱點，再到消費提檔升級背景下旅遊

業表現出的新消費模式，

當前旅遊市場的發展走

向究竟為何？中國旅遊

研究院研究員蘇娜以三

個詞概括，即「個性、多

元、追求品質生活。」

●1 佈局全球旅行計劃

蘇娜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之資料介

紹，2016年三大市場總體表現為需求旺

盛、市場繁榮。尤其國內旅遊達44.41億人

次、10%的增長率，表現非常亮眼；入境遊

則突破了陰霾期，進入穩定回升的階段，

同比增長3.8%；出境旅遊增長約4%。調查

顯示，較之2015年，2016年中國遊客出遊

意願顯着提升，這不僅表現在「更想出去

旅遊」，還體現在國人開始「佈局全球旅

行計劃」，也就是更可能去到陌生的目的

地。

●2 國內遊成長超預期

在高意願的背景下，三大市場仍然表現

出穩步發展、動力持續、繁榮依舊的景象。

自2000年起，國內旅遊人次每年都以10%

的增長率持續上升，平均旅遊收入增長率

為15%。2017年，國內旅遊原預計仍會保持

10%的增長率，達48.8億人次，但從今年前

此，新加坡旅遊局在構思和制定全新旅遊

品牌時，主要考慮的問題是，新品牌應僅僅

代表新加坡旅遊，還是蘊含更深層次的意

義？關于這個問題，新旅局研究了現今遊

客的出行心裡，發現他們在選擇旅遊目的

地時，越來越受到感性因素的支配，如興

趣愛好、價值認同等。也就是說，旅遊品牌

應與遊客建立情感聯繫，抓住他們的心。

因此，此次新品牌制定新旅局不再強調

新加坡已有的核心功能優勢，而是展現新

加坡人的性格和態度，讓目標客群感受到

獅城的熱忱所在，在他們與獅城故事產生

共鳴的同時，也加深他們的情感聯繫，從而

提升新加坡品牌好感度和品牌相關性。

他表示，「近年來，新加坡旅遊局一直積

極推進品質旅遊的戰略，這一次的品牌升

級正是這一戰略部署下的重要舉措，旨在

吸引更多熱愛旅行的遊客到新加坡來探索

未知、找回自我和尋找靈感。」

「心想獅城」有什麼不同之處？新加坡旅

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長劉詩蘋說

道，

●首先，該品牌讓不同領域的新加坡人講

述自己的故事，讓遊客深入瞭解這些不同

的新加坡人如何通過熱忱實現夢想、造

就無限可能，從而與新加坡人的情感世

界產生共鳴、建立彼此間情感的聯繫。

●其次，心想獅城反映了新加坡旅遊品牌

的個性。該品牌的差異性在于其所呈現

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態度；它同時也凸顯

新加坡旅遊局矢志打造個性化、高品質

旅遊的決心，為其重塑品質旅遊戰略邁

出的關鍵一步。

同時，新加坡旅遊局亦正與不同的合作

伙伴，將「心想獅城」這個主題融入新加

坡的旅遊產品及體驗當中，希望借着分享

更深入的故事和體驗，從而與旅客建立更

緊密的情感連系，繼而加深新加坡的吸引

力，新加坡旅遊局不但針對不同族群拓展

主題旅行團， 並在當中融入深層的故事

元素，同時，也針對不同愛好的旅客提供酒

店住宿體驗。目前設計及更新的導賞團超

過20個，旅遊人士能按個人喜好在新加坡

旅遊；而最近新增的導賞團共有4個，分別

是：(1)美食主義者族群深入瞭解新加坡新

一代小販對工作的熱誠，以及他們如何在

不斷推陳出新的前提下，仍然保留傳統的

手藝及對美食的堅持。

(2)城市探索者族群坐上懷舊的偉士牌

邊車，探索新加坡第一個懷舊小鎮，發掘

鮮為人知的故事，包括甚具歷史價值的視

覺藝術及工藝品，以及聞名于新加坡的小

販美食。

(3)精品收藏家族群在新加坡最引人入

勝的步行街道—甘榜格南，揉合了歷史、文

化、時尚及潮流小店，探索隱世珍寶及發

現未知的精彩。

(4)啟發創新者族群借着發掘新加坡歷

史，從它如何發展成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

工業港口、城市農夫如何改變其作業模式，

進一步瞭解新加坡如何不斷求取進步。

據最新旅遊統計，2017年第一季度，來自

中國大陸市場的訪客量共計85.1萬人次，同

比增長14%，領跑所有入境市場，旅遊收益

共計10.75億新元（約合人民幣52億元），增

幅同比高達30%，繼續穩居旅遊收益的首

位。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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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的情況來看，預計今年國內旅遊人

次會遠遠超過這樣一個數字，達到超過49

億人次。除了城鎮居民之外，農村居民對國

內旅遊市場的推動力也逐漸展現。

不過入境和出境旅遊市場或因與周邊國

家和地區的緊張關係，增長率將比預期稍

低，但市場還是持續向好。

●3 中西部客源增長

從出遊力的區域分佈來看，自2008年至

今，主要客源地仍集中在東部，70%的客

源來自東部城市，20%的客人來自中部城

市，1%的客源來自西部城市。不過近年這

樣的7：2：1態勢已慢慢被打破。2016年，

70%已下降到64%，可見中西部未來會是

國內旅遊的重要動力。

從目的地接待量來看，因為旅遊資源相

對豐富和均衡、西部資源和生態保護較

好、「一帶一路」政策推進，西北地方正展

現出強大的吸客能力。去年黃金周期間，

內蒙古、甘肅和新疆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4 鄉村遊漸露頭角

說到國內市場的熱點，客源地周邊的鄉

村旅遊值得關注。資料顯示，今年1至7月

份，週末周邊出遊的累計人次已達4.36億，

今年全年有望超過9億，相當于國內旅遊

的1/5都是週末出遊。調查也顯示，每個月

都進行鄉村旅遊的人次約70%左右，顯見

國內遊客進行鄉村旅遊非常頻繁。

●5 親子遊市場龐大

另一個熱點是OTA、酒店、郵輪等各種

業態都看重的親子家庭旅遊。這塊市場的

規模與80、90后市場的成長是分不開的，

因為隨着80、90后進入家庭生活，他們也

會為親子旅遊帶來突飛猛進的發展。調查

顯示，總出遊人次當中，家庭出遊形式占

46%，而中國旅遊研究院與途牛一起發佈

的暑期報告也顯示，途牛暑期訂單中有三

成是與親子旅遊相關的訂單，顯見這塊市

場非常龐大。

●6 散客、休閒度假成長

消費提檔升級的背景下，中國旅遊市場

也呈現出新的特點。消費提檔升級表現在

什麼方面？

一是團散結構變化。2010年起，中國團

隊遊市場便逐漸縮小。

二是度假休閒與觀光旅遊的結構變

化。去年兩者市場比例第一次持平，預計

一、兩年間，休閒度假遊客占比便將超過

觀光遊客。這所帶來的變化就是「發呆型

遊客」比重上升，導致過去的支持性要素

向動機性要素轉變，遊客追求更多體驗。

據相關調查顯示，45%的中國遊客已在國

外有過選擇民宿或當地居民的住宿空間

的經驗，且32%的人會在未來選擇當地民

宿、家庭旅館等度假租賃的住宿類型，選

擇高星級、中等價位或經濟型酒店等傳統

標準化住宿設施的，也僅約30%左右。

●7 住宿評價重點男女有別

值得提到的是，女性遊客和男性遊客對

住宿的評價，著重點並不相同。女性遊客

看重文化體驗性強、周邊商業繁榮、裝飾

風格、周邊環境安全、網路評價等要素，而

男性遊客更看重客房價格、設施齊全度、

周邊環境和出行便利度等。可見在消費不

斷升級的背景下，遊客的需求差異正不斷

凸顯，使得業態也越來越多元。

業表現出的新消費模式，

當前旅遊市場的發展走

向究竟為何？

研究院研究員蘇娜

個詞概括，即「個性、多

元、追求品質生活。」

（
攝
影
·
鐘
韻
）

星空聯盟慶祝成立20周年

星空聯盟日前舉行20周年誌慶晚會。北

歐航空大中國區總經理及首席代表Lars-
Ove Filipson先生表示，星空聯盟即將邁

入下一個十年，其強大廣闊的環球網絡包

括28間航空公司覆蓋全球191個國家，超過

1,300個目的地，並會隨著成員航空公司推

出新航線和加密班次不斷壯大。

新航與漢莎集團
10/1啟動聯營合作

新加坡航空公司（SIA）與漢莎集團于

2017年10月1日啟動聯營合作。合作將覆蓋

新加坡、澳大利亞、德國、瑞士、奧地利和

比利時之間的航班。

根據聯營協定，兩家公司將逐步提供更

加廣泛多樣的旅遊線路和機票產品，以供

乘客選擇。兩家航空集團還顯著擴大了代

碼共用合作範圍，目前已在歐洲、東南亞和

西南太平洋等主要市場之間覆蓋超過130
個城市配對。

Airline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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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香港發表《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Digital Services

■張廣文＝採訪報道

近日，Google香港委託專業調查公司尼

爾森針對香港數碼化進程進行全面調查，

探討香港消費者及企業在數碼整合應用

及數碼轉型的落差、指出促進香港數碼化

發展的機遇，並透過《智慧數碼城巿白皮

書》向企業及政策決策者提出建議。

調查顯示，消費者在旅遊方面的數碼應

用最為顯著，除了基本的信息搜尋，旅遊

人士樂于使用更高階的功能，包括即時旅

遊支援（如品牌為旅客到達后提供即時地

方玩樂信息）。

桌上電腦消費轉換率94%

調查也顯示，每10位出遊人士中就有7位

會使用智慧型電話作旅遊相關活動；然而

當比較由搜尋衍生旅遊相關消費的轉換率

（Search to Purchase Conversion rate）時，

桌上電腦仍比智慧手機高出35%，顯示港

人使用大螢幕比較旅遊信息時會感覺更

舒適，從而更樂于沿該渠道確定交易。其

中，就桌上電腦而言，由搜尋衍生旅遊相

關消費的轉換率是94%，而手機的轉換率

僅59%。

根據《智慧數碼城巿白皮書》，旅遊行

業的企業，必須要抓住被忽視的手機商

機，因為人們花最多時間和注意力在上

面。對生意而言，創造一個很容易使用的

用戶介面，以及美好的手機體驗，非常重

要，也會代表更好的調查與購買轉換率。

另一方面，Google香港近期也推出了一

個名為“Google for Hong Kong”的網站，

解釋Google在香港會做什麼以加速城市

的電子化。網站上展示兩家旅遊企業的案

例分享。

其中，KLOOK是一間成立于香港的跨

國初創企業。旨在為自由行旅客提供不同

特色旅遊產品，讓旅客輕鬆地深度體驗

及探索各地特色文化。透過KLOOK線上

旅遊網站及App 應用程式平臺，隨時計劃

及預訂旅程，讓旅途更靈活輕鬆。為協助

KLOOK優化用戶體驗並快速拓展至全球

市場，Google團隊協助KLOOK瞭解旅客

喜好，為KLOOK的網站及App提供優化

建議，並提供資料加快KLOOK的系統分

析及策略制定，同時為之建立生態系統。

KLOOK網站及App每年流覽總數已超過1

億，並成為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 商店」的熱門應用程式。

而在YouTube上使用創新廣告格式不但

有助香港快運航空接觸目標物件，品牌更

可與觀眾互動，為觀眾創造更豐富的使用

者體驗。而且YouTube廣告活動不但提升

了快運航空在活動期間的機票銷售數量，

活動結束后，機票銷售額仍持續上升。

僅52% 企業逐漸使用嶄新科技

Google香港銷售和營運董事總經理

尉俐妮（Leonie Valentine）表示：「《智

慧數碼城巿白皮書》指出了令香港數碼化

進程滯后的一些最迫切的問題，同時也探

索當中的機遇。Google香港致力透過培

訓人才、支援企業與政府在數碼轉型上取

得成功，及協助每位香港人提升數碼參與

度，以促進香港數碼化的步伐，推動香港

數碼經濟。」

而尼爾森（香港及澳門）董事總經理楊

慧旋（Angel Young）則表示：「香港的

企業理解到數碼轉型的重要性，然而他們

投放在執行高質數碼活動的資源與企業

視野，仍存在落差。95％ 企業視數碼科技

為業務成功的關鍵，但只有52％ 正逐漸使

用嶄新科技以迎合商業及顧客需要。企業

投資于相關科技與數碼專才，仍有很多空

間和機遇。」

就智慧手機用戶實際數碼參與度而言，

81% 香港智慧手機用戶相信自己「精通數

碼應用」。但調查依據智慧手機用戶日常

使用習慣查進行評估，發現只有42％香港

智慧手機用戶真正「精通數碼應用」。

數碼體驗滿意度仍不高

特別的是，消費者對數碼轉型抱有高

期望。62%消費者預期未來 2 年的數碼轉

型步伐會是非常快或很快，將會有突破性

科技面世以改變現有生活方式。消費者期

待：與品牌建立在銷售以外的關係、獲得

更個人化的信息，以及要求更高保安保障

及信心。

就企業的數碼轉型狀況而言，企業的數

碼應用與客戶滿意度出現落差。79%企業

有數碼活動，然而每5位顧客中只有1位對

品牌提供的數碼體驗感到高度滿意。

海上亦能扫码“支付宝”，轻奢邮轮注重宾客体验
过去，邮轮宾客在船上消费，需要将信用卡与房卡绑定，或预存一定数量

的押金，不少账目并非实时扣款，手续也较为繁琐。

为迎合移动互联网时代，宾客不断增长的移动支付需求，近期，天海邮轮

将与中国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展开合作，在天海新世纪号上开

通使用“支付宝”扫码付款。

9 月中旬开始，宾客在船上的服务大厅、付费餐厅、酒吧、免税店等场所，

可使用与移动终端绑定的“支付宝”账户进行扫码付款。天海邮轮相关负

责人表示，宾客在邮轮上使用“支付宝”，可实现每日结账，账目到人，相

比于过去将信用卡与房卡绑定扣款的方式更加便捷，也更符合移动互联

网时代宾客的支付习惯。“宾客在船上使用支付宝 APP 扫码付款，不受网

络限制。唯一的区别是，开通使用船上 Wi-Fi 的宾客，可享受更高的支付

额度。”

据悉，这是天海邮轮首次在船上开通第三方移动支付。天海邮轮 CEO 莫

付生（Ken Muskat）指出，与“支付宝”的合作，是天海邮轮提升宾客体验

的重要举措，也是轻奢邮轮引领移动支付浪潮的完美体现。“过去，天海邮

轮凭借优质的产品线路与出众的性价比，让广大宾客与合作伙伴了解了天海

中国本土首家邮轮公司，中国轻奢邮轮的典范天海邮轮近日宣布，已与蚂

蚁金融服务集团旗下中国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展开合作，在天

海新世纪号上全面开通使用“支付宝”扫码支付，推进轻奢邮轮与移动支付

的完美融合。

与此同时，已于 9 月 12 日全新上线的天海邮轮官网，打开了直订通道，

并推出“闪订”及“在线选房”功能，进一步提升宾客的预订服务体验。宾

客除了通过旅行社，还可登陆天海官网直接下单预订，极大增加了预订的选

择性与便捷度。

邮轮在美食、服务、主题活动及 MICE 四个领域的优势与特长。未来，我们

将继续以提升宾客体验为核心，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将天海邮轮进一

步打造成为中国游客首选的国际邮轮品牌。”

开通“闪订”及在线选房，天海邮轮新版官网功能强大
在为宾客旅行提供更多便捷的同时，天海邮轮还在着力提升宾客的预订体

验。9 月 12 日，天海邮轮新版官网闪亮上线，推出了两项领先业界的功能——

“闪订”与“在线选房”。

据介绍，宾客在天海邮轮官网参与一些特价秒杀活动时，如果已确认好线

路产品，但暂时还无法确定同行人，可先通过“闪订”预约舱房，后续再补

交出行人证件信息。同时，新版官网还为直订宾客开放了“在线选房”，宾

客可像购买机票时提前选座那样，为自己和同行人选择舱房，以确保能优先

选到同等级舱房中最热门的房间，并与同行亲友相邻而居。

天海邮轮新版官网还打通了直客预订渠道，宾客除了可通过天海邮轮各合

作旅行社、国内各大 OTA 网站预订产品线路之外，还可登陆天海邮轮官网，

查询并直接预订 2017 年、2018 年的航次线路，感受选择更丰富，操作更便

捷的预订体验。

天海邮轮牵手“支付宝”
轻奢邮轮引领移动支付浪潮

Adver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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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度假酒店紅火下的投資誤區
■鐘韻＝採訪報道

Insight

精品度假酒店在今天的中國既面臨很

大的挑戰，也有很大的機遇。柏聯酒店集

團CEO付鋼業說道，以最低房價在3,500

以上的柏聯酒店為例，在中國依然發展

非常迅速，因為小眾市場隨着國內經濟、

文化、形勢的變化也在逐步變大。而依照

柏聯的實踐經驗，如果精品度假酒店價格

低于兩千，肯定不是真的精品酒店，因為

這樣的房價根本支撐不起這種酒店的運

營。

從市場角度，高端精品度假酒店的趨勢

也值得關注。首先是這一類型的精品度假

酒店數量將大幅增加，這與國內大趨勢有

關：今天有很多特色小鎮、文旅開發區和文

創園，對于這些地方而言，精品酒店就是

中國首家寶格麗酒店日前盛大舉行開幕

晚宴，北京寶格麗酒店成為繼米蘭寶格麗

酒店、巴厘島寶格麗度假村及倫敦寶格麗

酒店后，寶格麗品牌在全球的第四家酒店，

為寶格麗桂冠再添一枚璀璨寶石。

在開幕新聞發布會上，寶格麗集團首席

執行官Jean Christophe Babin先生表

示，寶格麗是全世界知名珠寶商，集團希

望帶給中國客人對于珠寶品質般要求的酒

店。「珠寶一般給人珍貴、有價值、奢華或

充滿記憶的感覺，寶格麗酒店希望帶給賓

客如珠寶壹般的非凡感受。」他說道。

他並表示，此次除了慶祝北京寶格麗酒

店正式開業之外，更慶祝中國及意大利絕

佳的邦交友誼；中意兩國有很多共同點及

價值觀，寶格麗集團透過北京寶格麗酒店

開業能展現更多連結。

寶格麗集團執行副總裁Silvio Ursini先
生在談到酒店運營策略時則強調，寶格麗

是珠寶集團而不是酒店集團，寶格麗酒店

就像珠寶壹樣珍貴，因此，集團不會大量

開設酒店，只會在世界精華地區打造極少

數的精品酒店，把最精華的部分保留在最

精華的城市當中。寶格麗酒店的目標客群，

主要鎖定充滿都市情懷、智慧及知性兼具

的旅行家，及北京高端客群。

他並表示，寶格麗酒店對于材質及細節

相當講究，集團聘請世界知名室內設計

師、景觀設計師、藝術設計師做專業規劃，

因此，不論是哪家寶格麗酒店，集團對于全

球酒店都采取高標準要求，對于所有細節

要求都是一致的。在軟體服務方面，寶格

麗酒店充滿熱情與能量的服務人員能帶給

賓客細致的服務，而由于酒店房間數量不

畫龍點睛之筆。對于這樣的高端精品度假

酒店，其健康養生將越來越突出，而高淨

值人群將成為主要潛在消費群。

從管理角度，這個行業發展越來越火，但

也有投資誤區。據柏聯的經驗，

1.首先是選址太差。交通不方便，肯定

沒有人去，再好的美景也抵不過交通

的麻煩。

2.其次，這樣類型的酒店一定要注意

地方文脈。如果沒有地方文脈，酒店

沒有故事可講，吸引不來人，尤其吸引不來

高端顧客。

3.再次，要注意區域規劃。對于這一

類型酒店，隱逸、私密是最重要的特

徵，並且還要考慮其周邊是否有一些不該

出現的建築，比如電廠——電廠的煙囪和

仙境一般的酒店必會產生衝突。

4.第四要考慮周邊配套。因為酒店客房

投資再大，客人也不可能完全只待在

酒店，周邊要有配套，如果沒有就需要花很

大的力氣。以景邁柏聯酒店為例，2.2萬畝

的茶園環境雖好，但人文環境較弱，因此

酒店公司后來自己投資扶持了當地的少數

民族音樂村。扶持周圍的配套設施，酒店

才會豐滿。

在此領域裡，典型的投資誤區還包括精

不夠、品不足，重裝飾、輕功能，重外在、

少內核等等。針對高端精品度假酒店運營

難點，他建議，首先應提升管理水平，其

次要重視精准營銷，再次要貫徹以人為

本，並要培養有能力、有願力、助力的核心

員工，最后還需要聚焦顧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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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精華的部分留在最精華的城市
■李佩純＝採訪報道

多，能達到一對一高服務標準。

據介紹，位于亮馬河畔的北京寶格麗酒

店擁有絕佳地理位置，酒店座落于朝陽區

啟皓北京城市人文社區，啟皓北京社區設

置有高端寫字樓、啟皓藝術基金會以及充

滿活力的共享社區空間。北京寶格麗酒店

同樣選擇了意大利最負盛名之壹的建築事

務所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設計師

們從寶格麗獨特的珠寶制作工藝中獲取絕

妙靈感。

在酒店參觀過程中，處處可見意式建築

和設計風格的精髓，同時又巧妙融入北京

地域風情。例如，在酒店入口處，可以見到

著名畫家嚴培明先生為寶格麗品牌創始

人Sotirio Bulgari先生所繪制的肖像畫，該

畫作成為北京寶格麗酒店的特色之一。

在酒店客房方面，酒店擁有119間典雅的

客房及套房，套房比例達到34%，其中包括

壹間寶格麗套房，所有房間均由意大利奢

華家具品牌如Maxalto和B&B Italia打造而

成。獨特的寶格麗套房內部設計兼具意式

典雅與當代氣息，近400平方米的占地空間

使其成為京城最大的套房之一。

此外，圍繞酒店的花園景致由瑞士著名

園林景觀建築師Enzo Enea設計而成，在城

市中心打造壹片靜謐怡人的綠洲。融合了

古典高貴意式風格園林和中式傳統雅致園

林風格，並確保了酒店內外

的和諧與平衡。

而寶格麗酒店的意式

珍饈向來受到饕客喜愛，

北京寶格麗酒店亦成為首

家與米其林星級名廚Niko 

Rom ito合作的寶格麗酒

店及度假村。Il Bar窖藏豐

富，在品嘗Niko Romito的當代意大利美

食饗宴時，將配有種類豐富的佐餐美酒選

擇，以確保每位賓客都會有一個難忘的用

餐體驗。

繼北京寶格麗酒店開幕之后，迪拜寶格

麗酒店計劃于今年10月開業，上海寶格麗

酒店將于明年初開門迎賓，2020年莫斯科

寶格麗酒店也將面世。此外，羅馬、巴黎、

紐約及比佛利山莊和東京都將陸續有寶格

麗品牌酒店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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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睿德先生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總經理

天津瑞吉金融街酒店

宣佈戴睿德先生出任酒

店總經理一職。戴睿德

先生擁有近20年全球高

端酒店品牌管理經驗，

始終帶著對服務行業的

極大熱情，不斷探求專業領域知識。

戴睿德先生于2000年加入萬豪國際

集團，先后在沃爾夫斯堡麗思卡爾頓酒

店與柏林麗思卡爾頓酒店擔任餐飲部要

職，以其卓越的管理才能，獲得了酒店業

的肯定。自2012年至2016年在位于廣州

和巴厘島的兩家麗思卡爾頓酒店擔任運

營總監一職。隨后加入北京金融街麗思

卡爾頓酒店任酒店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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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戴睿德先生出任酒

店總經理一職。戴睿德

先生擁有近

端酒店品牌管理經驗，

始終帶著對服務行業的

極大熱情，不斷探求專業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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