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基點到來，定制遊將爆發

Destination-HK
香港旅遊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

會展業將進一步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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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國際品牌 都是從本土市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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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澳大利亞、銀聯國際
深挖雙邊消費商機

澳大利亞旅遊局與銀聯國際日前于北京

簽署新一輪三年合作備忘錄，未來雙方將

共同進一步深挖中國旅遊市場發展機遇。

根據這一合作備忘錄，澳大利亞旅遊局

與銀聯國際將進一步深化雙方在業務拓展

和聯合推廣活動方面的合作。更為重要的

是，雙方還將聯手為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遊

客打造更加便捷的支付服務，同時提升澳

大利亞旅遊環境和訪澳體驗，繼而刺激中

國遊客在澳消費，推動澳大利亞旅遊業收

入的持續增長。(詳文請見P.2)

Hotel
打造國內一流的
酒店全產業鏈服務商

動向越來越受到矚目的佳兆業旅遊酒店

集團，以打造國內一流的酒店全產業鏈服

務商為目標，從投資、規劃、設計、定位、建

設、籌備到運營，從上游到下游，提供全流

程一體的服務，滿足酒店咨詢、地產工程

建設技術、國際標準運營等需求。

佳兆業酒店集團執行總裁張曄表示，為

了實現酒店的全產業鏈服務商的核心價值

觀和愿景，集團目前積極建立自營品牌標

準體系，同時，組建團隊，培養前期定位策

劃、技術服務、運營等三大業務模組的人

力資源。隨著酒店逐步的開業，人才的積

累也將會越來越扎實。(詳文請見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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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旅遊與科技形影不離
人的服務無法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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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近兩年行業內相當關注的話題，定

制旅遊至今沒有真正爆發。有旅遊技術供

應商認為，原因是消費者對服務需求的上

升和高端服務的下沉還未達到平衡；當基

點到來，自由行時代將結束，定制遊時代

會到來。

妙計旅行CEO 張帆說道，「未來」是近

期在各種行業圈裡非常火的話題。為什麼

大家這麼關注未來？因為未來正變得越來

越短。100年前，一家企業若有壟斷性技

術，或可主宰某行業50年；如今，任何行業

兩三年就有可能出現大變化。當未來越來

越快，就越需要對未來作判斷。

作為一個旅行行業的技術團隊，如何

國內最大共用網站途家網近日與日本電

商企業樂天（Rakuten）達成協議，雙方將

在民宿業務領域開展合作，以滿足日益增

多的中國訪日遊客的需求。雙方合作項目

主要以占訪日遊客1/4的中國遊客為對象，

看待未來？他認為，需求和供應已雙雙爆

發，且客人越來越追求個性化。當需求和

供應雙爆發，旅行計劃變得越來越困難、

成本也越來越高，一個人用業余時間不一

定足以完成這件事。因此，自由行可能並

不是旅遊市場的未來；未來的旅行將變得

越來越複雜和專業化。

于此同時，人類社會有天然分工，且當

一個行業越來越成熟，分工也會越來越明

確。然而人們不自己剪頭髮、不自己做裝

修，卻偏偏選擇自由行，張帆認為，很大的

問題是旅行團過于兩極化：一端雖便宜，

產品卻不符合年輕人需求，另一端品質雖

好，普通遊客卻消費不起。因此自由行僅

是當前階段的一種妥協。

明年1月日本民宿政策全面放開，訪日中國

遊客可在途家網站預訂日本民宿。

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樂天集團旗下從

事民宿仲介業務的樂天LIFULL STAY自

2018年1月起上線的民宿仲介網站上刊登

信息將同步在途家網站上發佈，以便訪日

中國遊客利用；此外，兩家公司還將共用

訪日中國遊客動向以及遊客熱門區域等信

息，以便高效地擴充可供租賃的房屋，為

訪日中國遊客提供有魅力的住宿設施以

及獨特的體驗。

日本《住宅宿泊事業法》今年6月起施

行，2018年將全面解禁民宿，途家將加快

可是，人類社會的高端服務永遠會往下

沉。當消費的升級與高端服務的下沉達到

了平衡，形成新的基點，旅遊行業就會迅

速產生變化。張帆指出，近兩年行業內不

斷討論定制遊，然而定制游依然沒有爆

發。他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基點還沒有到

來。當基點到來的時候，定制旅遊才會真

正開始規模化。

再往前一步，當基點到來，定制旅行供

應商在不改變服務的情況下，若能將效率

提升100倍，是不是可以讓價格變得更低？

如果有一天以合理的價格便能使用非常高

效的服務工具，張帆表示，相信大多數人

都不再會自由行，而會選擇服務。他判斷，

十年后，定制旅遊將因此爆發。

開拓市場。有預測稱，到2020年日本民宿

市場規模將達到2,000億日元，是2017年預

期值的2.4倍。

據瞭解，途家網目前在中國擁有約50萬

個住宿設施，在日本則只有約5,000個。

途家希望與樂天合作，加速日本市場的開

拓，其目標是到2025年在日本國內民宿房

源登記數量超過20萬套。

另外，除了民宿業務之外，途家與日本

的酒店預約網站“relux”的運營方Loco 

Partners公司合作。從2月1日開始，在relux

上發佈的700家日本高級旅館也在途家的

平臺上線。

Marketing Insight
取消預訂政策轉嚴是管理議題？

還是營銷議題？

Accomodation

途家與日本樂天合作 加速開拓民宿市場

Airport 重慶江北機場T3航站樓正式啟用
■劉霈芯＝採訪報道

重慶江北機場T3航站樓及第三跑道日

前正式啟用，T1（國際及港澳臺）航站樓

將暫停使用，T3航站樓以及第三跑道投用

后，江北國際機場飛行區等級將提升到4F
級，並成為中西部地區唯一一家擁有三跑

道的機場。

國際及港澳臺所有航班，均調整至T3
航站樓。國內航班方面，除四川航空、西

部航空、華夏航空、春秋航空繼續駐留T2
航站樓運營外，其余航空公司都將調整

至T3航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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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銀聯國際深挖雙邊消費商機

Australia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DMC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雅高酒店集團2017年上半年收入為9.22億歐元，增長33.5%（同
比增長8.3%）；EBIT（息稅前利潤）為2.26億歐元，增長68.0%
（同比增長33.9%）；上半年新增2.3萬間客房（115家酒店）。

卡塔爾旅遊局與其國營的航空公司卡塔爾航空合作，于2017年
5月推出了「+Qatar」計劃，以鼓勵更多旅客到當地轉機 。這些
措施再加上積極的全球市場策略，令在卡塔爾轉機的旅客數目于
2017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39%。

2016年，中國內地訪日遊客達637.3萬人次，比上一年增長27.6
％，在訪日外國人總數中占比超過25％。

根據挪威旅遊資料顯示，今年1-5月，挪威的中國遊客間夜數比
去年同期增長了高達70%。

從今年六月ICCA發佈的2016年全球國際會議數量來看，北京接
待的國際會議數量由上一年的95個提高到113個，增幅接近20%。

+33.9%

+27.6%

+20%

+39%

+70%

澳大利亞旅遊局與銀聯國際日前于北

京簽署新一輪三年合作備忘錄，未來雙方

將共同進一步深挖中國旅遊市場發展機

遇。

澳大利亞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部長史

蒂文·喬博（Hon. Steven Ciobo）說

道，澳大利亞是中國遊客最渴望到訪的目

的地之一，而銀聯卡在中國消費市場的滲

透率對澳大利亞進一步深挖中國市場機

遇至關重要。他表示，「根據這一合作備

忘錄，澳大利亞旅遊局與銀聯國際將進一

步深化雙方在業務拓展和聯合推廣活動

方面的合作。更為重要的是，雙方還將聯

手為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遊客打造更加便

捷的支付服務，同時提升澳大利亞旅遊環

境和訪澳體驗，繼而刺激中國遊客在澳

消費，推動澳大利亞旅遊業收入的持續增

長。」

銀聯國際首席執行官蔡劍波說道，銀聯

卡已成為中國遊客在澳大利亞的重要支

付工具，越來越多澳大利亞商家把受理銀

聯卡視為歡迎中國乃至亞太遊客的基礎。

目前澳大利亞約90%的ATM和75%的商

家受理銀聯卡，其中60%以上的商戶支持

銀聯「雲閃付」，還有一批教育繳費、航空

預訂等網上商戶也可使用銀聯卡。他表示，

「在『中澳旅遊年』的背景下，我們一是

把銀聯卡服務延伸到遊客出行各個環節，

提升用卡體驗；二是在澳大利亞大規模推

廣『雲閃付』，為持卡人提供創新的支付方

式；三是加快本地發卡，為來到中國的澳

大利亞遊客提供新的支付選擇。」

澳大利亞旅遊局局長暨行政總裁歐肅

文（John O’Sullivan）表示，「中國是

澳大利亞最大的國際遊客消費市場，現在

中國遊客每年在澳累計消費97億澳元。我

們深化與銀聯國際的合作，其重點就是希

望繼續將澳大利亞打造為『全面為中國服

務』的海外目的地，為目前每年超過120萬

中國赴澳遊客及未來更多到訪澳大利亞的

中國遊客提供重要保障。據預測，中國赴

澳遊市場規模有望在2020年突破130億
澳元，每年將有200萬中國遊客訪澳。因

此，我們希望確保澳大利亞繼續滿足中國

這一重要的、上升市場的需求。」

除了提升中國遊客在澳消費的便利性，

銀聯國際還將在資料合作、內容營銷等方

面為澳大利亞旅遊局提供支援，助其更精

准地吸引中國潛在遊客。

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

總經理何安哲表示，銀聯

卡現在澳大利亞的受理

範圍非常廣，無論是小的

店鋪還是大的購物中心或是酒店，客人都

可以刷銀聯卡；這次澳旅局與銀聯簽約

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進一步推廣銀聯卡

在澳大利亞的受理程度。第二項內容是

借助與銀聯的合作加強銀聯持卡人心目

中澳大利亞作為理想目的地的印象，推動

更多中國遊客到訪澳大利亞。就其他支付

解決方案而言，考慮到移動支付已在中國

社會不可或缺，澳大利亞旅遊局已開始與

阿裡和騰訊洽談，盼未來能將支付寶和微

信支付也帶到澳大利亞市場，進一步迎合

中國遊客的支付習慣。

關于吸引中國遊客到訪澳大利亞目前仍

未進入主流的目的地方面，何安哲表示，

在回頭客方面，旅遊局能做的是向已經去

過澳洲的中國遊客提供更多不同的體驗，

讓他們假如第一次去到悉尼和凱恩斯，第

二次就會去到黃金海岸和墨爾本，再去就

會選擇阿德萊德或珀斯。澳大利亞幅員廣

大，因此體驗也非常多元而豐富，這個特點

正好也符合中國遊客不斷探索的需求。從

市場部的角度，澳大利亞還通過幾個方式

吸引回頭客。

1.其一是資料合作，借此深化赴澳遊

客的畫像。比如借着銀聯的資料，澳

旅局可以瞭解哪些遊客去到了澳洲的哪些

地方、有沒有興趣再次到訪，再通過數字

營銷吸引這些遊客回頭。

2.另一方面，澳大利亞也開始從過去

廣告片大眾推廣轉向與KOL合作產

生原創內容，以精准地觸動潛在消費者，

使得遊客不會因為廣告片的距離感而抗拒

探索旅遊的可能性，反而會在看到真是消

費者的體驗之后，感覺到「哇，我自己也可

以做到。」通過對的角度找到對的人，就

可以精准地吸引客人到訪他們會喜歡的目

的地。

3.另外，說到小眾目的地，在中國最大

的問題時大部分中國遊客並不知道

這些地方的存在。比如距離悉尼並不遠的

坎培拉，很多人可能都沒有聽過，因此澳

大利亞首先要做的是讓人們知道這些地

方，以及它們所能提供的獨特體驗。

何安哲認為，澳旅局目前在中國市場上

最大的挑戰是保持目的地的新鮮感。他解

釋，澳大利亞其實隨時都有新鮮的事情在

發生，因此旅遊局需要做到的是找到這些

新鮮的體驗，並跟上科技腳步，利用對的

平臺，在最準確的時機把它們帶給接受度

最高的中國消費者。

准地吸引中國潛在遊客。

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

總經理何安哲

卡現在澳大利亞的受理

範圍非常廣，無論是小的

店鋪還是大的購

作為地接社，雖應歡迎和支持管道商，

但潛在合作伙伴的評估也不可回避。有業

者指出，優質合作伙伴的標準並不在于是

否上市或公司大小，而在于是否尊重雙方

合作模式。

鼎鴻假期總經理鐘鳳鷹介紹，鼎鴻假

期作為南美洲傳統地接

社以及巴西世紀杯的贊

助商和服務商，隨着2014

年世界盃在巴西召開，意

識到了轉型的必要，並開

始由商務市場轉移到旅遊接待市場。

然而轉型的過程卻面臨了陣痛。她解

期作為南美洲傳統地接

社以及巴西世紀杯的贊

助商和服務商，隨

年世界盃在巴西召開，意

識到了轉型的必要，並開

始由商務市場轉移到旅遊接待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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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820 8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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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您的神奇之旅。

货真价实！
这是来自温德姆奖赏计划的神奇魔法！

+

+

只需 15,00o 点积分，

您就能兑换温德姆奖赏计划全球参与

酒店任意一晚免费住宿。

您可仅用  3,000 点温德姆奖赏计划

积分加少许现金，即可超值享受快捷免费

住宿犒赏自己。

当完成一次符合资格的住宿，
您每消费 1 美元，即可获取 10 点温德姆
奖赏计划积分，或直接获得 1,000 点
温德姆奖赏计划积分，以较高积分为准。

免费住 SM

go free SM

极速得 SM

go fast SM

轻松享 SM

go get ‘ em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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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邮轮
无论是海、陆或空，云顶邮轮均致力呈献无与伦比的优质旅行体验。云顶邮轮凭借在亚洲运营二十余年的经验及对邮

轮市场的深入了解, 加上旗下「亚洲备受赞誉的邮轮品牌」丽星邮轮、「源自亚洲的豪华邮轮品牌」星梦邮轮及「享

誉全球的奢华邮轮品牌」水晶邮轮时刻全力以赴，响应区内对邮轮服务与日俱增的需求，为旅客带来独特的豪华海上

体验。全球最大及最豪华宽敞之私人飞机──「水晶天际1号」全包式定制行程即将启航，您可以自由预订1至28天环

球行程，与朋友庆祝纪念日，又或者与家人把臂环游世界，享受独特而又包罗万有的非一般私人飞机体验。

引领旅游新定义

丽星邮轮
迈向「环宇级」
作 为 「 亚 洲 备 受 赞 誉 的 邮 轮 品 牌 」 ， 丽 星 邮 轮

率 先 于 1 9 9 3 年 开 始 运 营 区 内 航 线 ， 并 以 发 展

亚 太 区 成 为 国 际 邮 轮 目 的 地 为 理 念 ， 引 领 邮 轮

旅游潮流。旗下六艘现代化邮轮「处女星号」、 

「 双 子 星 号 」 、 「 宝 瓶 星 号 」 、 「 天 秤 星 号 」 、 

「双鱼星号」及「大班」带领世界各地旅客畅游

亚 太 区 精 彩 景 点 ， 并 提 供 赢 尽 口 碑 的 亚 洲 式 贴

心 服 务 。 丽 星 邮 轮 一 直 致 力 为 旅 客 提 供 一 流 设

施及服务，多年来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及认证：曾

十 度 荣 获 「 亚 太 区 最 佳 邮 輪 公 司 」 之 殊 荣 以 及

连 续 九 年 获 得 殿 堂 级 嘉 奖 「 T T G 旅 游 大 奖 荣 誉

堂」，亦于2016年世界旅游大奖中第五度勇夺 

「 年 度 亚 洲 领 导 船 队 」 殊 荣 。 2 0 2 0 年 起 ， 丽 星 

邮轮将有两艘全新的20.4万吨『环宇级』邮轮于投入 

营运。

星梦邮轮 
「源自亚洲的豪华邮轮品牌」
云顶香港凭借二十余年深入了解亚洲市场的经验

以及享誉全球的豪华邮轮经营专长，孕育出旗下全

新品牌—星梦邮轮。星梦邮轮首艘超级巨轮「云顶

梦号」已于2016年下水，奢华的「星梦皇宫」配备

欧式管家服务，让旅客倍享各项专属尊尚礼遇，内

设两幢面积224平方米的帝庭总统套房，打造绝无

仅有的奢适体验。正在建造的「世界梦号」将于

2017年第四季下水。两艘邮轮均为旅客提供区内

最高水平的服务以及宽敞舒适的海上居停，让中

国以至亚洲追求高质素生活享受的高端消费者享

受更多选择，以及更舒适和尊贵的体验。「世界梦

号」将推出3条全新的6天5晚目的地航线选择，带

领旅客从广州南沙母港出发，前往菲律宾马尼拉

及长滩岛，或是胡志明市及芽庄。「云顶梦号」從

11月起带领旅客从新加坡母港出发，前往吉隆坡 

( 巴 生 港 ) 、 槟 城 、 普 吉 岛 ， 或 是 泗 水 及 北 巴 厘 

(塞鲁坎巴旺)。

水晶邮轮 
「享誉全球的奢华邮轮品牌」 
水晶邮轮是享誉全球的奢华邮轮品牌，获颁的「全

球最佳」奖项超越任何一间邮轮公司、酒店或度假

村。2015年，水晶邮轮展开了豪华邮轮及旅游业史

上最宏伟的发展蓝图，令其成为全球首个及唯一一个

集结邮轮、河轮、游艇和航空旅游及探险的奢华邮轮

品牌，并在2017年黃金周假期(9月30日)推出万众期

待的「水晶天际1号」首航，从亚太区出发，带领区

内的旅行鉴赏家们一同启航，亲身到访充满原始生命

力的肯亚和人间伊甸园大溪地，体验独一无二的写意

旅程。整个舒适豪华的旅程将安排入住顶级酒店、度

假村、生态村和野外豪华木屋，并提供全程接驳及景

点畅玩特权。顶级餐饮体验亦将由机上延伸至地上，

行程将包含顶级餐饮体验 — 让您亲临品尝米芝莲及

高勒米罗 (Gault et Millau) 星级餐厅的珍馐美馔。

starcruises.com crystalcruises.com  dreamcruise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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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阿拉斯加航空
達成代碼共享協議

新加坡航空公司與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簽署協定，達成航空代碼共用，以拓展新

航在重要北美市場的業務。經監管部門批

准，協議將于2017年9月27日生效。

根據該協定，新加坡航空將在阿拉斯

加航空公司運營的美國和墨西哥境內的

18個目的地的航班上增加“SQ”代碼。阿

拉斯加航空與維珍航空在美國境內現有

的19個目的地代碼共用航班也將被納入

新的協議。

Airlines Updates 維珍航空于2016年被阿拉斯加航空集團

收購。新加坡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的常旅

客計劃（KrisFlyer和Mileage Plan）會員，

也將在2017年9月27日后，通過搭乘兩家航

空公司運營的航班來賺取里程。

芬航2018夏季開通
赫爾辛基－南京航線

為更好的擴展全球航線網路，滿足日益

增長的亞歐旅遊需求，自2018年夏季開始，

芬蘭航空將正式開通赫爾辛基－南京航

線。赫爾辛基往返南京航線將由空客A330
客機執飛，飛行時間約為 9小時，夏季航線

每週執飛三班，每週二、週四、周日從赫爾

辛基飛往南京，並將于南京當地時間的週

三、週五以及週一返回赫爾辛基，冬季航線

每週執飛兩班。

亞洲航空與澳門機場快線
攜手專屬服務

亞洲航空日前在珠海與澳門機場快線

ExpressLink公司一同舉行了新聞發佈會，ExpressLink公司一同舉行了新聞發佈會，ExpressLink
推出從關閘至澳門機場穿梭巴士服務及優

即日起至2017年12月15日，自由行乘客

憑亞航當天以內出發的有效行程單通過拱

北口岸后，在不進入澳門關閘的前提下，可

免費乘坐機場快線ExpressLink直達澳門

國際機場禁區辦理值機，實現「兩關一檢」

便捷乘機。

國泰、阿里巴巴、螞蟻金融
聯手優化服務

國泰航空公司連同阿里巴巴集團及其

關聯企業螞蟻金融服務集團，日前宣佈達

成戰略合作，雙方將共同探索一系列舉

措，以掌握中國旅客出境旅遊所帶來的巨

大潛力，同時提升整體的顧客體驗。

國泰航空透過是次合作，將與阿裡巴巴

生態系統中的三個關鍵業務連接：旅遊服

務、雲計算及支付服務。在合作框架下，三

家公司將根據其業務優勢探討一系列具

潛力的方案，為國泰航空的乘客帶來更為

卓越的出遊體驗。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釋，2014年以前，由于信息未有現下對稱

且南美洲地接資源較少，該公司作為優質

稀缺地接資源，在和所有組團社打交道的

過程中付款結算情況都非常好，沒有誰會

要求后付帳、90天結帳、壓保證金、反傭

金等等。

但轉型后，多元化的管道卻帶來了巨大

挑戰。

她指出，作為地接社，應無條件支持包

括大型組團社和上市公司、線上B2B平臺

和三四線城市小公司在內的所有管道商，

但管道的評估不可回避。評價方式並非以

上市與否或員工多寡為標準，而是管道商

是否遵守合同、是否能按期付款——即

使是兩人小公司，如能遵守雙方合約、按

期付款，都是值得供應商尊敬、欣賞和發

自內心感激的合作伙伴。然而若有公司仗

着規模和市場佔有率而賬期無限制延長，

那麼在供應商看來，它也不是一個好的管

道。

她提到，2015年旺季之后，曾有合作伙

伴在其公司賬上積了700多萬的款項；對

于南美洲的小型地接社來說，這令人擔

心。因此隨着經驗積累以及基于公司安

全的考慮，2016年其公司做了較大的調

整，

一是停止與所有后付帳管道商的合

作，不再發展此類客戶，

二是注意管道商信譽，對潛在合作伙

伴過去十年付帳信譽進行總結。

她指出，作為地接社要在市場中存在

下去，讓合作組團方掙到錢是核心，因

此，

1.好的價錢是一個好的地接或者供應

商應該具備的第一要素；

2. 其次，應佔有更多資源（比如好的

政府資源和好的團隊），而這也是

地接社需要深度用功去研究的未來；

3.此外，如果有管道商要求后付帳、

交押金，地接社需謹慎選擇是否與

之合作。

鐘鳳鷹認為，旅遊行業中的老大應心懷

天下、為行業制訂標準，成為領路人，這

才是真正的旅遊精英需要做的事情。

跨屏多業態整合成為機艙商務化新趨勢

據相關統計顯示，中國已經是全球網路

支付普及率最高的國家，民眾多數使用過

不止一種移動支付方式。基于空地互聯網

的發展，航旅場景下的電子支付的未來，

又將是如何？

易寶支付航旅總經理韓棋說道，在探

討空地互聯的商務發展時，離不開機艙的

商務化。機艙商務化的根本目的是帶來交

易，而交易需要通過支付來閉環。回顧互

聯網發展趨勢，約1969年至1995年二十多

年中，業務仍多開展于線下。到了1995年

至2013年近二十年的的PC時代裡，消費

互聯網時代發展，商務互動逐步從線下挪

向PC端，電子上午也開始有了基本雛形。

這個時期，越來越多航空公司開始關注電

子商務化的發展，比如重點佈局PC端、逐

步在呼叫中心開展銷售業務。時至今日，

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已為電子商務化帶來了

多元的銷售管道。這個時期更多地處在平

臺戰略。

2013年到今天，互聯網發展已到了產業

互聯網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的物聯網，甚

至是未來大家探討的智慧互聯網。線上線

下開始逐步融合，越來越多線民開始把目

光從PC端轉到移動端，成為跨屏時代。這

個時期，大家可以明顯感受到機艙商務化

時代已真正到來，多業態的整合顯得越來

越重要，尤其機艙商務化可以為航空企業

帶來更多元化的出行體驗。

他以易寶支付為例，其基于航空公司的

特性，包括行業下游的特點，結合發展趨

勢，推出了一系列支付和金融增至解決方

案。尤其在機艙領域，其想盡辦法加快機

艙商務化的進程。

2014年時，易寶支付與東航和銀聯聯合

推出了空地互聯雲支付平臺，重構跨屏價

值鏈多業態整合成為航空業創新發展新

趨勢。

因此無論國內國外，如今航空公司都在

瞄準這個市場機會，不斷為商業模式進行

創新，包括將無卡支付創新應用到機艙娛

樂系統當中，以期在提升旅客出行體驗的

同時把握新的商業機遇。

↑易寶支付航旅總經理韓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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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科技形影不離

新興消費階層不僅推動旅遊業發展，亦促進科技創

新。旅遊業界見證商業模式從離線轉向線上，服務內容

從營運商生產轉為用戶生產、崇尚消費者意見多于專家

意見，市場推廣從傳統營銷走向網上口碑宣傳和推介。

今日的市場已湧現一大堆創新科技，包括互聯網、移動

科技、可穿戴技術、定位技術、擴增和虛擬實境、電子商

務、共用經濟等，下一輪的科技突破將是什麼？究竟科

技是旅客偏好抑或現實生活？線上平臺為旅遊體驗增

值抑或減值？科技在顧客及商戶關係和品牌忠誠度上扮

演什麼角色？旅遊業界能否充分保障消費者的個人安全

和資料？

未來是虛擬與

現實的綜合體

亞太旅遊協會首席執行官
馬里奧•哈迪(Mario Hardy)

未來是未來是

現實
亞太旅遊協會首席執行官
馬里奧•哈迪(Mario Hardy)

過去30年，網絡、移動手機、社交媒體等

迅猛成長，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也轉變

了人們和品牌之間的互動方式，甚至更轉

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對旅遊業而

言，這些新科技，帶給營銷人員不少挑戰，

要宣傳旅遊，已經和以前完全不同。企業如

何在擁抱新科技的同時，不耗盡現金流？

未來30年，旅遊業又將展現什麼面貌？

要談旅遊和科技的關係，要先瞭解革

新。什麼是一個革新？答案就是一個轉變、

一個想法、一個突破、一個發明，以及最新

解釋是：一個瓦解。

回溯過往，在過去65年當中，旅遊業的

最大革新為何？也就是噴氣發動機，旅遊

業從此大大改變。噴氣發動機出現之前，

旅遊耗費好多天，甚至好多週才能從一地

到另一地。旅遊業者應該注意市場上，有什

麼可能成為下一個噴氣發動機?什麼會大

大轉變旅遊業的未來?

近期出現的科技，從1960年第一個電

腦預定系統出爐，到1971的第一個電子

郵件，再到1973年第一個手持電話，以及

1985年的第一個功能變數名稱被使用。再

快轉跳到2004年的臉書、2007年的愛彼

迎，以及2009年的優步，可以說每一個都

是革新。臉書、愛彼迎(Airbnb)、優步也成

為了價值超過數十億美元的企業，每天接

觸着全球上千萬位客人。現今的社會，共

用經濟、群眾募資、3D列印、大數據情緒

分析、群眾採購、穿戴式設備、群眾製造、

雲端計算、按需求在網路上直播電影、音

樂等都已經很普及，這些以前都是聽都沒

聽過的。

未來是一個個性化的時代，而且將由人

工智慧驅動。世界將成為虛擬現實、增強

現實和混合現實的綜合體。

放眼四周，科技隨處不在，人們生活中

每一個環節都會運用到科技，現在虛擬世

界和現實世界也正在混合，像是全息圖的

出現，讓人們可以用全新的方式，看到自己

的作品。同時，即時視訊的科技，也讓人與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人之間可以一邊對話、一邊看到對方想要

分享的知識，或是讓老師有新的方法可以

授課，學生也有新的方法可以學習，而且要

合作、探索新地方、創作也變得更容易。另

外，遊戲也將越來越聚焦于沉浸式體驗。

當人們改變自己對世界的觀點，就可以

改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以后全球都將成

為人類的螢幕。旅遊業者應該問自己：現在

旅遊產業的科技改變步伐是否太快？還是

旅遊業依然有需要出現一個大型革新？

很多見證旅遊業變化的傳統旅行社業

者，現在依然存在，也越來越瞭解自己的

客戶，不管是喜好、偏好，還是需求，而且

也接受未來是一個個性化時代的想法，會

為每一個客戶定制化的打造專屬行程，如

冒險主題、溫和行程等。科技，即使是人

工智慧，也很難像好朋友或是好的旅行社

業者一般地瞭解客人。很多人會在疲憊時，

或是沮喪時，決定出去旅遊，這些情緒是

電腦目前無法獲知的，而且人類到底要什

麼，電腦現在也無法知道。

現在的遊客要的是地道的體驗，一個融

入當地的獨特經歷，越來越多的網站，也

會設置主題旅遊，瞭解哪些事情對旅客來

說是重要的，而且也理解哪些行程是單獨

一個人會選擇的，哪些又是跟家人會選擇

的。

每一個時代都不停地在變化，以前考駕

照和獲得一輛自己的車是一件讓人興奮

的事情，現在很多人都不想考駕照，也不

想擁有一台自己的車，未來預計很多人都

預期車子會自動開了，根本不需要駕駛，

以前駕駛的時間也可以拿來休息、工作，

或是上網等。

科技已經是每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

會持續發展下去，人工智慧的重要性將加

大，但保存文化、留下當地社區樣貌、維持

真實原汁原味也一樣重要，如此才能刺激

旅客一直旅遊，科技會幫助旅客挖掘新地

方，虛擬現實也會刺激旅客出門進行真實

體驗。

参与超量子系列游轮畅想征选活动

赢12国52天“海洋光谱号”游轮船票大奖
详情致电：400-885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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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持續創新，以前想到要把自己的

房子開放給別人住，是很瘋狂的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愛彼迎非常紅，共用房子也就成

為了很正常的一個概念。

屋主不把遊客當成外人，把人當人，也就

更願意分享了。現在很多人願意使用愛比

迎，是因為屋主熱情地歡迎他們到訪，不

但抵達時會見面聊聊，而且會分享很多當

地人才會知道的好消息，像是早餐可以去

哪裡吃新鮮美味的牛角包、附近哪裡有不

錯的超市、要運動可以在哪裡散步等。屋主

也就因為展現人情味，使得旅客的旅程體

驗更上一層樓。

另一方面，旅遊業將以追求平衡為目

標。人工智慧、虛擬智慧等不會對旅遊業

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科技始終無法取

代人情味。也只有人會讓其他人的情緒波

動。在運用科技的同時，人的服務可以進

一步提升。

兩年前，每一個目的地都聚焦于人文元

素的宣傳，現在市場蓬勃發展，旅遊業者有

越來越多的工作要做。以熱線來說，與其

運用人工智慧等科技，還不如用人來解決

客人難題，畢竟機器目前只能一個指令一

個動作，過多的等待，或是讓客人在不同客

服之間轉來轉去，都只是浪費時間而已。讓

客人打電話進來，很快速地獲得協助，才

能獲取客人的

好感，進而對

整個目的地留

下好印象。

千禧一代雖

然非常習慣高科技，也喜歡運用高科技產

品解決問題，但是這不代表不喜歡人的服

務，在旅遊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時，像是

迷路，還是遇到什麼危險等，如果發現有

暖心的人可以尋求幫助，即時地指導和回

應，一樣可以在他們心中留下深刻的美好

印象。相比機器的回答，就不容易激起旅

客的情緒。未來如果機器可以讀懂人的情

緒，還是無法代替人與人之間接觸的微妙

感受，因此不會計劃用機器來替代員工。

特別的是，很多機器看起很厲害，像是

手機上的SIRI，問什麼問題都能回答，但是

一遇到客人有口音問題，就無法操作了。人

類不管聽什麼口音都可以聽懂，這點機器

無法比。此外，旅遊是一種熱愛，即使高科

技很炫，也將無法取代真實體驗。

科技始終

無法取代人情味
Paris Helpline創辦人
勞雷•德•布裡奧(Laure de Boerio)

special Repo

提供消費者最合適的選擇

貓途鷹行業關係總監海倫娜•伊根(Helena Egan)

能獲取客人的

好感，進而對

整個目的地留

下好印象。

千禧一代雖

另一方面，旅遊業將以追求平衡為目

標。人工智慧、虛擬智慧等不會對旅遊業

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科技始終無法取

能獲取客人的

另一方面，旅遊業將以追求平衡為目

標。人工智慧、虛擬智慧等不會對旅遊業

造成太大的影響，因為科技始終無法取

能獲取客人的

好感，進而對

整個目的地留

下好印象。

千禧一代雖

貓途鷹身為一個使用者產生內容的網

站，每個月都有3.5億人使用，每分鐘都有

255條新的訊息被發布；人們從分享經驗、

想法開始，發展到共用經濟。

分享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要掌握最新信

息，需靠自己努力，意見不會消失，可以選

擇忽略不管，也可以選擇聆聽學習。市場趨

勢的確在往個性化邁進，任何時候提供消

費者最合適的選擇，是每一個企業追求的

目標。

每個人在休閒或進行商務活動時，需求

是不同的，雖然旅遊行業很多工作可以由

機器代替，讓行業快速成長，但是機器畢竟

還是無法瞭解消費者的需求，或是人類的

習性，也不瞭解旅遊行業，以及周邊發生的

大小事情。

網絡的便利，使得產品測試變得更為容

易，在真正啟動產品前，就已經可以先瞭解

客戶的想法。消費者的要求一直在提升，企

業必須持續地加緊腳步做更多、做更好。

以前問一個人，如果自己不在時，會不會願

意租一個房間，或是整個房子給別人暫住，

那一定會被拒絕，現在卻已經普及，因此，

不管自己想要什麼，市場依然會快速發展，

消費者需求依然不停變化。

一開始改變時可能會有點讓人驚嚇，但

是換個角度看，一旦旅客開始接受了，爆發

式的成長就會出現了，新的事物就會成為

In cooperation with

JOIN THE 
MASTERSTROKE
OF MELIÁ PRO

From 15 June until 30 September, 
our hotels Gran Meliá Nacional Río, 
ME Miami, ME London, Meliá Palma 
Bay and Meliá Coco Beach will be 
part of a fantastic special offer.

START WINNING WITH US
Access here and participate:
masterstroke.meli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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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子郵件營銷、搜尋引擎優化、臉

書宣傳、社交媒體發布等，每個月能使特定

網站吸引上百萬人次的流量，創造出上百

萬美金的價值。只要聚焦于電子化業務，

就會自然瞭解在旅遊行業如何使用電子營

銷，促進獲益成長。

網絡平臺可以使旅遊體驗增值，也可以

使旅遊體驗減值，現在很多企業都在研究

如何讓網絡平臺展現人性化，也就是如何

結合人情味在其中。市場上很明顯可以看

到，科技帶給旅遊體驗很多好處，像是瞭

解需求、提高效率、達成目標等。現在要

營銷，企業可以選擇眾多更完善的科技選

項。

不過，大部分的科技都無法讓客人更滿

意。像是自動化的科技，提供航空機票價

格比較的軟體，最多也只是給消費者更低

的價格。如果持續不斷的突破自我，提供

更多的額外價值，不斷讓選項更誘人，未

來才能真正的展現獨特性。

以比較航空機票價格為例，除了提供哪

理有更便宜的選擇，未來應該讓查詢者更

方便，提供他們最便捷的航空途徑選項，

並且告知中間縮短的中轉時間，以及可減

少多少行李過關等繁雜手續等。

簡單說，科技未來的發展，會以方便人

群為目標，並且追求更高一層次的服務。

在打造電子營銷宣傳計劃之時，不管是使

用數據、反饋、智慧等任何科技來規劃策

略，都要記住電子營銷策略需要圍繞目標

客戶打轉，這才是最基本的。

另外，瞭解自己想要達成的目標，透過使

用科技，也會讓目標易于達成。不同的目

標，有不一樣的工具適合使用，沒有一個工

具是最好的，各工具之間也沒有哪一個比

較好，最重要的還是最終目標要能打動目

標客戶。

現在科技工具眾多，使營銷機會無限，

測試、跟蹤、分析、收集信息都很容易達

成，在執行時也能更有架構，更能根據狀

況，即時調整改變。

很明顯的是，讓人們更方便，就是科技

應用的最大動力。共用汽車會流行，就是因

為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想從一點到另一點，

僅有少數人是真正享受駕駛汽車的體驗。

而且無人駕駛汽車科技不斷發展，以后甚

至可以出現無人駕駛的飛機。很多人會認

為以后會沒有報紙、沒有書籍，也沒有雜

誌，但是其實，報紙、雜誌和書籍都可能電

子化，成為全息圖類的虛擬產品。而且亞

馬遜近期要推出一個線下實體書店，可見

科技創意，也有可能返回傳統，重新創造自

己。

未來市場上只會有越來越多的創新，但

是消費者還是會追求道地的東西，像是欣

賞美麗的日落、在沙灘上放鬆，而且不一

定是高科技的事務，虛擬現實將無法取代

真實的旅遊體驗，畢竟要一邊看螢幕一邊

感覺快樂放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部分旅客的選擇。

就像是以前會固定購買的書本雜誌，偶

而上網看看文章，現在反而變成固定在網

上看文章，偶爾才買買書本雜誌，即使還是

很喜歡書本雜誌在手中的紙質感受。

有鑑于旅客不只需要一個規劃平臺，在

旅遊途中也想要使用平臺，因此，貓途鷹

近期大力投資線上餐廳預定平臺Etogo，這

平臺在新加坡和泰國已經成為當地最大的

線上餐廳預定平臺。另外，貓途鷹也併購了

景點工具Viatal景點工具Viatal景點工具 ，讓旅客可以一邊旅遊一邊

做很多事情。無縫連接在旅遊業一直被強

調，旅客非常討厭要在網路上操作很多步

驟才能完成目標，因此，貓途鷹積極把酒

店預定步驟限制在兩步以內，讓客人可以

快速連接到酒店品牌網站。

最重要的是，要聆聽客人的意見，科技

可以讓消費者更有效的達成目標。

科技要以

方便人群為目標

Wild at Heart聯合創辦人
盧格•吉魯(Lug Giroud)

SEPTEMBER 2017 • TTG CHINA 8SEPTEMBER 2017 • TTG CHINA 8



9special RepoRt

分享經濟

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共用不會取代傳統生意

滴滴出行政府事務部高級總監凌亢 Avis Budget Group亞洲市場銷售總監鄧佩珊

未來致力于發展高科技與大數據，將持

續結合旅遊和出行，讓旅遊者一定有機會運

用到出行工具。其實，共用經濟是最近才出

現的名詞，近幾年在全球迅猛發展，從共用

房子、共用車子，發展到了共用旅遊體驗。

分享經濟的概念，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城市出行都有一個潮汐的狀態，像是上下

班高峰時的出行需求特別大，同時，節假

日前往全世界各地旅遊的機會也特別多，

完全靠專業的運力、專業的司機，解決不

了出行的問題。解決問題的答案，就在于

分享經濟的方式。

目前滴滴80%的司機，都是擁有私家車

的車主，在上下班途中，把其他叫車的人一

起帶上，以拼車的概念，解決城市的出行問

題。就旅遊而言，很多人都喜歡旅遊，只要

有空就去附近地區遊玩，或是回老家待一

下，這時候只要透過滴滴平臺，邀請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地點的人一起去旅遊，不但可

以交朋友，更可以節省開銷。分享經濟的概

念，是很棒的，不管在全世界哪裡，都會得

到很大的應用。

遊客現在出行，喜歡透過自駕來打造難

以忘記的旅遊回憶。作為汽車租賃供應

商，Avis Budget Group目標客群為休閒客人

與商務人士。過去幾年，共用經濟讓汽車租

賃行業飽受衝擊，Avis Budget Group併購了

全世界最大的共用汽車網絡Zipcar全世界最大的共用汽車網絡Zipcar全世界最大的共用汽車網絡 。Zipcar

共用汽車品牌擁有100萬位全球會員。Avis 

Budget Group與Zipcar在遍佈Zipcar在遍佈Zipcar 180國家，共

有1,100個全球駐點。

相信共用經濟未來仍將存在一陣子，不

過，不會取代現有的傳統生意。遊客出遊

租車度假，不一定會想和別人共用汽車。另

一方面，有些人也不愿意使用別人用過的

東西，或是純粹想要自己擁有一些東西。

對于外派的人來說，在城市內從A點到B

點，或是短途旅行是很適合共用經濟的概

念。傳統生意也積極將科技融入，現在客

人使用手機，可以完成多個目標，像是鎖上

汽車、在指定停車場內找尋汽車等。

針對無人駕駛汽車，個人覺得要發展起

來還早。開車時，安全要素是最重要的，尤

其是當自駕遊進行時。而且有些人喜歡被

滴滴的目標是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一站式

出行的出租平臺，平臺上不但有專車，也有

計程車和公共交通，未來也可能加入鐵路、

飛機，只要跟出行交通有關的所有形式都

會納入平臺上。如此一來，遊客要去哪，都

可以點擊平臺，獲得最快、最便宜，或是最

精緻的出行交通解決方案。

目前滴滴已經開始投資無人駕駛汽車的

領域，無人駕駛汽車也是現在一個很熱門

的技術話題，相信不久的將來，五年左右，

無人駕駛汽車會完全進入商用的階段。以

后在街上會看到很多車子是沒有駕駛在開

的，未來無人駕駛汽車的流行也將成為一

個必然的趨勢。根據研究，無人駕駛汽車

其實比有人駕駛汽車還更安全，尤其是越

來越多無人駕駛汽車在路上開時，無人駕

駛汽車的技術點在于車與車的通訊、車與

周圍環境的通訊，會更安全，機器出錯的

概率非常低。

其實，人的出行已經成為一種必須，一

個必然的需求，滴滴計劃邁向國際化，提

供全世界的人便利出行的解決方案。

載，有些人喜歡開車，有人則喜歡度假時待

在汽車內的體驗。另一方面，如果是彎來彎

去的山路，或是突然遇到壞天氣，不知道

無人駕駛汽車是否能有技術有效駕馭。

目前日本、韓國都已經有無人駕駛汽車

上路，很多汽車也都可以變換成自動駕駛

汽車，新加坡也將在2018開始推出無人駕

駛計程車。亞洲在這方面的技術的確挺超

前，韓國在2020年還打算推出智慧高速公

路，辨識無人駕駛汽車。

其實，共用汽車也不是最近的新詞，搭

便車的人從很久以前就有，根本不認識的

人也會一起共用汽車。只是時間久了，市

場換個視角切入，也許就成為常態了。

另外，雖然大家現在如此普遍的使用高

科技，但是Avis Budget Group推出了禮賓

服務Avis Travel Partner服務Avis Travel Partner服務 ，讓租車者在全球Avis Travel Partner，讓租車者在全球Avis Travel Partner

任何地方都可以打電話咨詢專員問題，或

是遇到什麼問題，像是搞丟護照、迷路等。

有一個專業的人員回答需要幫助的咨詢者

問題，可以有效接收到咨詢者的情緒，也更

能夠有效的處理。

pecial RepoRt

問題的答案 共用

Avis Budget Group亞洲市場銷售總監鄧佩珊

pecial RepoRt

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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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取代傳統生意

Avis Budget Group亞洲市場銷售總監鄧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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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國際品牌
都是從本土市場做起

SEPTEMBER 2017 • TTG CHINA 10ViewpoiNt

■劉霈芯＝採訪報道

Q.這幾年連許多房地產開發商也都

開始發展自身品牌酒店，您如何

看待現今國際酒店品牌與本土酒店品牌

積極並存的市場？

葉：
所有國際品牌都是從本土市場

做起的。事實上，現在大多數知

名的國際酒店都不是來自歐美國家。而且，

無論是本土或國際品牌，大家的初衷都是

滿足目標使用者的不同需求。中國的觀光

酒店業仍然處于起步初期，中國不僅僅是

一個普通的入境旅遊市場，更是世界上最

大的國內旅遊市場，在這裡，每個地區都

有不同的當地需求。

現今的顧客群體，在客戶需求以及技術

條件等方面都在不斷發生變化，在這種情

況下，市場也在分散化發展。所以，今天的

住宿行業不能再使用「一刀切」的老方法

取勝，而是得取決于如何精準確定目標使

用者，並針對特定客戶群體開發品牌、服

務和產品。

當前，在酒店市場相對飽和的情況下，

酒店已不能依靠旗下品牌的數量取勝，重

點是如何定位這些品牌，以吸引忠實的追

隨者。

Q.可以說，酒店市場存在著品牌飽

和的疑慮？

葉：
大家都知道在手機市場做得很

牛的蘋果、三星，但誰能想像得

出來，半路殺出來個小米？只要做的是迎合

市場、與時俱進即可。

中國目前酒店高度同質化，市場那麼

大，大大小小的管理公司都在這裡，但是

你只要真正意義上做出好的產品、真正貼

切市場，也真正得到消費者認可的，反應

其實很強烈，比如桔子水晶酒店、亞朵酒

店，稍微在設計方面做些變革，就成功引

起話題。

其實酒店行業要做到真正變革，就要考

慮有自己的創新、要挑戰自己，而且產品

需要不斷的更新、摸索、改造。

就好比之前說我們citizenM裡現在第三

代的範本，從開始到現在，不斷地根據客

人的意見在變化。做品牌的，無論你是高

端品牌，還是精品酒店品牌，每個品牌希

望吸引特定層次的客人，就要對這類客人

深入研究，就像對女朋友的那種討好、知

道對方喜歡什麼，那就離成功不遠了。

雖然總在說五星級酒店的壓力很大，但

我們還是非常看好中國市場。中國是發展

中國家，同類的「蘋果」和「蘋果」比、和

美國比，無論任何一種形式來說都會反映

美國市場；美國走得比較前，但可能美國

做幾十年的事，我們花得時間會短一點，

人家可能花五十年而我們卻只需要20年即

可做好。

Q.作為Base香港的酒店品牌管理

公司，如何和其他已具有知名

度、定位相似的酒店管理公司競爭？品牌

競爭力和挑戰又有哪些？

葉：
無論我們去哪裡開發新酒店，我

們都會圍繞目標客戶進行品牌

的定位和發展。 例如：雅辰酒店集團旗下

品牌紫辰酒店，它們的目標使用者是對中

華文化精髓感興趣的客戶，雅辰酒店及度

假村則針對追求城市特色文化的現代「遊

牧」旅人。而雅辰悅居的目標客戶是渴望

成為所在城市一份子的都市旅行者。而世

民酒店則服務于渴望在短途旅行中尋找

到高品質、價位合理、風格獨特酒店的旅

行者。

事實上，作為一家香港公司，我們在品

牌設計上享有巨大優勢，因為我們與亞洲

地區的目標市場緊密相連。

由于我們的品牌定義非常明確，所以尋

找到合適的開發項目可能會有一點挑戰，

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找到欣賞這

種酒店風格並和我們一起合作的業主，而

不僅僅是在某座大樓上放上我們的LOGO

而已。

Q.據瞭解，雅辰高層團隊過去都有

服務其他國際酒店集團的資深經

歷，這些經歷對在運作全新酒店品牌公

司上，有哪些參考價值？

葉：
在國際連鎖酒店工作中的主要

優勢之一就是有機會同時經營

多個酒店、管理跨國業務、欣賞不同的本

地文化下酒店的運作方式。雖然雅辰酒店

集團目前整體規模相對較小，但我們能夠

自主開發和管理更多地區的更多產業，以

便我們高效管理旗下的每一個品牌，有效

兌現之前對管理者、客戶和員工做出的承

諾。

Q.對新品牌入市來說，有哪些必要

措施有助于品牌DNA的建立？

葉：
在不同的階段，我們往往會根據

業務和環境採取不同的模式發

展。對于初創階段而言，這是第一個也是

最重要的階段，因此我們選擇在北京、上

海、香港、新加坡、臺北等關鍵性的城市裡

發展雅辰項目，並確保我們經營的每個酒

店都是符合我們的管理層、客人，特別是我

們的員工的期望。

總而言之，我們的想法是先專屬于雅辰

酒店的運作方式，那麼自然而然的，酒店

就會得到長足發展。

市場在變，消費者在變，另外不可忽視

的是影響我們生活方式的科技也在日新月

異，兩年前恐怕都沒有太多人會想到移動

互聯網如此大地在改變整個商業世界，所

以我認為，我們唯一不變的就是要去適應

改變和主動改變。

Q.在城市拓展方面，大城市雖然是

首選，但也意味品牌紮堆；三四

線城市佈局或有發展，但涉及經濟水平

條件等，這點在品牌方面如何考慮？

葉：
中國是一個有很多機遇的巨大市

場，沒有一個可以保證成功的既

定公式。對于任何品牌或公司來說，最重

要的就是搞清楚他們的市場機遇在哪裡、

他們的戰略如何制定，以此保證自己在市

場選擇中勝出。

隨着機會的增加，無論在一線大城市還

是三四線市場，競爭必然存在，這就是自

然秩序。

Q.國內眾多新品牌崛起，雅辰又有

哪些自身品牌的個性化訴求？依

託于哪些酒店市場的發展趨勢？

葉：
回到品牌核心DNA，我們的發展

重點仍然是為客人提供沉浸式文

化和社群體驗。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的一

個重要戰略就是與當地企業、社區、藝術家

和藝術學校學生合作，將他們對于本地文

化的經驗帶入酒店。社群合作是我們的核

心內容，它不僅僅可以驅動社交媒體的談

論及評價，更維護了客戶對于雅辰品牌的

忠誠度。

雅辰酒店集團希望利用我們對東西方文

化的理解，打造出每一間都獨一無二的酒

店，都可以和酒店所在地的文化、藝術及

歷史傳承相結合，從而帶給客人真正不一

樣的生活體驗。

而從品牌區別上來看，本質上是目標人

群的不同，每個品牌都不一樣，比如我們

的世民酒店迎合了更年輕、更國際化的這

一群數碼時代的旅行者，我們的產品和服

務也因為他們而更潮、更酷、更高科技，

同時也更注重空間使用的效率。

Q.酒店開發佈局和酒店品牌發展以

及市場營銷等，事實上是環環相

扣的，對于一個從零開始建立的酒店集

團，如何確認階段性重點？

葉：
不管我們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公司

還是成立已久的公司，我們的關

注點都是酒店的整體盈利能力。我們提供

我們所能提供的，並優化所有分銷管道，

剩下的就是看客戶是否願意預訂我們的酒

店了。

我們只需要確保當客戶在面對一個多品

牌管道時，雅辰是首選。

Q.近期國內酒店市場一大關注焦

點還在于酒店移轉輕資產模式，

若從集團發展來通盤考慮，對輕資產有

什麼看法？

葉：
酒店轉移輕資產模式已經不是

新鮮事了，從很久以前開始，很多

的國際公司就因為不同的業務需求而開始

採取了這種模式。

不同國家的不同業務就會有不同的業

務模式，成功是沒有既定公式的，我們需

要根據長短期計劃的不同來考慮採取何

種模式。如果資產價格低、項目具有很強

的資本增值潛力，但是你快要破產了，你

想擁有這個資產嗎？如果你是REIT或共

同基金的一員，你是否想擁有該資產？如

果你的計劃是上市，你的目標是增長和進

行分銷，是否想擁有這個資產，抑或是將

資本重新部署在別的地方？所以，在不同

的情況下，是沒有一個固定模式可以遵循

的。

  市場那麼大，大大小小的管理公司都在這裡，但是你只要真正意義

上做出好的產品、真正貼切市場，也真正得到消費者認可的，反應其實

很強烈。所以，今天的住宿行業不能再使用「一刀切」的老方法取勝，

而是得取決于如何精準確定目標使用者，並針對特定客戶群體開發品

牌、服務和產品。

雅辰酒店集團市場部營銷和品牌管理副總裁葉樹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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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有很多機遇的巨

大市場，沒有一個可以保證成

功的既定公式。對于任何品牌

或公司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搞

清楚他們的市場機遇在哪裡、

他們的戰略如何制定，以此保

證自己在市場選擇中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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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前可無條件取消預訂，

是很多酒店集團常見的規定，但

現在情況有些變化了，因為有幾家

國際酒店集團都相繼修改了取消

政策，收緊免費取消政策，條件變

得更嚴格了。

到底取消預訂政策轉嚴，是出

于什麼考量？這種做法在營銷上，

有什麼利弊得失？如何避免轉嚴

的取消預訂政策嚇跑潛在消費

者？而實行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

必須根據不同市場進行調整嗎？

中國酒店市場未來也會跟上取消

預訂政策轉嚴的趨勢嗎？

■張廣文＝採訪報道

取消預訂政策轉嚴
是管理議題？還是營銷議題？

據了解，先是萬豪在6月份宣佈將無條

件取消時間由最晚的入住前24小時更改

為48小時，緊接着，希爾頓、洲際也陸續跟

進。目前，新的預訂取消政策尚未在亞洲

以及中國執行。

商旅管理人員總會(ACTE)亞洲區域

總監鄧秉森(Benson Tang)表示，酒店

的取消預訂政策轉嚴，一方面是進行需求

管理，另一方面是增加收入。酒店行業競

爭是持續的，而且酒店產品就跟航空公司

的位子一樣，都是有限期的供應。當沒有

違約罰款時，差旅人士、秘書等往往會提

前預訂，隨后還可能會改來改去，最終也

不一定入住，有些人甚至還會忘記取消，

造成預訂水分大，也使得房間供應越來越

少，產生惡性循環，影響真正需要入住的

其他旅客。

另一方面，根據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

客人過了期限違約取消，就必須繳交罰

款，這些錢對酒店而言，也是一筆收入。

未來酒店行業是不是會整體跟進？鄧

秉森(Benson Tang)認為，這要看取消預

訂政策轉嚴，有沒有變成一個市場常態。

現在市場的常態是接受比較寬鬆的取消

預訂政策，如果越來越多酒店集團將取消

預訂政策轉嚴，客人也都慢慢接受轉嚴的

取消預訂政策，以去除市場預訂水分，把

一些不是真正需要訂房的人趕走，造成整

個行業都逐漸接受了取消預訂政策轉嚴的

狀況，這就會形成一個全新的市場常態。

那麼，酒店行業就很可能會整體跟進。

企業客戶不易受到影響

其實，差旅業和休閒旅客的訂房會面

對不同的情況，因為很多大公司的差旅經

理，都會找酒店直接做RFP，也就是直接

談條件簽合同，如此一來，所有價錢、房間

的政策等都是客製化的，肯定不是一般的

條件，而且也都是在未來幾年內鎖定的，

不會輕易變動，因此如果合約內沒有新

增條件，也沒有提到取消預訂政策，差旅

客人也就不會受到價錢變動的影響，更不

會受到近期酒店取消預訂政策轉嚴的影

響。

而合約期滿，新的取消預訂政策肯定就

會成為酒店和差旅經理協商的重要焦點，

如果企業需求大，就比較有話語權，就比

較有能力將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從合約

中拿掉，酒店也就必須思考執行轉嚴取消

預訂政策重要，還是爭取到生意比較重要

了。不過，一旦市場常態改變，取消預訂政

策轉嚴普遍被接受，企業找哪一家酒店都

必須面對同樣的情況，這就表示市場主導

了，如此一來，企業差旅經理或許就沒有

太多選擇了，新的取消預訂政策就很可能

出現在合同中。

這和休閒旅客到旅行社訂房的條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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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休閒旅客要看的是旅行社訂位系統的

規定，此時預訂，當然也就會受到取消預

訂政策轉嚴的影響。

酒店實行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對差旅

人士來說，確實是一項挑戰。飛機突然延

誤或是取消、客戶臨時調整開會時間或是

取消開會、身體不適出現等情況，都會使

訂房變得很麻煩。沒有了以前的彈性與靈

活取消條件，在差旅人士眼中，酒店形象

也就蒙上了負面的陰影。

預訂管道增加擴大預訂水分

據瞭解，酒店集團將取消預訂政策轉

嚴，也是一種向OTA宣戰之意，很多客人會OTA宣戰之意，很多客人會OTA

同時在不同的OTA平臺上預訂，一旦發現

哪一個平臺突然降價了，就立刻確定該平

臺的預訂狀況，取消全部其他的預訂。

鄧秉森(Benson Tang)說明到，其實，現

在市場上的價格問題，是酒店行業自己創

造出來的麻煩，酒店價格完全掌握在酒

店手裡，酒店如果不改價錢，就根本不

會有取消預訂的問題。現在市場上以動

態價格為常態，也就是說，明天的價格有

可能比今天高，也有可能比今天低，如此

一來，消費者今天預訂，如果明天價格降

了，消費者肯定會馬上取消，重新預訂更

便宜的價格。而價錢如果是上升的，明天

比今天高，根本不會有取消預訂的問題。

另一方面，酒店集團將取消預訂政策轉

嚴，也透露出酒店行業想要將市場轉為賣

方市場，採取較為強硬的態度。如果市場

是上升的，例如，某目的地要舉行奧運，當

地酒店價錢肯定增加，這對供應商有利，

市場也就是賣方市場，酒店當然就會把價

格提高，採取對自己有利的方案。但是，如

果市場是下降的，例如，出現戰爭、自然災

害等，酒店價格肯定下滑，差旅業甚至會

崩潰，酒店把價格降低，也就加大了本身

的營運壓力。信息越是發達，對供應商越

不利。現在互連網信息傳播得太快，信息

的透明度也不停增加，價錢改動得太快，

等于供應商給自己找麻煩。

根據不同市場制定不同政策

未來取消預訂政策的發展，一切要看市

場狀況。不一樣的行業、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市場，都會要面對不同的條件和

常態。鄧秉森(Benson Tang)舉例說明到，

在美國購買飛機票，市場常態就是在訂位

時，馬上就要付款，馬上就會出票，這也就

是即時出票。消費者去哪一家航空公司買

機票，都是一樣的情況。但是中國市場不

是如此，消費者預訂機票，可以兩個星期

后才出票，這就是不一樣的市場常態，在

簽訂合約時，即時出票的條款在中國肯定

會被拿掉。因此，酒店要實行轉嚴的取消

預訂政策，在營銷上，肯定必須根據不同

市場進行調整。

如何避免因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而嚇

跑潛在消費者？鄧秉森(Benson Tang)指

出，供應商就像是賭場莊家，消費者到賭

場，必須跟着賭場規則玩，這些規則其實

就是供應商提出來的，消費者沒有話語權

的。這就好比航空公司制定行李只能20公

斤一樣，消費者也沒辦法多帶，要多帶就

只能付費。酒店在推出取消預訂政策時，

必須根據不同市場，制定不一樣的政策，

衡量市場狀況，試探客戶的反應，確保推

出新的取消預訂政策時，對自己的利潤不

會造成太大的衝擊，也不會對自己的形象

造成重大影響。

在特定市場維持形象，也是營銷手段

必須注意的，與該市場偏離太多的政策，

會帶給客人太大的震撼，造成品牌面對衝

擊，產生不必要的影響，更容易刺激客人

轉向其他酒店，這是任何酒店都必須思考

的議題。

同樣的，洲際酒店集團全球分銷及收

入管理策略副總裁Andrew Rubinacci
也表示，酒店將酌情作出反映區域或市場

考慮所需的任何調整。洲際酒店集團既有

的取消政策將在大中華地區繼續有效。近

期的改變不適用于洲際酒店集團旗下的

Kimpton酒店和餐廳品牌(維持其48小時

取消預訂政策)。而今年7月28日歐洲、8月

4日美洲，以及9月底AMEA地區將陸續啟

動全新的取消預訂政策。消費者會在啟動

后幾個星期，逐漸察覺到政策的變化。

而萬豪國際集團在美洲地區包括美國、

加拿大、加勒比以及拉丁美洲地區旗下所

有品牌(除了Design Hotels以及萬豪全球

度假俱樂部)皆已實行新的客房預訂取消

政策。目前，新的預訂取消政策並未在亞

洲以及中國執行。在中國，賓客、SPG俱樂

部以及萬豪禮賞忠誠會員通過酒店官方網

站預訂客房，在抵達日午夜前24小時內取

消預訂將不會收取任何預訂取消的費用。

如若超過抵達日午夜前24小時取消客房

↑商旅管理人員總會（ACTE）亞洲區域總監鄧秉森

（Benson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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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酒店將收取1晚房費作為取消預訂

的費用。該政策適用于萬豪旗下所有進駐

中國的酒店品牌(除了Design Hotel)。

鄧秉森(Benson Tang)解釋到，未來酒店

集團會從各種管道試探群眾，尤其在酒店

擁有更多話語權的特定目標客群之中，以

及對酒店生意不會造成太大衝擊之客源，

像是從價格低的旅行團上，開始測試。這

些特定客群就算是沒了，對酒店來說也影

響不大。酒店不會一刀切，而是會慢慢做，

到處試探。

另一方面，有些地區已經長期接受了嚴

格的取消預訂政策，當地消費者也沒有異

議，當位處中國的消費者要預訂已經習慣

嚴格取消預訂政策的市場酒店時，酒店集

團的話語權就大了，中國的消費者就必須

配合當地的法律和法規，如此一來，酒店

集團也就有了更多試探的方法。酒店不可

能讓全世界所有人一次性突然地都要面對

嚴格取消預訂政策，而是透過慢慢滲透的

方法，慢慢摸索、慢慢改變，當消費者同意

特定國家的嚴格取消預訂政策，慢慢地，

其他管道和其他國家也都將被納入考量。

中國市場未來肯定會跟上這個新的趨

勢，鄧秉森(Benson Tang)認為，酒店的取

消預訂政策只會越來越嚴格，看航空公司

的發展就知道了，現在幾乎所有的航空公

司經濟艙最前排的位子，如果要預訂都需

要額外付錢了，這些座位兩三年前都還是

免費的，所以當酒店推出較為嚴格的取消

預訂政策后，一旦發現消費者接受了，就

會慢慢普及到所有的酒店。也就是說，取

消預訂政策轉嚴肯定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只是根據市場競爭情況，發展速度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市場上有代替的方

案，政策就可能在執行上有困難。例如，

在中國市場，消費者除了可以選擇酒店，

也可以在螞蟻搬家、途家等平臺上找到住

宿競爭對手，如果螞蟻搬家、途家等沒有

取消預訂政策，提供的服務又和酒店差不

多，消費者肯定會直接預訂螞蟻搬家、途

家等，避免預訂酒店的麻煩。因此，酒店

如果要推出嚴格的取消預訂政策，必須

要清清楚楚的瞭解市場，看清楚整個行

業狀況，瞭解推出后將出現什麼影響，如

果推出卻沒有生意了，就不可能盲目的去

推嚴格的取消預訂政策了。

取消預訂轉嚴有利降價？

取消預訂政策轉嚴，對現在的用戶來

說，從沒有到有，一定會不高興，因為對自

己有影響，但是如果這個政策推出以后，

水分減少了，酒店控制成本更好，酒店有更

多資源可以降價，不需要收費如此高，這

樣用戶也就能接受了，因為對用戶有利了。

這就很像是網購，以前買東西，必須去實

體店，那實體店要租金、水費、電費等，賣

東西自然就貴，現在在天貓，沒有這些租

金，但是賣的東西一樣，消費者也就能買

得更便宜、更高興。

鄧秉森(Benson Tang)強調，取消預訂政

策轉嚴有利有弊，酒店推出前一定要想清

楚，不要盲目的去推，因為供應商擁有賭

場莊家一樣的權利，不要忘記大公司差旅

量又大，而且生意平穩，差旅人士往往因

為要做生意不得不前往特定目的地，如果

酒店因為政策，賺一晚、兩晚的小錢，得

罪了大公司、沒了生意，就太不值得了。

一名旅遊業內人士表示，其實國內各

大OTA如今就有很多規定訂單確認不可退

改。政策的慢慢改變，作為顧客，無疑在下

單的時候更加謹慎。而取消預訂的政策，

實際上也是酒店行業內相互角力的方式之

一。洲際並沒有像希爾頓一樣完全採用與

萬豪相同的48小時政策，而是選擇了比較

起來更顯得靈活的24小時政策，顯然也有

着自己的小心思。事實上，在實行48小時

政策之前，萬豪及希爾頓實行的就是24小

時取消預訂政策，洲際則根據不同地區和

品牌執行不同的取消預訂政策，但大部分

都允許用戶在入住的當天取消。相對靈活

的政策使得洲際在商旅用戶中擁有了獨特

的競爭優勢。利用取消預訂政策的不同，

與競爭對手們形成差異化，但相對的，洲

際需要為此付出減少利潤的代價。

相對更靈活的取消預訂政策帶來的是

更多在最后時刻取消預訂的不確定性，也

就意味着更高的空房率以及隨之而來的更

高運營成本。轉嚴的取消預訂政策只是在

保證入住率的穩定。如果客人在最后時刻

取消預訂，那麼酒店在最后時刻需要完成

的銷售任務就很多。這是一個一目了然、

只有兩個選項的單選題，其一是按兵不動

收穫更多商旅市場，其二則是跟進對手增

加新收入來源。

總的來說，這樣的取消預訂政策其實更

多的是針對C端用戶，像商旅公司這類B端

服務商影響並不會很大。如果說有什麼影

響的話，可能主要體現在商旅公司會引導

客戶選擇其他退訂政策更寬鬆的酒店品

牌。商旅公司業務量較大且與酒店保持較

為穩定和長期的合作，即便這一批用戶取

消了預訂，往往也能找到另一批用戶來接

盤，所以酒店方面對于商旅公司等B端服

務商的取消預訂政策，往往會比較寬鬆。

此外，更為嚴格的取消預訂政策，很可能

會推動二手客房轉售市場以及預訂取消險

的市場發展。



香港旅遊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開始收割結構性升級
今年上半年，香港接待遊客總數呈現2.4%的微幅成長，其中過夜旅客同比增長5%，國際旅客亦更加成長，這項成果與旅發局的積極推廣、

香港旅遊產品逐步轉型及旅遊監管品質的提升，密切相關；也呈現出結構性升級后的收穫。多數業者對下半年抱持樂觀，並認為明年香港會

展業會進一步回暖。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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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從香港旅遊發展局瞭解到，今年

上半年，訪港旅客共有近2,781萬

人次，較去年同期的2,716萬人次，增長

2.4%；過夜旅客逾1,305萬人次，比去年同

期的1,243萬人次，增長5%；非過夜旅客有

1,476萬人次，較去年同期的1,473萬人次，

有0.2%輕微增長。

當中，今年上半年，內地旅客來港達

2,089萬人次，同比增長2.3%。過夜旅客逾

1,305萬人次，同比升幅達5%。非內地旅客

691.62萬人次，同比增長2.5%。

能取得成長佳績，與香港上半年一連

串的活動及新項目不無關係。今年2月，香

港特區政府在尖沙咀、中環、海洋公園及

迪士尼樂園等地推出11輛美食車，讓遊客

在遊賞香港景物之際，可同時享受露天美

食。

今年4月，為慶祝回歸20周年，香港旅遊

界聯同21個旅遊景點為旅客提供逾40項

特別優惠和服務。香港旅遊發展局還為了

讓內地遊客認識到更真實、多元的香港，

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旅遊體驗項目，其中包

括「舊城中環」、大嶼山「綠色郊野全接

觸」等新旅遊線路，從多個維度展示香港

的地道風情。

另外，香港迪士尼樂園今年初新推出了

「鋼鐵俠」主題園區，讓遊客與漫威超級

英雄面對面，同時，第三間酒店—迪士尼

探索家度假酒店也已于今年四月開業。而

今年正值開業40周年的香港海洋公園，亦

推陳出新策劃了「2017推陳出新策劃了「2017推陳出新策劃了「 夏水禮」活動。

下半年將進一步回暖

為吸引更多過夜旅客來港，香港旅發局

下半年還將繼續舉辦並宣傳多項大型活

動。今年8月「香港電競音樂節」在香港紅

磡體育館舉辦，該活動集電子競技、音樂

與美食于一身；「香港單車節」也于今年10

月舉辦，希望讓赴港遊客通過單車運動，

感受香港自然風光之美。

許多香港旅行社業者都認為，香港旅遊

業下半年將進一步回暖。上半年訪港旅客

數字微升，主要由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系列活動所帶動。以前旅客來港的重點

可能在購物，但現在更多的是希望體驗香

港的特色風景。遊客體驗香港的方式更加

多元，自由行、主題遊、深度遊等越來越受

青睞，內地遊客已經真正深入到了香港人

的日常生活當中。所以不少香港旅行社也

推出了「深度遊」、「美食遊」和「本地遊」

等不同旅遊線路，希望帶領遊客體驗不一

樣的香港。

全新的旅行社產品包括如：春秋國旅

在行程中加入探訪香港的老字型大小，讓

產品更加深度。驢媽媽為滿足親子家庭需

求，贈送香港自由行專項電話卡、地鐵卡

全日通等，方便遊客出行。攜程則專門設

計比較小眾的離島線路，讓遊客感受南丫

島、大嶼山島的風情。中青旅還推出了「20島、大嶼山島的風情。中青旅還推出了「20島、大嶼山島的風情。中青旅還推出了「

道新港味」等主題產品活動，其中包括香

港中環的港式文化漫步體驗、香港慈善寺

等宗教文化主題遊覽等線路。

另外，旅遊業界現在十分期盼港珠澳大

橋和廣深港高鐵的開通。交通暢通對于旅

遊業的促進作用十分大，港珠澳大橋開通

后，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短途遊客來港更加

方便，廣深港高鐵則可以將遠途的過夜旅

客帶來香港。

香港旅遊業議會總幹

事董耀中指出，從上半年

整體訪港旅客人次微升可

以看出，香港對遊客來講

仍然是一個充滿吸引力

的地方。他很高興看到來港旅客的結構有

所變化，日本、韓國、印尼等境外來港旅客

在這半年不斷增長，代表着香港旅遊業國

際競爭力的提升。

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合作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旅遊局簽署

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合作

協定》，進一步加強雙方在旅遊發展的交

流合作。根據協定安排，雙方將聯合開發

「海上絲綢之路」旅遊產品，共同開展「一

事董耀中

整體訪港旅客人次微升可

仍然是一個充

（（
攝
影
·
張
廣
文

攝
影
·
張
廣
文
））

2017上半年訪港遊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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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奪多個國際及本地酒店及餐飲殊榮  8度視覺震撼  704間舒適優雅的豪華客房及套房  設有四

人房  免費無線上網及免費使用handy智能手機服務  酒吧、餐廳及花園茶座  超過6,300平方尺

會議及宴會場地  商務、會議及休閒旅客的理想選擇  室外泳池及健身中心  鄰近啟德郵輪碼頭

及旺角  免費酒店穿梭巴士來往尖沙咀購物中心(12分鐘)、港鐵紅磡站(8分鐘)、港鐵太子站(12分

鐘)及九龍灣(10分鐘)

優惠詳情請瀏覽
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

查詢 : +852 3900 3000
傳真 : +852 3900 3008 
電郵 : rsvn.hp8d@harbour-plaza.com
8度海逸酒店
香港九龍土瓜灣九龍城道199號
電話 : +852 2126 1988   傳真 : +852 2126 1900

Harbour Plaza 8 Degrees Limited
海逸國際酒店集團成員

http://www.harbour-plaza.com/8degrees
mailto:rsvn.hp8d@harbour-plaz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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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懷舊小輪串起新路線

帶一路」沿線旅遊市場的宣傳推廣，豐富

「一程多站」旅遊路線；推動郵輪旅遊合

作發展，支援區域郵輪母港之間的互惠及

協調，加強郵輪旅遊線路開發、宣傳推廣

和人才培訓等合作。

同時，雙方還將加強旅遊監管合作，共

同打擊以不合理低價組織的團隊遊和其他

違法違規行為，推動內地與香港旅遊市場

健康有序發展；在《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下，逐步擴

大開放香港獨資旅行社經營內地居民團

隊出境遊業務以及建立定期溝通協調機

制，就區域旅遊合作和監管等議題進行研

究和磋商等。

從1997年到2016年，內地赴港旅遊人次

從236萬暴增至4,277.8萬，增長超過17倍，

占整體訪港旅客的76%；而2016香港往內

地的遊客總數達8,106萬人次，達到了內地

入境市場的59%，經過20年的發展，雙方

目前已互為最大旅遊市場。

記者從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瞭解到，

半數短途國際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遊

港，長途旅客比例更逾九成。香港未來有

多項大型基建落成，發展「一程多站」旅

遊有助利用周邊城市的旅遊資源，吸引更

多遊客來港，也可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為保障赴港旅客全程享受高性價比、

高品質的旅遊體驗，香港旅遊發展局聯合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推出了「優質旅遊

服務」計劃，包括從相關機制監督、特色體

驗探索等各方面，幫助遊客辨識高品質的

優質旅行產品。目前，「優質旅遊服務」計

劃認證商戶已超過8,000家，涵蓋護膚美

容、養生保健、珠寶首飾、香港美食和地

道手信等消費精品和餐飲享受，在認證商

戶的門店都會張貼「優」字標識，方便遊

客們辨別。

自由行遊客傾向深度遊覽

隨着匯率變化和日本等新興旅遊購物目

的地的興起，赴港購物遊已經不再是內地

遊客的首選，越來越多的遊客願意放慢腳

步，開始享受香港的美食、美景和獨特的

人文風情。赴港遊市場開始回歸理性，雖

然赴港遊人數在增速上有所減緩，但是香

港旅遊的消費結構經歷了升級，遊客體驗

也有明顯提升。

目前香港近90%是自由行遊客，他們在

香港消費更傾向于採用深度遊覽模式，挖

掘個性化的體驗。越來越多的赴港遊客不

再追求模式化的景點「打卡」式玩法，而

是喜歡深入當地生活，而且他們涉及的興

趣範圍越來越廣，涵蓋藝術文化、演唱會、

電影娛樂、醫療保健和體育盛事等多個方

面。

特別的是，香港美食也已經成為內地年

輕人赴香港旅遊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攜

程美食林的資料，超過四成個人遊客會去

找當地人常去的餐飲店體驗。另一方面，

根據驢媽媽旅遊網的數據，2017年上半

年，女性遊客仍是赴港遊的消費主力，占

比高達57%；男性遊客占比近3年來顯著

提升近10個百分點；2–12歲兒童的訂單占

比，已經從2015年的14%成長至2017年的

22%，說明越來越多的家庭遊客青睞赴港

旅遊。

一名香港旅行社業者強調，現在赴港遊

的產品標準也有了很大改善。在提升赴港

遊品質上，首先是要堅決反對不合理低價

的低層次價格競爭，持續改善和維護良好

的價格秩序，同時還要堅持研發更具創意

及適合消費者多層次、差異性需求的高品

質旅遊產品，強化香港在服務品質上的特

色。

而近些年一些關于赴港遊的負面新聞，

還是屬于偶然事件，相信只要香港社會保

持穩定，再加上旅遊業界共同打造出更多

的優質產品和服務，香港旅遊市場依舊會

持續健康地發展下去。

今年暑假期間，維港之畔又多了一道「懷

舊小輪」的風景。除了為人熟知的天星小輪

外，穿梭于香港維港兩岸的，還有往來港

島西灣河至九龍觀塘、西灣河至鯉魚門三

家村等航線。近日，這兩條航線的漁船和

碼頭被運營方珊瑚海船務公司重新裝修，

加入懷舊老香港的元素，包括醒目霓虹燈

牌、舊式茶樓陳設等，以全新面貌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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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酒店業者看好2018香港會展業更精彩

珊瑚海船務有限公司主席鄭靜華表

示，善用資源將渡輪航線轉型為旅遊項

目，使翻新的木制漁船變成了遊船，一方

面在非繁忙時間做懷舊渡輪遊，同時繼

續肩負接載街坊市民的任務，這樣既可加

強香港旅遊特色，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理

念。這艘船的佈置很有特色，而且有導賞

員免費介紹香港的歷史，使航程更豐富。

內地遊客乘坐渡輪的遊覽方式，可從另一

角度欣賞維港景色，感受香港的情懷。這

些木制漁船還將「串」起多個旅遊景點，

以吸引更多內地及澳門市民來港旅遊及過

夜。

許多香港旅遊界人士都認為，今年香

港過夜旅客增幅明顯，長遠而言，香港針

對這些高消費旅客，需要加入新的旅遊項

目，為他們帶來不同的旅遊體驗。此做法

不失為好的嘗試，尤其對于來自內陸城市

記者從多家香港酒店業者獲悉，香港酒

店行業看好2018年香港會展業進一步回

暖。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研究數據顯

示，香港的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過夜旅

客數字于過去3年間逐年遞增，香港酒店

業者普遍相信2018年香港會展業將有更好

的發展。許多全新的酒店最近加入香港市

場，如香港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嘉里

酒店、香港The Murray酒店等，也讓會展客

人的住宿選擇更加多元。

香港8度海逸酒店營業

總監周美嬋表示，香港去

年獲World Travel Awards年獲World Travel Awards年獲

評選為「亞洲領先會議目

的地」，並獲Smart Travel 

的內地旅客，他們較少機會接觸到海洋，

若通過海上旅遊，將一些傳統景點聯結起

來，可逐步形成受歡迎的配套景點。如同

香港旅遊項目「舊城中環」，其將中環的

荷李活道由東至西串連起來，效果十分理

想。「懷舊小輪」則可以將鯉魚門三家村、

東龍島等景點連起來，有助提升對境內外

旅客，包括個人遊旅客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兩條航線外，珊瑚海船務公司

還將打造往來三家村至東龍島的航線，也

計劃翻新運營東龍島航線的漁船。而且珊

瑚海船務公司還可能與一些旅遊機構合

作，將3條航線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

位于港島以東的東龍島地貌優美，是不

少香港古裝電視劇的取景地，而三家村一

帶則是著名的海鮮街，茶果是當地有名的

傳統小吃，其附近的一個燈塔也是攝影發

燒友取景的熱門地。

Asia Award評選為「亞洲最佳商務城市」，

相信香港的會展業在亞洲區內之競爭力亦

會持續增長。另一方面，最近全新酒店的

加入有助市場的良性競爭，讓酒店時刻保

持行業觸覺，持續提升住宿、餐飲及服務

質素，並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的住宿套餐以

迎合客群的需要。

目前香港會展市場最大的挑戰源于周

邊的競爭地區，如澳門、台灣、新加坡及泰

國。這些地區配備較多元化的娛樂設施及

更大的活動空間，而舉辦會展的成本亦可

能較低，更能吸引主辦單位或企業到訪。

為了吸引更多客人到訪，酒店一直與鄰近的

會議展覽場所保持緊密合作關係，如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鄰

近的啟德郵輪碼頭，方便因應客人的要求，

即時作出彈性配合，為企業團隊提供相應

的服務及協助，確保活動順利進行。

其實，8度海逸酒店早前榮獲香港權威

雜誌Hong Kong Business評選為「(評選為「(評選為「香港)最

大型酒店第17位」，備有704間舒適優雅的

客房及套房，酒店會議場地亦可容納多達

450人，配套及設施均可應付大型的商務旅450人，配套及設施均可應付大型的商務旅450

客團。

針對中國市場，周美嬋補充到，中國為香

港旅遊業的重要市場，隨着中國企業對會

展需求的增加，酒店積極推出多元化的住

宿、餐飲及會議套餐以迎合客人的不同需

要。如「非凡體驗會議套餐」，可舉辦半日

或全日會議，套餐包括享用會議室及會議

設備、會議期間無限量供應咖啡和茶、于8

度餐廳享用午餐及免費代客泊車服務等。

會議提供精美茶點或以優惠價享用時令主

題茶點，以當造水果如有芒果、士多啤梨、

蘋果及蜜桃等新鮮時令水果製作精緻茶

點，令會議加添色彩。賓客于會議期間，亦

可以優惠價每位港幣$380參加廚藝教室，

跟隨大廚到酒店附近的市集搜購新鮮食

材，讓上班族舒展身心，體驗入廚樂。課程

包括酒店著名甜品芒果拿破崙、忌廉雜果

蛋糕及精緻點心等。此外，酒店的咖啡拉

花教室也是一個吸引的團隊建立活動。

另外，「會議住宿套餐」提供舒適的客

房住宿連免費無線上網、免費使用handy

智能手機服務、使用會議場地及設備、會

議午餐、2次精美茶點以及一系列酒店設

施的優惠，為商務旅客提供一站式服務。

總監周美嬋

年獲

評選為「亞洲領先會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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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展中心全年舉行1,102場活動
除了一般休閒旅遊，香港會展業的成績

亦稱不俗。以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為例，其

在2016–2017財政年度，也就是2016年7月

至2017年6月，成功舉行了1,102項活動，當

中包括116個展覽、104個國際及本地會議，

以及近千項商務活動、宴會和文娛活動。

單是活動入場人次總數，全年取得超過570

萬。

于116個展覽中，有8個是首次在會展中

心舉行的展覽，主題涵蓋各行各業，由時

裝、玩具、雲端科技及汽車，以至針對長者

的科技等，還有逾百項市民熟悉的經常性

商貿展和公眾展，包括巴塞爾藝術展第五

屆香港展會、香港書展、電子產品展等。除

了8個為首次舉行的展覽，細分116個展覽，

48個為貿易展覽，22個為貿易及公眾展覽，

46個為公眾展覽；107個為經常性展覽，以

及1個為非經常性展覽。

至于會議活動，全年共有36個會議首

次于會展中心舉行。同時，104個會議中，

30個是大型國際會議，其余74個為本地會

議。這些會議針對不同專業主題，包括醫

學、瑜伽、稅務、法律和廢物回收等。其他

活動還包括：349 個宴會、59 個文娛活動，

如31場演唱會及2場電影放映，以及474項

商務活動、記者招待會、研討會和小型會議

等。

可以說，2016~2017財政年度是會展中心

豐盛繁忙的一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梅李玉霞表示，

在會展中心舉行的展覽和活動所要求的不

單單是一個適合的場地，而是為參展商、

買家、訪客、與會人士和賓客締造一個全方

位的活動體驗，為所有到訪者提供具創意

又全面的方案，包括保安風險評估、技術

支援、通訊科技、人流和物流管理以及餐

飲服務等。

會展中心全年無休，今年6月29日至7月1

日期間，為香港回歸20周年，多項慶祝活動

均在會展中心舉行，包括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文藝晚會、升旗儀式、特區第五屆政

府就職典禮及煙花匯演晚宴，還有國家主

席習近平訪港相關活動等。會展管理公司

總動員950名全職及1,500名兼職員工配合

嚴密的保安安排，憑着籌備高規格活動的

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精確地完成工作；

並于三天內共提供了33,000份膳食予嘉賓、

員工、工作人員、承建商及表演嘉賓享用。

此外，今年3月26日舉行第五屆行政長官

選舉，會展管理公司的保安、活動統籌以

至人流管理服務，讓選舉得以順利舉行。

另外，會展中心配合主辦機構推出晚間門

票及改善人流管理措施，讓巴塞爾藝術展

第五屆香港展會訪客人數破紀錄，增至近

80,000 人。

自1988年開業以來，會展管理公司的團隊

為46,460個活動及逾1億300萬人次服務。

在會展中心舉行的活動為香港經濟作出了

莫大貢獻，除促進旅遊及相關行業、提供

就業機會，更為中小企業創造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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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國內一流的酒店全產業鏈服務商
■張廣文＝採訪報道

Brand Updates

莊健文先生
佛山君禦溫德姆至尊酒店總經理

溫德姆酒店集團宣佈，

莊健文先生于2017年8月
1日起就任佛山君禦溫德

姆至尊酒店總經理一職，

全面統籌酒店的運營及管

理工作。

屢新前，莊健文先生任職于溫德姆酒店

集團旗下品牌貴州群升豪生大酒店總經

理，並曾在西安曲江華美達廣場酒店、中

山永安新城皇冠假日酒店、泰州華僑城溫

泉奧思廷酒店、茂名海景灣國際大酒店擔

任要職，擁有長達28年的酒店運營管理經

驗。

金金先生
成都世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
總經理

近日，洲際酒店集團宣

佈任命金金先生為成都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總經

理，全面負責成都世紀城天

堂洲際大飯店日常運營及

管理工作。

金金先生來自于中國南京，在加入成都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之前，他擔任洲際酒店

集團旗下中國內地最大的一家假日品牌酒

店－成都世紀城假日酒店（西樓&東樓）總

經理，管理970間客房及8間餐飲及酒吧運

營，在此期間，金金先生帶領團隊以優異的

管理水平及卓越的收益表現榮獲洲際酒店

集團頒發的銀龍獎及金龍獎。

嚴惠良先生
成都世紀城假日酒店總經理

近日，洲際酒店集團宣

佈嚴惠良先生就任成都世

紀城假日酒店（東樓&西
樓）總經理一職。此番上任

之前，嚴惠良先生在昆明

中心假日酒店擔任酒店經

理並參與籌開。

嚴惠良先生擁有29年的酒店行業管理

經驗。他曾在香港文化東方酒店、香港維多

利亞酒店、香港萬豪酒店、百慕大群島萬豪

城堡海景度假村擔任管理職務。從2006年
起， 嚴惠良先生開始了在中國內地的職業

生涯。他曾在上海新天地、上海智奧會展集

團、上海虹橋千禧大酒店、中山永安新城皇

冠假日任職，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

佈任命金金先生為成都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總經

理，全面負責成都世紀城天

堂洲際大飯店日常運營及

管理工作。

金金先生來自于中國南京，在加入成都世

佈嚴惠良先生就任成都世

紀城假日酒店（東樓

樓）總經理一職。此番上任

之前，嚴惠良先生在昆明

理並參與籌開。

New Appointments

莊健文先生于

1
姆至尊酒店總經理一職，

全面統籌酒店的運營及管

理工作。

屢新前，莊健文先生任職于溫德姆酒店

動向越來越受到矚目的佳兆業旅遊酒店

集團，以打造國內一流的酒店全產業鏈服

務商為目標，從投資、規劃、設計、定位、建

設、籌備到運營，從上游到下游，提供全流

程一體的服務，滿足酒店咨詢、地產工程

建設技術、國際標準運營等需求。

佳兆業酒店集團執行

總裁張曄表示，為了實現

酒店的全產業鏈服務商的

核心價值觀和願景，集團

目前積極建立自營品牌標

準體系，同時，組建團隊，培養前期定位策

劃、技術服務、運營等三大業務模組的人

力資源。隨着酒店逐步的開業，人才的積

累也將會越來越扎實。

集團所有的酒店都是自持物業，目前已

經有6家開業，總共擁有在營、籌建、投資

酒店項目大約有20家，酒店客房總數將近

5,000間，預計五年開完20家，以每年開2－

3家的速度，覆蓋全國12個城市及地區。當

中，一半是國際品牌，另一半則是自營品

牌。國際品牌部分與萬豪、洲際、凱悅、雅

高等酒店集團都有合作。同時，以深圳為

總部的集團，會以珠三角為第一戰場，項目

40%集中在華南地區。

自營品牌方面，包括了五星級奢華酒店

品牌「佳兆業鉑域酒店」、中高端精選服務

酒店品牌「佳兆業可域酒店」（3星）與「佳

兆業可域精選酒店」（4星）。今年集團將新

增兩個全新項目，東戴河佳兆業鉑域酒店

項目已經開業，而北京佳兆業鉑域品牌項

目也將于今年年底開業，打造酒店式公寓

產品。另一方面今年集團也在籌備可域品

牌的重塑計劃，未來將賦予它新的生命，

打造其成為高科技、綠色環保的酒店，吸

引更多85年后喜歡嘗鮮的年輕族群。

發展小而美酒店

值得注意的是，張曄強調，酒店的產品

定位要更細分、更有特色，聚焦于特定的

細分市場，讓客人一走進酒店就能感受不

同，這也是佳兆業集團正在發展的一塊酒

店領域。不再聚焦大而全的酒店產品，而

是發展更有生存空間的小而美酒店。集團

目前正在籌備兩大品牌，一為精品養生會

議度假酒店，二則是有自主IP的親子主題

酒店。

另外，集團也在積極成為一個協力廠商

託管服務的酒店管理公司，讓更多擁有資

產的業主，可以委託專業團隊跟國際品牌

酒店管理公司溝通、協調、合作。張曄相

信，今后中國會看到越來越多協力廠商酒

店管理公司。隨着越來越多酒店資產通過

房地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資產抵押

債券（ABS）等資產證券化進入資本市場，

也就會有越來越多協力廠商託管公司對接

酒店資產管理業務。

此外，集團也將針對擁有多個資產卻沒

有專業團隊的業主與資產持有者，提供協

力廠商酒店顧問服務。除了做自己酒店外，

還可以延伸業務，提供一系列打包性的定

位策劃、技術服務、籌備、採購，以及項目

咨詢等綜合服務。

敞開式旅遊綜合體

投資超過300億的金沙灣項目，是目前佳

兆業集團旅遊酒店板塊最大的一個項目，

不單有酒店群，還有國際樂園，屬第三代的

旅遊綜合體項目。不同于第二代封閉式，金

沙灣是敞開式的，水樂園、演藝中心、冰雪

世界、體育公園等單獨售票，集團也將根據

運營情況和客戶流量，合理化運營場館，目

前計劃每年能吸引超過300萬遊客到訪。酒

店群方面，共有五家，一線海景排開，目前

深圳萬豪酒店已經開業，接下來凱悅、W、

洲際、英迪格將于2022年前全面完工，陸

續開幕。

交通方面，由于佳兆業有航運集團，項

目計劃從南山開闢海上線路，讓深圳客人

透過一小時遊艇即可抵達金沙灣國際樂

園，免除陸路奔波。針對高端遊客，則將推

出直升飛機機場與水上飛機服務。另外，金

沙灣項目也將推出眾多全新會展設施，五

個酒店群中，洲際預計會打造超過1,500平

方米的全深圳最大宴會廳，而且使用高科

技隔音設施，使得一隔六的多功能場地可

以被靈活運用。

談到酒店行業面臨的挑戰時，張曄指

出，目前最大挑戰在于酒店人力資源。另外

是酒店供應量太多。現在地產公司的痛點

在于手上拿了很多酒店資產，都是被動投資

的，取地時政府就已經規定要蓋酒店了，有

時甚至星級和品牌都已經確定。這樣的酒

店重資產，變現能力很差，但是中國酒店資

產證券化將日趨成熟。

因此, 地產公司酒店管理集團如何通過

運營提高資產價值，來實現資產溢價及變

現，是最大的課題。

總裁張曄

酒店的全產業鏈服務商的

核心價值觀和願景，集團

（
提
供
·
佳
兆
業
）

悅榕集團與萬科
就中國合作簽約並完成交割

悅榕控股有限公司日前宣佈其與萬科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署最終協定並完成

交割：在新加坡設立由悅榕集團和萬科以

Industry Update 50:50比例合資持有的悅榕資產（中國）有

限公司，以整合其在中國對悅榕集團旗下品

牌酒店和資產的所有權。

悅榕資產中國繼而分別投資並持有悅榕

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運營公司悅榕酒店管

理（中國）有限公司（悅榕管理中國）和悅榕

服務（中國）有限公司（悅榕服務中國）40%
的股權。

香港會展中心全年舉行1,102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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