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旅遊總收入估突破6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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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無可取代的資源 
馬爾代夫加大中國市場推廣

■ PAGE 17~19■ PAGE 8~10 ■ PAGE 14~16

Marketing Insight
做好中國郵輪市場營銷

關鍵：客戶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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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消費升級背景下 
經濟型酒店
如何打造國民酒店？

十年前住經濟型酒店這部分老客人，他

們的需求究竟有沒有變化？2010年經濟型

酒店行業對需求的剖析是酒店位置是第

一位，海外酒店行業亦同，緊接著就是要

睡好覺、洗好澡、上好網。今天這部分客

人的核心需求變了嗎？

將近8年后，這些核心需求依然還在，只

是他們的要求可能變了。以前要求是夠用

就好，現在客人會希望再好用一些。這幾

年新加入到經濟型酒店的新消費者，帶來

了很多新的消費升級需求和新的著眼點。

(詳文請見P.12)

Agent Chat Room
2018旅遊業的期待與展望

面對2018年，關鍵詞在于回歸。不忘

本來，扎扎實實做好服務每一步；吸收外

來，做好常規服務的再提升，在「旅遊+」
之前，先做好「旅遊+」（提升之意）；面向

未來，發好旅遊之聲，做細旅遊之深，努

力旅遊之升。

隨著線上旅遊和新型旅遊分銷門店系

統的出現，傳統旅行社在新的一年裡也是

面臨多重的機遇和挑戰的。實體旅行社作

為傳統服務業中的代表，我們在新年一年

中希望繼續發揮我們的人才、面對面服務

和業務精專的優勢，讓遊客從之前盲目追

求低價和網路便捷的熱潮中，冷靜回歸傳

統服務體系。(詳文請見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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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旅遊研究院日前發佈《中國旅遊經

濟藍皮書NO.10》。該報告指出，中國旅遊

經濟正邁入繁榮增長、理性發展的新通

道。預計2018年國內和入境旅遊人數有望

超過57億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突破6萬

億元。

藍皮書回顧總結了2017年的中國旅遊市

場的發展態勢，並對2018年市場走勢進行

了預測。2018年，「旅遊碎片化」特徵還將

持續增強。

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總統計師唐曉雲

介紹，從2017年經濟運行分析來看，「515年經濟運行分析來看，「515年經濟運行分析來看，「 」

戰略完美收官，「十三五」旅遊業走出關

鍵一步。2017年中國旅遊經濟繼續保持高

于GDP增速的較快增長，預計全年中國國

內和入境旅遊人數超過51億人次，旅遊總

收入超過5.3萬億元，旅遊對國民經濟和

社會就業的綜合貢獻都將超過10%。值得

提到的是，截至2017年10月底，國家旅遊

發展基金累計安排資金10.4億元，各地安

排的配套資金超過200億元，三年共新建

改擴建旅遊廁所6.8萬座，超過計劃目標

19.3%。

東部地區雖依然是國內旅遊目的地的

核心區域，但中西部地區旅遊收入和旅遊

人次的增長率均超過東部地區，項目和資

本向中西部聚焦的態勢正在形成，中西部

地區景氣水平良好。

而藍皮書對2018年發展預測是，旅遊經

濟發展預期積極樂觀。唐曉雲介紹，2018

年中國旅遊經濟將繼續保持繁榮增長、

理性發展的主基調。國內旅遊持續增長，

出境旅遊穩定增長，入境旅遊平穩發展，

旅遊投資維持高位，旅遊就業穩步增加。

2018年預計國內和入境旅遊人數有望超過

57億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突破6萬億元。

旅遊投資保持較快增長，新解決旅遊就業

100萬人。

政策建議方面，應圍繞「品質旅遊引領

美好生活」前行，以品質旅遊為工作導向，

以更多國民參與、更高品質分享為兩大目

標，做好旅遊權利普及、旅遊動能培育、

旅遊思想建設的基礎工程，並落實全域旅

遊、供給側改革、旅遊外交等重點工作。

■鐘韻＝採訪報道

Viewpoint
開拓國際市場需發揮

當地伙伴的積極性、能動性

Special Report
城市旅遊高速發展
引爆消費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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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旅遊應納入長期國策
營銷體制和方式皆需發生變化

Inbound Market

■鐘韻＝採訪報道

在中國出境旅遊飆速發展之際，入境

旅遊卻處相對弱勢。有學者認為，入境旅

遊對國家經濟的貢獻不容忽視；要促其發

展，入境旅遊應納入長期國策討論，並使

中國入境旅遊營銷體制和方式，都發生變

化。

中國入境旅遊將壓倒日韓、高速發展，

這是大家都希望聽到的好消息，但是中國

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張廣

瑞教授對這樣激動人心的預言卻缺少信

心，因據其判斷，近年影響中國入境旅遊

的國際和國內形勢，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

變化。他解釋，

● 首先，人們普遍認為影響中國入境旅遊

的主要問題是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而

現在談全球經濟復蘇、局勢穩定，為時

尚早；中國最大客源國韓國和日本，明年

遊客增長不見有突破的苗頭。

● 其次，因經濟原因，2008年以來歐洲和

美國開始推崇居家旅遊(Staycation)。
如今，歐盟國家的居家旅遊市場占比仍

約30%，東歐和南歐超過40%；即便是近

年經濟大幅好轉，其慣性仍然存在。尤

其在歐洲，近期更是開始出現「反對過

度旅遊」的呼聲。

● 再次，有些影響中國旅遊形象的問題，

國外比國內更為關注，如空氣污染問

「自由行大資料聯合實驗室」揭牌

Data Analytics

■鐘韻＝採訪報道

螞蜂窩與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聯合成立

的「自由行大資料聯合實驗室」日前于北

京正式揭幕，從多維度助力旅業升級。

該實驗室將結合螞蜂窩與國家旅遊局

資料中心的大資料特徵，從使用者行為

資料、交易資料、產業宏觀資料等多維度

洞悉旅遊發展新動向、新趨勢、新特徵，

助力產業從「老旅遊」向「新旅遊」轉變升

級。

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總統計師唐曉雲

說道，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自2015年12月以

來開展了一系列資料體系建設；與螞蜂窩

聯合成立的「自由行大資料聯合實驗室」

是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繼與中國電信和銀

聯商務合作之后，成立的第三個實驗室。

這同時是其于行業領域成立的第一個實驗

室，也是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在資料體系

建設中，為市場主體服務的重要舉措。

螞蜂窩聯合創始人兼CEO陳罡說道，

螞蜂窩與中國旅遊研究院過去三年一直有

深度的合作，並陸續發佈了相關報告；此次

與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聯合成立自由行大

資料聯合實驗室，意味雙方可以將螞蜂窩

對于年輕旅遊者消費畫像的資料積累與產

業宏觀資料，做有效的對接，更深入瞭解

年輕用戶行為以及探索未來市場的發展方

向。在中國旅遊者越來越趨向細分化、個

性化的時代，調研結果將有助旅遊服行業

提供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服務。

他認為，真正的大資料研究應具前瞻性

和實用性，一方面切實幫助旅行者解決出

行難題、提高旅行體驗，一方面幫助旅遊

企業把握市場走向，長遠佈局，著力創新。

他表示，螞蜂窩和國家旅遊局資料中心將

以上述兩方面為目標，展開深入合作。

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表示，「資料

驅動是新的歷史使其旅遊業發展的戰略支

撐，也是基本要求。自由行大資料聯合實

驗室的成立，將成為雙方深化合作的良好

開端。」

旅遊發展」應放到長期國策內討論。

體制方面，在融管理與營銷部門于一體

的特殊情況下，中國的旅遊管理還比營銷

的專業性更強一些。假如體制不能發生變

化，至少國際營銷業務應單獨區分出來，或

借助外部服務的力量，而不是由主管部門

單打獨鬥。

再者，長期以來的注重「國家形象」的營

銷觀念需要改變。中國作為大國不能和馬

爾他或新加坡比；應將整體營銷和區域性

營銷結合，給地方更多的輔助。

最后，應加強科學性。充分理解營銷

任務的必要性之外，還需知道應「向誰營

銷」。國內很多城市至今不明白自己的目標

市場是誰，只知道是「全世界市場」，使得

營銷效果大打折扣。

張廣瑞指出，在世界開始關注中國的特

殊時期，中國入境旅遊仍處弱勢。企業的

目標是賺錢，因此產業發展責任不應落其

肩上；企業能力和積極性的調動，還有賴

政府政策的切實扶持。

題、食品安全問題等。這些問題，即使中

國政府做出很大的努力，也很難在短時

間內完全解決。

● 與此同時，在眾目聚于中國出境遊之際，

未見有著意促進入境游與之平衡發展

的政策出臺。西安、杭州、成都、貴州等

城市積極發展國際市場的舉措雖是好的

跡象，但還不普遍。

要扭轉局面，營銷的功用不可忽略，而這

涉及營銷體制和營銷方式。張廣瑞認為，

一個國家的旅遊競爭力所在主要是入境旅

遊，不可能是出境旅遊；儘管中國很快會成

為全球最大經濟國，也不應該放棄能為國

家帶來收入的入境旅遊市場。因此，「入境

公主郵輪發布2018年海外航線戰略計劃Cruise

■李佩純＝採訪報道．攝影

公主郵輪日前于京宣布，2018年在繼續

深耕中國郵輪市場的同時，將推出公主郵

輪享譽全球的2018海外航線戰略計劃，並

致力發展產品差異化及「郵輪＋」戰略。

公主郵輪中國區副總

裁兼總經理王萍女士在

接受TTG記者專訪時表

示，2018年，公主郵輪的

部署計劃與過去三年不

同，將著力推廣海外航線。公主郵輪的17

艘船艦可提供遍布六大洲的150多條不同

的航線，停靠全球360多個港口和目的地，

能為中國賓客帶來高端郵輪度假體驗。

王萍認為，海外航線是中國郵輪市場

未來的發展重點，更是旅行社郵輪部的

利潤增長點。看好海外航線的發展潛力，

早在2015年底，王萍就將銷售團隊分為

母港及海外團隊，經過兩年的磨練，如今

公主郵輪海外航線團隊堅強，再加上公

主郵輪本身具有好產品及好航線的品牌

實力，他相信將能在母港及海外航線上取

得良好成績。

他談到，目前中國遊客選擇海外航線產

品每年均呈現番翻增長，針對「旅遊目的

地多元化」的趨勢，公主郵輪結合中國消

費者的需求和全球熱門目的地，與優質

航空公司、旅遊局、國際連鎖酒店集團和

旅行社合作，推出2018海外航線全新戰

略和推廣計劃，其中，阿拉斯加、美洲、

北歐、澳大利亞及新西蘭、東南亞、日本

等六大板塊，將是公主郵輪的主要推廣

重點。而針對旅遊達人或郵輪達人，公主

郵輪將主推29天南美的冰與火之旅或100

天世界航線。

帶中國遊客到最好的地方

2017年，公主郵輪專為中國賓客量身打

造的國際化奢華郵輪－盛世公主號，已于7

月11日開始在上海母港運營。帶領廣大中國

賓客前往日本多個目的地，並帶來精致、舒

適和高品質的「海上公主假日」體驗。截止

10月底，盛世公主號運營的29個航次共服

務了超過115,000位賓客。

 王萍談到，公主郵輪的理念是，「用最

好的船、最好的產品，在最好的季節，帶中

國遊客到最好的地方。」這樣才能達到最

好的旅遊體驗。

將理念體現在中國市場的部署上，公主

郵輪2018年將持續在中國母港部署盛世

公主號，盛世公主號一、二月份將在中國運

營，之后到其他市場，七、八月份再回歸中

國市場，在最美好的季節帶旅客去日本旅

行。九月之后，盛世公主號將駛向澳大利亞

及新西蘭，希望喜歡盛世公主號的中國遊

客在母港體驗過后，會跟着盛世公主號去

其他地方旅行。

王萍談到，目前東南亞、阿拉斯加及歐

洲是中國遊客比較青睞的公主郵輪海外郵

輪航線，2018年，公主郵輪將在中國市場上

強化推廣澳新航線。

打造產品差異化及「郵輪＋」戰略

除了大力推廣海外航線，公主郵輪也將

致力打造產品差異化及「郵輪＋」戰略。王

萍指出，中國市場從2014年提速發展郵輪

母港后，市場產品同質化嚴重，而隨着中國

遊客對于郵輪市場越來越了解，遊客將更

加追求個性化、差異化產品。因此，公主郵

輪也將積極發展「郵輪＋」戰略，打造橫跨

親子教育、運動健康、動漫電競、特殊節慶

等領域的主題航次，為賓客呈現更加豐富

的郵輪體驗。

他進一步表示，中國郵輪業存在與國外

不一樣的特點，首先中國郵輪市場年增長

率高達40%，但郵輪在中國的滲透率仍低，

只有不到0.05%，而在美國，郵輪滲透率有

3.5%，澳洲達3.4%，這是很不平衡的。另一

方面，中國郵輪產業競爭激烈，但只要有競

爭，就有很多突破口，因此，公主郵輪團隊

積極打造個性化、細分化產品，發展「郵輪

＋」產品，為客戶創造更多附加價值，提升

遊客滿意度。

王萍認為，有競爭不是壞事，會督促我們

把產品做到更人性化、細致化、個性化，讓

中國遊客能體會到更好的郵輪體驗。更重

要的是，競爭將進一步引導中國郵輪產業

回歸正常化發展。

裁兼總經理王萍女士

接受

示，

部署計劃與過去三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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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遊高速發展
引爆消費變革

隨
着全球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呈多

方位發展，形成豐富的旅遊賣點；除

傳統旅遊城市外，現代大都會也憑借交通

便捷、經濟蓬勃、購物環境便捷、信息科技

發達、娛樂服務先進、現代化建設風貌和

豐富多樣的城市文化，吸引旅客到訪。通過

構建全面城市發展模式，城市旅遊能夠滿

足更豐富多樣的旅遊需求。

天美旅遊咨詢董事總經理羅格．卡特

(Roger Carter)指出，城市旅遊消費變

革，就是城市旅遊中震撼世界的改變。過

去二、三十年，旅遊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變化速度更是增長迅猛。城市旅遊成長，

其背后的主要因素，過去和現在不同，而且

變化也帶來了不同的城市旅遊面貌。

經濟成長、財富增長，以及度假權利，帶

動了商務旅遊的成長，也使休閒旅遊的總

體需求快速增加，而且刺激更多、更短，甚

至一年有五至六次的假期或休息時光出

現，不同于以往的一年請一次長假。而且多

半會選擇城市旅遊，同時，還會讓低成本

航空公司的服務和網絡進一步成長，改變

人們出遊的方式。這些都是推動城市旅遊

快速成長的主要動力。

另一方面，網絡、社交平臺、手機、當地

訊息的出現，導致人人都有對于獨特性和

真實體驗的需求，這不但會助長低成本航

空公司的服務和網絡，也會推動共用經濟

的出現，讓城市的住宿和交通成本降低，

更進一步使得城市旅遊，快速成長。

現在的人一旦收入增加，進入中產階級

水平，就會想要旅遊。隨着科技和多元產品

的出爐，旅遊成本越來越低，人人都可以旅

遊，國際旅遊也因此受益。而且由于網絡

的發達，要去哪裡、要住哪裡、要做什麼事

情，消費者也可以自行決定了，市場越來越

透明，旅行社即使提供套餐，也無法像以

往一樣掌握所有控制權，旅客更不用對旅

行社產品細節全部接收。

近年城市旅遊迅猛發展，新興旅遊消費模式、消費群和旅遊業在此背景下湧現，為城市發展注入巨大活力，並

帶來各種機遇和挑戰。新興消費模式為旅遊城市發展帶來哪些趨勢？新興消費群為城市旅遊帶來什麼新思維和

改變？共用商業模式為旅遊城市帶來哪些機遇和挑戰？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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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航空公司不斷拓展的航線網絡，

也讓消費者更易于抵達幾乎世界上任何城

市。不管消費者從任一本地出發，可更輕鬆

前往他們心中的旅遊目的地。

對二、三線城市而言，打造前往旅遊的

全新需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吸引

本地遊客和國際遊客同樣重要。一個城市

只要細分市場，根據客人需求，提供獨特真

實體驗，就擁有競爭力，就能讓城市在市

場上與眾不同。

快速發展下的正負效應

不過，城市旅遊快速成長，有好有壞，城

市獲得經濟和知名度上的好處、啟動舊城

市再造計劃、啟動新城市創造計劃、刺激

投資與保護遺產和文化的計劃出爐，同時

當地推出更多更好的設施、活動和服務，讓

當地居民和旅客都能享受，如餐廳、商鋪、

酒店、博物館、劇院、藝術畫廊等。但是，

城市旅遊的資源壓力也會因此加大，有些

城市便開始針對特定景點，以及當地目的

地，進行人流合理分配。

就共用經濟而言，也一樣有好有壞，城

市旅遊帶來的好處可以更大面積的遍佈當

地、有更多分銷管道吸引消費者到訪、有更

高旅遊收入留在當地居民口袋裡、有更大

潛力可以低成本增加目的地的接待能力，

以及經濟可以更高倍數成長。

但是，其明顯對現有的旅遊供應商、職

業、專業性造成破壞性的影響，而且住房

供應量和社區凝聚壓力加大，尤其是以往

提供給居民的住宿環境，現在開放給旅客

了。

現今城市旅遊市場比以前更加動態，同

時會隨著人口行為特徵而改變。最近城市

旅遊有沒有出現新興消費模式？也就是

說，近年哪些是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城市

旅遊消費變化和變革？

①共用經濟、網路、媒體

貓途鷹行業關係總監海倫娜．伊根

(Helena Egan)認為，共用經濟使得人類

可以透過不同方式旅遊，並且在目的地擁

有更多的錢財可以花費。就目的地而言，數

據提供眾多信息，而且現在只要知道正確

的搜尋方法，就會發現到處都是數據。根

據研究，高達74%的消費者在出遊前，根本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這對很多城市與目

的地來說，是一個大好消息，聚焦于宣傳當

地亮點，就有機會吸引到潛在客戶到訪。

另一方面，高達69%的消費者，想要在旅

行時，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做一些新的事

情。有好的居民和標誌性的景點已經不夠，

一定要有什麼新元素；讓當地居民加入旅

遊業，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因為當地人

才會發覺很多在地的新鮮事物，讓每一個

居民都以城市為榮，並且積極改善基礎設

施。

國際旅客出遊時到底真正要什麼？哪些

事物是地雷？排名前面的有無線網路，而

第一名是冷氣。澳大利亞和印度旅客，尤其

是印度旅客，酒店房間內一定要有熱水壺。

這些小細節，對于某些旅客其實是非常重

要的。貓途鷹每年都會和酒店與住宿供應

商溝通兩三次，瞭解不同市場客人所重視

的細節。

另一方面，客人是因為什麼選擇目的

地？1/3的日本旅客、20%的中國旅客、25%

的意大利旅客會因為在電影、紀錄片、電視

節目等看過一個地方，而前往取景地旅遊。

這個信息對目的地來說，是一個可以再次

充分利用的機會，這一領域也還有巨大發

展潛力。透過多個接觸點、數據、工具與研

究等，目的地一定可以找到如何吸引更多

遊客到訪，瞭解客戶要什麼。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副總裁胡志敏指

出，從中國出境旅遊者的角度，可觀察到近

年城市旅遊消費變化的兩個重要趨勢。

②消費深度化、便捷化

第一個趨勢就是消費領域的擴大化和

深度化。自由行和半自由行的興起，像當

地人一樣旅行，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出

境旅遊者的目標。在經歷過第一次的跟團

觀光遊，以及經歷傳統的景區景點、酒店

和餐飲之后，中國出境旅遊者迫切的希望

能夠獲得更加深入和獨特的體驗，能夠切

身感受到城市當地的特色文化和傳統習

俗，同時，更多的體驗當地的美食和生活方

式。因此，住在當地人的家裡、像當地人一

樣的使用他們的交通工具、參與當地人的

節慶活動、吃當地人的食物，已經成為越

來越多中國出境旅遊者的旅行方式。

第二個重要的變化，是消費方式的即時

化和便捷化。智能手機和移動互連網的普

及，讓旅遊消費的預定和支付環節，變得

越來越簡單。旅遊者可以在旅行途中，即

時地通過手機上的網站，或是應用程式，

任何城市都會是一個充滿創意和新發展的地方，

打造一個空間，就可能產生很多預期之外的成效，

只要管理得當，居民和旅客都能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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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他們的旅遊消費。越來越多的中國出

境旅遊者，開始使用像愛彼迎、優步、美國

網上訂餐平臺OpenTable等，完成他們在國

外的排程。同時，也會使用Apple Pay、支付

寶等，完成他們在國外的消費支付，因為在

中國國內，中國出境旅遊者已經擁有一樣

的使用經驗了。

因此，對旅遊城市而言，擁有豐富多元的

旅遊要素資源，以及成熟的互連網基礎設

施，並須通過強大的信息技術的能力，來

滿足中國旅遊者的消費需求。很明顯可以

看到，科技對中國出境旅遊者產生了巨大

變化。

同樣的，法國尼斯市副市長魯迪．塞勒

斯(Rudy Salles)強調，便捷化是一個大改

變。現在一切都能用手機搞定。一個目的

地除了要讓旅客發送短訊、分享經驗，更要

找到很好的宣傳方式，突顯出當地特色。

詢問專業人士，並且日積月累的持續努力，

勢必能理解消費者需求。在旅客到訪之

前，一定要加強宣傳，讓目的地的吸引力大

增，不要以為沒有用，只要有做，就會有效

果。另一方面，要改變旅客和當地居民的壓

力，讓他們去更多地方探索，不要集中在幾

個區域，同時，提供旅客更多不同的體驗，

使他們停留更久。

③打造獨特的當地經驗

N HT V布雷達應用科技大學旅遊學

院院長喬斯．范德斯特仁(Jos van der 
Sterren)說明到，到訪城市旅遊的遊客，

現在大部分都是居住在其他城市中的人。

要讓一個目的地展現創意和鼓舞人心的氛

圍，必須要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吸引遊

客到訪城市旅遊。在電子化和科技化的基

礎之上，遊客除了可以更方便的旅遊，也能

更準備好前往特定城市旅遊，在旅遊前，

對于當地時間、地點的概念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城市也可以更方便的打造獨特的當

地體驗，尤其在特定時間地點，推出多元

的活動，豐富遊客的城市旅遊行程。而城

市的政府與旅遊業者，亦可以透過宣傳，進

一步加大遊客對于當地城市的期待，加強

遊客想要前往的慾望，並且提升遊客和居

民對當地城市的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旅遊發展應該追求居民和遊

客之間的和諧。當居民期待遊客到訪，積極

成為歡迎大使之際，遊客到訪的壓力，也會

因此減輕，因為居民會樂于和到訪者成為

好朋友，社區亦可為遊客打造專屬行程，使

當地活動進一步增值。

④郵輪、會展旅遊的發展

檳城州政府檳州旅遊發展委員會主席

暨檳州旅遊部長羅興強說明到，旅遊業在

未來將持續快速發展，尤其是在亞洲。很

多國家都有獨特的地方，使得遊客不停旅

遊，享受度假體驗、瞭解文化遺產、追求品

嚐地道料理。檳城作為馬來西亞第二大城

市，以世界文化遺產城市—喬治城聞名，未

來城市旅遊將進一步帶動檳城旅遊，尤其

是會展旅遊，以及郵輪旅遊。一次性可以承

載上千人的郵輪旅遊，只要停靠碼頭，加上

五分鐘的步行距離，即可抵達市中心。

他期待東南亞城市能夠一起合作，聚焦

于郵輪旅遊，積極發展多元郵輪航線線

路，讓更多遊客想要搭乘郵輪度假。會展方

面，去年檳城接待了許多大型MICE團，包

括15,000人的印度會議團、2,000和8,000人

的中國獎勵旅遊團等。另外，檳城以美食

聞名，未來也將推出獨特的美食主題旅遊

產品。

近年的消費變革，對目的地的城市旅

遊，帶來商機也帶來了挑戰。在旅遊產

品、體驗設計、廣告營銷、城市發展、當地

社區等之中，什麼樣的改變，會引發城市

旅遊中的全新消費模式？

▼無線網路

海倫娜．伊根(Helena Egan)以無線網絡

為例解釋到，無線網絡為全球旅客所需，

而且不能只是要有，還必須快，以及容易被

使用。酒店要是還在針對網絡收費，對自己

實在是一件不利的事情。現在的客人都很

沒耐心，非常追求速度，一旦出現問題，就

很容易焦慮，並影響到整體旅遊體驗，訊息

也就很快的會被分享到網路上。

同時，品牌忠誠度也在下降，任何東西

都是要現在提供，而且要可以用、用得快、

很新鮮。任何供應商都要確保自己提供的

一切都能無縫連接，不然一切都白費了，同

時在溝通上也要抓緊時間，如航空公司延

誤，又不提供消息，立刻就會有客人上網抱

怨，不即時處理，事情會像滾雪球一般越

滾越大。

威尼斯其實是最早提供免費無線網絡的

城市之一，讓旅客可以輕鬆分享旅程體驗，

但是，由于沒有和不同的平臺合作，很多應

用程式，如谷歌地圖都沒有更新，旅客也就

很容易在當地大街小巷中迷路。由此可看

出，城市有太多商機可以挖掘，在提供旅客

無線網絡之余，還要想怎麼做更好，像是

把基礎的設施與服務都串在一起。

各個城市可以學習阿姆斯特丹，他們做

得很好，政府連同所有旅遊業者的玩家，

一起合作，而且積極努力培育所有旅遊業

員工，提升當地基礎設施，如此不但能爭

取遊客到訪遊玩，更是能吸引大型國際會

議到訪舉行。阿姆斯特丹每年接待本身人

口3倍的遊客數量，一開始當地居民和外來

遊客之間的關係也不好，迫使政府追求新

的體驗，分散人流。

簡單說，城市旅遊在城市發展中，是跨

部門、跨領域的，所有細節都連接在一起，

才能順利運作。此外，內容很重要，任何目

的地在推廣時，都要多多運用旅行者喜愛

欣賞的圖片、視頻，同時，要清楚知道自己

想要表達什麼，想要建立什麼形象，想要

傳遞什麼訊息。

▼政府重視旅遊業

喬斯．範德斯特仁(Jos van der Sterren)則

認為，對城市政府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應該重視旅遊業。近十年旅遊快速

發展，而且旅遊對城市影響巨大，尤其在

城市的規劃、城市交通的便捷性、城市需

要的相關服務與設施等方面。城市在發展

時，政府最高層應該積極將旅遊業納入考

量，設計相關的管理政策，並且根據旅遊

規劃，決定投資重點、酒店發展項目、機場

發展、公共交通的拓展等。這和十年前的

狀況是完全不同的。

另一方面，城市在打造體驗的同時，應

該瞭解到，現在的城市旅遊者都想做點什

麼，都會很快的感到無聊，而且擁有很多

錢，還想要快速地花。如果城市沒有抓到

這個好機會，終究沒辦法讓城市成為贏家。

城市要決定城市旅遊的重要性，如果視其

重要，才會有機會成功。畢竟旅遊要有政

府支持才能真正成功，從高層策略性規

劃，旅遊基礎設施才能一一完善。

其實，任何城市都會是一個充滿創意和

新發展的地方，打造一個空間，就可能產生

很多預期之外的成效，只要管理得當，居民

和旅客都能獲益。

羅興強補充到，政府在旅遊行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不過，旅遊業要成長，很多重

要角色都要投入，像是旅遊企業、當地居

民等。以檳城為例，政府總是在找機會，並

且加大投資力度在宣傳與推廣方面，同時，

針對大型MICE團體提供支持性的獎勵政

策。一個城市要吸引更多遊客到訪旅遊，要

打造共用經濟，愛彼迎、優步都讓遊客更

為方便，也能滿足不斷增長的旅客數量需

求。對于郵輪而言，一天就可能有六艘船舶

一次停靠，一次性的要接待近兩萬人，計程

車過去不夠用，但是共用經濟不影響傳統

市場，反而提供更多支援。未來共用經濟

勢必將越來越流行。以檳城為例，現在當

地多處都提供免費無線網絡，這對遊客來

說是大好消息，可以隨時隨地分享旅遊體

驗。

▼全域旅遊的實踐

胡志敏強調，城市旅遊消費變化的趨

勢，無疑會對旅遊城市方方面面產生重要

的影響。整個旅遊城市，都會成為一個巨

大的旅遊產品，而不單單是傳統孤立的

景區景點，也就是和當地人無關的旅遊產

品。這也是全域旅遊概念的體現。旅遊城

市在設計旅遊產品、進行旅遊營銷之時，除

了對已有的傳統旅遊資源進行開發和推廣

之外，還應該更加關注不同地區、不同年齡

段旅遊者對當地語系化體驗的需求。換句

話說，要去挖掘這些旅遊者對當地巨大的

體驗消費需求。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

挖掘到中國出境旅遊者的需求。

以澳門為例，這幾年澳門成為越來越多

中國內地旅遊者青睞的旅遊目的地，很重

要的一個原因是澳門政府，包括澳門旅遊

局，做了大量的工作。旅遊者只要登入澳門

旅遊局的官方網站，就可以下載多種免費

的手機應用程式。即使是第一次來澳門的

旅遊者，也都可以隨時隨地掌握澳門最新

的旅遊信息，而且可以像當地人一樣去體

驗當地的美食、文化和娛樂，更能參與當地

節慶活動和體育活動，或是被安排參觀特

區政府總部等獨特行程。如此不同于傳統

單純觀光的深度旅遊體驗，是未來旅遊消

費的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旅遊城市要做的，就是幫助旅遊者更加

方便快捷的實現這一切。政府和旅遊企業

可以如何支持旅遊業、促進城市旅遊的發

展，就可以拿澳門作為參考。

中國年輕的旅遊者有一句話：旅行就是

從一個自己待膩的地方，到一個別人待膩

的地方。作為旅遊從業者和旅遊城市，要

做的就是順應城市旅遊消費的變化，以及

幫助旅遊者更加方便快捷的發現本地生活

之美，方便快捷的融入本地文化和生活體

驗，才能打造出獨一無二的旅遊體驗，不覺

得膩，還樂此不疲、樂此往返。

▼交通便捷、價格合理

魯迪．塞勒斯(Rudy Salles)認為，過去幾

年，城市旅遊發展快速。城市必須要理解

旅客的期待、要運用互連網的平臺，捕捉

到遊客的注意力。另一方面，週末尤其是

星期日，很多地區商店都關門，其實，週日

商店應該多多開放，購物時間更有彈性，就

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停留。而文化活動、體育

活動，如鐵人三項、馬拉松等，都很有吸引

力。城市只要把交通做好，旅遊業者推出

合理價格的產品，就是為住客和旅客提供

很大的便利。

以歐洲為例，城市一卡通能讓旅客以一

張票，運用火車暢遊多各城市。交通的便

捷性，也能讓更多遊客易達。以法國為例，

除了有高標準的設施與服務，也有真實產

品，以及便捷的交通，每年能接待如此多

遊客也就不稀奇了。具備熱情好客、受到培

訓的人才，才有能力接待，才能讓一個地方

的接待能力有競爭力。

69%的消費者，

想要在旅行時，

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任對城市政府來說，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應該重視旅遊業。

城市在發展時，

政府最高層應該積極將旅遊業納入考量，

設計相關的管理政策，

並且根據旅遊規劃，決定投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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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來有更多支持性的政策

來支持海外旅遊的全面發展，以及

具備更加廣大的、更加滲透的分銷

系統，進而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中國

遊客，這就需要根本性的政策轉

變，因為現在的狀況並不適合郵輪

行業可持續發展，需要改革現在的

銷售模式，讓所有的郵輪企業以及

合作伙伴能夠共贏發展。

中國的消費者不是需要一艘中

國船，他們需要一艘船和他們的偏

好相關，是由他們評估體驗的。所

以我們希望能夠去優化這些中國

消費者的體驗，也因此，作為郵輪

方，運營戰略必須不斷的創新，為

未來造船，為中國和其它市場的未

來造船。

歌詩達郵輪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

湯沐（Michael Thamm）

皇家加勒比全球高級副總裁

劉淄楠博士

做好中國郵輪市場營銷

關鍵：客戶滿意度

JAN/FEB 2018 • TTG CHINA 8MaRketiNg iNsight

  郵輪行業是為消費者創造幸福的一

個產業，產業能不能可持續發展，就在

于能不能持續地為消費者創造高額的

滿意度。所以客戶滿意度是郵輪可持續

發展的基石，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失去了這個原動力，這個行業就不可能

持續發展。這就需要各個利益相關者共

同努力，需要共同專注提升消費者的郵

輪體驗水平，需要讓他們瞭解郵輪能夠

為他們帶來目的地的享受。

■劉霈芯＝採訪報道

（
提
供
·
星
夢
郵
輪
）

歌
詩達郵輪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湯沐

（Michael THAMM）、地中海郵輪

全球首席執行官 Gianni ONORATO和皇

家加勒比國際遊輪中國和北亞區總裁、皇

家加勒比全球高級副總裁劉淄楠博士針對

「亞太區郵輪市場未來5年的發展」進行了

討論。他們認為，中國在亞太地區郵輪發

展的領頭羊，但未來市場的成功營銷的成

功關鍵，是能否不斷迎合消費者的需求。

以消費者和客戶為中心

歌詩達郵輪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湯沐

（Michael Thamm）表示，郵輪是一個

以客戶為中心的新產品，所以需要不斷迎

合消費者的需求，這是未來成功的關鍵所

在。這就需要各個利益相關者共同努力，需

要共同專注提升消費者的郵輪體驗水平，

需要讓他們瞭解郵輪能夠為他們帶來目的

地的享受，而非只是單純的從出發地到目

的地的交通工具。搭乘郵輪是一種愉悅的

旅遊過程，讓消費者可以有卓越而特殊的

感受，同時是有價值的感受，可為他們提供

高品質的旅程，向他們傳達所含有的價值

和價格。

舉例來說，歌詩達與微信進行了長期的

合作計劃，為船上遊客提供好的行程，同

時不斷更新和升級產品，讓消費者有更多

的選擇。歌詩達原本在中國即有很多產

品，但是行程非常有限，大概只有4-5個主

要目的地。郵輪產品在市場上看起來非常

相似，無法吸引第二次跟船的遊客。因而需

要為客戶提供以他們為中心的產品，而且

對產品進行細化。

因此，歌詩達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在2015年，向中國的消費者推出了68天的

環球航線，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去年又推出

了在太平洋的46天的環島航線。在這兩種

長途航線當中歌詩達受到了很多中國消費

者的歡迎，同時看到這個區域不止適用于

4-5天的短期航線。

從中國的郵輪行業來看，如何建立一個

全方位策略的發展目標，並且能夠提升收

入？消費者的需求、產品的分化、交通物流

的保障以及系統服務的支援，包括基礎設

施以及船隻管理、新船的製造等都是郵輪

生態系統當中主要的元素。中國郵輪的發

展主要是依賴于所有元素的共同發展和協

同。

挑戰在哪？碼頭、岸上觀光

雖然郵輪可以為旅遊者提供非常好的體

驗，但是行業充滿了挑戰。皇家加勒比全

球高級副總裁劉淄楠博士指出，根據調查

資料，郵輪客人主要會在兩個環節上不滿

意，一是在碼頭，另一個是在岸上觀光。皇

家加勒比非常關注上海寶山二期工程，相

信在郵輪公司和碼頭供應商和寶山區政府

的支持下，在一關兩檢的支援下，會提升客

戶登船的體驗。

對于岸上觀光方面的問題，現在普遍反

映是內容太單調，以購物為主，大量的岸上

觀光都是零團費、負團費，給消費者補貼或

者不收他錢，為他提供免費的行程，這方

式不是不對，而是提供給消費者的信息不

對稱，消費者在岸上觀光的時候，在沒有

體驗這個行程之前是不知道的。但當他體

驗完了以后，他認為這個岸上觀光的行程

非常令他失望，這是我們在客戶調研當中

非常顯著的一個客戶有意見的部分。

滿意度是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

作為行業利益相關者，劉淄楠博士認為

業者需要擔憂的是－中國的郵輪產業能不

能夠可持續發展，這非常重要。他表示，中

國郵輪市場經過10年的迅速發展，在收益

和體量都同時增長的十年以后，過去兩年

市場上出現比較困難的情況，這種市場供

需很正常的，中國不可能重新定義經濟學

的基本定律，體量上去了，價格就要下來。

郵輪行業是一個以消費者為主的行業，

所以這個行業是為消費者創造幸福的一個

產業，產業能不能可持續發展，就在于你能

不能持續地為消費者創造高額的滿意度。

所以客戶滿意度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是

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失去了這個原動力，

這個行業就不可能持續發展。他以郵輪界

的馬斯洛理論說明，滿足客戶的需求是最

重要的，「這是我們發展的原動力。」

劉淄楠博士以海洋量子號的資料為例，

客戶滿意度第一個指標叫OVE（客戶總體

滿意度），2017年1月到9月海洋量子號的分

數在95分左右，滿分為100分，每個月雖然

有一些隨機的小小波動，基本上是非常穩

定保持一個非常高的滿意度；第二個指標

是NPS淨客戶推薦值，就是客人體驗了你的

產品以后，有多少非常狂熱的客戶推薦你

的產品給其他人，他也會再次體驗你的產

品。這樣的客戶一般給你的分數在9-10分，

還有些客戶是不滿意的，有些負面評論的，

這些的客戶給你的分數是0-6分，還有當中

的客戶給你7-8分，對你總體滿意，但是未

來不排除坐你競爭對手的船。淨客戶推薦

值是最滿意的客戶減去最不滿意的客戶，

得出客戶忠誠度的指標，一般來說NPS如

果在50%以上就是非常好的，海洋量子號

分數在85-90，甚至超過90分。

郵輪行業要持續這個發展，業者就必

須繼續提高滿意度，首先要滿足消費者的

消費滿意度，郵輪公司才會造船，郵輪公

司在未來十年有一個很長的訂單，業者必

須有這個信心可以做下去，如果沒有這個

信心，訂單是沒有意義的，所以船隊的需

求是第二層次的需求。

第三層次是造碼頭，有了船要造碼頭，

由此而衍生出其他的需求，包括相關產

業、碼頭的服務業、船供、旅行社行業、其

他商貿行業等，都是郵輪的衍生品。他們

的需求也是基于有客戶需求這個基本的

需求。

事實上還有更高層次的需求，今天郵輪

在中國不僅僅是給我們帶來經濟上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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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郵輪給天津、上海、深圳、香港還有其

他的二線市場的郵輪母港帶來的不光是實

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還有很強的社會文化

效應。郵輪是城市的名片，郵輪提供中外、

中西各國文化的交流，這個交流帶來的利

益是巨大的，但是所有這些需求、利益，如

果業者失去了客戶滿意度這個層次，什麼

也沒有。

為此，皇家加勒比在2018年開始和旅行

社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改變這種局面。劉淄

楠博士進一步表示，皇家加勒比在2018年

將提供多達96種行程，客戶的需求是不一

樣的，根據日本旅遊局的最近一資料的調

研表明，中國消費者在日本消費和體驗活

動當中，對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美食，

購物是第二位，第三位是觀光。郵輪業者

也好，代理銷售的旅行社業者也好，都不該

只是放遊客放在街上，不管是日本的歷史

文化城市，還是日本的大都市，或是日本的

中小城市，還是日本一個不知名的小鎮，你

讓他輕輕鬆松的無拘無束的逛一逛，體驗

一下民風，這是消費者需要的。

業者需要針對客人不同的需求設計出不

同的行程，必須有適合長者的行程，必須

有適合親子遊的行程，必須有適合情侶夫

婦的需求，有文化的需求，美食的需求，不

僅僅是購物的需求，這是我們在2018年將

要重點做的事情。

此外，皇家加勒比將在2018年推出8-12

晚的長行程產品。蘋果電腦在設計手機新

產品的時候，他們說過很極端的一句話，

「我們不看消費者調研資料。因為我們

要創造的東西是消費者頭腦當中是沒有

的」。

皇家加勒比的新船製造原則也是這麼一

個原則，「我們要創造WOW，你給消費者

創造WOW的體驗，必須是他沒有看到過

的，他沒有想像到的，他是非常意外的驚

喜。」劉淄楠博士說。 

更加根本性的政策轉變

歌詩達郵輪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湯沐

（Michael THAMM）則表示，歌詩達在全

球範圍有着巨大影響力，中國也是其全球

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地。嘉年華集團不

斷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一些發展，作為中

國市場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嘉年華已形成

持續的發展。而且不斷地應對很多地緣方

面的挑戰，包括政治的障礙和其它政策。

歌詩達在中國的分銷系統也在不斷發

展，希望未來有更多支持性的政策來支持

海外旅遊的全面發展，以及具備更加廣大

的、更加滲透的分銷系統，進而能夠接觸

到更多的中國遊客，這就需要根本性的政

策轉變，因為現在的狀況並不適合郵輪行

業可持續發展，需要改革現在的銷售模式，

讓所有的郵輪企業以及合作伙伴能夠共贏

發展。

湯沐指出，未來的成功一定是有賴于更

多的人才，需要有更多的培訓和教育能夠

讓郵輪行業提供足夠好的服務給客戶。也

能夠提供更多的信息讓消費者瞭解他們所

購買的產品，而不會有錯誤的一些設想，這

樣才不會讓他們在旅行中覺得失望。

嘉年華集團已和中國的一家合作伙伴共

同合作，一起做首批中國建造的郵輪，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總統當時見證

了合作簽署的時刻，所以嘉年華希望能夠

幫助中國的造船行業，造出中國自己的郵

輪。

需要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扶持

再者，中國有非常長的海岸線，而且非常

適應于郵輪業的發展，應該有效利用海岸

線長的有利條件。目前中國已開發了10個

母港，從北到南可以接待更多的遊客，無論

是更加多元化的產品還是服務都在蓬勃發

展當中。郵輪市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

展，現在中國又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郵輪

行業也要抓住這個契機，希望未來的發展

是高品質、健康可持續的，也希望中國成為

全球最大的郵輪市場。

歌詩達郵輪仍將繼續拓展市場，從2019

到2020年會有兩艘新的歌詩達郵輪來到

中國，也是以中國為出發港，同時會繼續進

行中國船廠自己的郵輪建造，第一艘船會

在2023年投產。從2009到2018年，嘉年華

集團計劃在中國總投資60億美金，這也展

示了其對中國市場宏觀佈局的信心。嘉年

華相信也非常致力于推廣地區的發展，而

且希望能夠在地區事業上得到進一步的提

高。

地中海郵輪全球首席執行官Gianni 
ONORATO也表示，MSC將加大投入推

動中國郵輪事業發展，前期對中國市場進

行了充分觀察，特別是從中國到歐洲的長

線航線，當時這類長線郵輪航線數量比較

少。2006年起，MSC正式開始中國郵輪市

場的佈局，從最初以中國到歐洲、南美、南

非為主的線路，發展到今天的中國與世界

範圍內主要地區都有航線運營。

其中地中海輝煌號將于2018年將在上海

首航，這艘460噸的郵輪專為中國客人設

計，輝煌號能承載4,833位乘客，76%的客房

為陽臺艙，也希望更多國際遊客能夠通過

這艘船來到中國，來到上海。輝煌號非常

適合家庭出行的客人，作為此次品牌宣傳，

也邀請到劉燁及他的太太成為該郵輪的品

牌代言人，和MSC地中海郵輪本身是一個

家族企業的運營模式相吻合，MSC集團希

望把家庭的概念更好地傳達給客人。同時，

于2008年與遊艇概念同時推出的「地中海

遊艇會」亦首次來到中國，受到很多高端客

戶的歡迎。

輝煌號還將加入許多高科技產品，讓客

人方便地在船上找到想去的地方；為兒童

加入的定制樂高玩具，也能滿足親子遊客

的需求；1,600個座位的演藝廳輪番上演精

彩演出；主廚J M坐鎮的餐廳將為乘客烹飪

全球美食，符合中國人胃口的中餐也有供

應。隨着公司的不斷擴張以及新郵輪的陸

續加入，地中海郵輪將進一步深化中國市

場佈局，並希望加入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進程中去。

他進一步指出，從2014年起，MSC集團

投資90億元建造7艘1,000噸和2,000噸不

等的新郵輪，預計2020年會有6艘郵輪交

貨，屆時規模將比現在擴大3倍，每年可接

待500萬人次遊客。不只是郵輪規模，地中

海郵輪還希望能滿足不同地區的不同客戶

的個性化需求，比如中國遊客的喜好與意

大利人、歐洲人有很大不同，一般對戶外空

間需求相對較小，故會加入更多現代化設

計，並融入高科技、環保產品，以及更多可

供客人享受的遊樂設施。

中國郵輪市場的未來5年 

劉淄楠表示，對郵輪全年部署計劃，各

個郵輪公司都會有相應考量，這是一個競

爭激烈的行業，想要進入這個行業，進門準

則很高，你需要有相應的資金還要有相應

的技術和知識。但是郵輪公司可以將自己

的能力根據季節的變化，從一個地區調去

另外一個地區，以前是季節性，以后變成全

年不間斷的航期，故需要郵輪公司進入更

多市場，這在未來是會不斷發展的，應該會

成為完全正常的一個現象。

湯沐（Michael Thamm）也抱持相同觀點

表示，從戰略角度來說，我們希望這個市場

能夠不斷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繼續的去發展我們的行程，還有對整個氣

候的適應程度等等。

地中海郵輪全球首席執行官G i a n n i 

ONORATO亦指出，每個公司都會根據當

地的市場情況來設計規模還有策略，我們

需要在冬季有一個郵輪的活動，但是在中

國這邊的運營，我們認為也是非常適合進

行一個適溫性的調節，在東南亞那邊便有

非常適合的航線。

中國市場是否還有潛力？

湯沐（Michael THAMM）表示，中國是

目前全球非常具有潛力的市場，嘉年華希

望為我們的合作伙伴帶來一個共贏的局

面。當然會面臨一些挑戰，比如說來自我

們的地緣政治或者是自然災害等等，可能

會導致一些無法避免的問題，但是郵輪方

需要能夠更好地符合國家的利益。 

劉淄楠博士則指出，目前中國地區郵輪

滲透率很低，但在亞洲、在中國，市場潛力

非常巨大，有這麼多的人，有這麼大的地

理地貌，其實對業者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市

場，所以，如何針對中國消費者，將我們的

產品吸引力更加提高，能夠進入到他們的

選擇當中，這是非常重要的。

Gianni ONORATO也表示，未來會有很

多的機遇，比如說對于一些已經體驗過郵

輪旅遊的消費者來說，他們若看到價值所

在，就會尋找一些長途旅程，並產生良性循

環；未來主要的機遇就是，會有很多的消

費者都能夠愛上郵輪旅遊。

銷售渠道應該如何打通？

湯沐（Michael THAMM）表示，沒有渠

道商的合作，郵輪業者是無法成功的。每

一個市場階段都會有它自己的規則和規

範。前10年，市場發展主要是基于一個比

較短的系統，同時我們的客戶量也比較少，

也就意味着我們可能有一定的風險，也有

一定的機遇。歌詩達在中國這邊的作法就

是需要拿到一個與渠道商的平衡。這當中

也包括我們的一些合作商，但是我們主要

的業務都是商業的，為什麼呢？因為有時

候我們有一些關于渠道的保護機制，你認

為它可能是一種雙贏的前景，當然價格越

好，我們的經費就越高，同時也會導致我們

代理費的增加。我們與渠道商是共生共贏

的，需要有一個100%利益的協同。

劉淄楠博士則認為應該多花點時間改變

整個生態系統。從批發到零售，這是一個

中國郵輪和旅遊公司的主要趨勢，在北美

那邊他們也會有一個批發的市場，之前曾

讀過一本探討郵輪銷售內容的書，內容提

到郵輪公司艙位賣給一些批發總集成商，

但是到最后沒有辦法完成這個艙位的訂

單，這個時候就會出現票價從100美金降到

了50美金，就看到有很多消費者來到邁阿

密，最后一秒鐘才去買票，這跟中國這邊

的情況是一樣的，這樣的情況未來肯定會

改變，但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目前在國內，郵輪公司依然需要長期依

靠旅行社進行推廣，需要有人線上和線下

進營銷售。曾看過旅行社業者，他們花兩

個小時給從來不知道郵輪旅遊的人介紹內

容，所以作為郵輪方需要繼續協助他們、

教育他們，為他們提升消費者的購買力。

劉淄楠博士也強調，中國的消費者不是

需要一艘中國船，他們需要一艘船和他們

的偏好相關，是由他們評估體驗的。所以

我們希望能夠去優化這些中國消費者的體

驗，也因此，作為郵輪方，運營戰略必須不

斷的創新，為未來造船，為中國和其它市場

的未來造船，才能保持競爭優勢，為客戶

帶來特別的體驗。

Customer Needs

Customer Satisfaction

牌代言人，和

家族企業的運營模式相吻合，

望把家庭的概念更好地傳達給客人。同時，

于

遊艇會」亦首次來到中國，受到很多高端客

戶的歡迎。

每個公司都會根據當地的市場情

況來設計規模還有策略，我們需要

在冬季有一個郵輪的活動，而在中

國這邊的運營，也是非常適合進行

一個適溫性的調節，在東南亞那邊

便有非常適合的航線。

地中海郵輪全球首席執行官

Gianni ONOR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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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航空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重返中國大陸市場
曼谷航空2017年的發展重點是大中華地

區市場，規劃在中國地區新增3個目的地和

3家代碼共用合作伙伴。目前中國銷售點在

曼谷航空的收入中占比為8%，2015年大概

為4%，2017年預計占比肯定進一步擴大。

據 曼 谷 航 空 新 加

坡地區經理 K o n t h i 
Asavaphanlert介紹，曼

谷航空在缺席7年后，于

2017年年初恢復至中國大

陸的航班，包括蘇梅島至廣州的航班；另

外，成都和重慶直飛蘇梅島的航班也在計

劃中，屆時，曼谷航空在中國大陸就將有3

個目的地，加上香港，其在大中華地區將共

有4有4有 個目的地。

曼谷航空還計劃在未來開通蘇梅至臺北

的航班，且已和臺灣地區兩家大型航企均

達成了代碼共用協定，目前曼谷航空還與

香港國泰航空以及臺灣中華航空、長榮航

空皆有代碼共用合作。

曼谷航空的國際業務主要以東南亞航線

為主。目前曼谷航空共有27個目的地，其中

12個為泰國國內目的地，15個為國際目的

地。2017年其新增廣州與峴港、成都（規劃

中）三個國際目的地和1個國內目的地（夜

豐頌），峴港是其在越南的唯一目的地。

曼谷航空80%以上的國際航班座位量都

投入到了東南亞地區內的航線上。曼谷航

空另外3個國際目的地則位于南亞。

曼谷航空的主樞紐是曼谷素萬那普機

場。其在此機場的重點是為自己的21家代

碼共用合作伙伴以及70多家聯程合作伙伴

輸送乘客。目前曼谷航空大概有83%的座

位量都分配在曼谷，其中有22%投入到了

曼谷-蘇梅島核心航線上（截止至2016年12

月19日數據）。此外，其還在曼谷運營有至

8個國內目的地的航班，其中兩個屬于小眾

市場，由曼谷航空獨家經營，且機場也由曼

谷航空所有，這兩個目的地就是素可泰與谷航空所有，這兩個目的地就是素可泰與

達叻。達叻。

據介紹，曼谷航空在泰國境內運營多條

航線，同時在蘇梅島擁有機場。曼谷航空航線，同時在蘇梅島擁有機場。曼谷航空

于去年年初開通廣州航線后，就有了4于去年年初開通廣州航線后，就有了4于去年年初開通廣州航線后，就有了條出

發自蘇梅島的國際航線，其中兩條前往北

亞國家，兩條前往東南亞國家。這4個目的

地都沒有來自曼谷的航班。曼谷航空還有

5條出發自蘇梅島的國內航線，目前曼谷航

空約有34%的運力分配給了蘇梅島市場，

其中有22%投入到了曼谷-蘇梅島航線上。

曼谷航空在泰國北部的清邁也有一個小

型樞紐。其于2014年底在清邁機場啟動了

一個渦輪螺旋槳客機基地。2016年4月曼谷

航空開通清邁-夜豐頌航班后，出發自清邁

的航線就達到了6的航線就達到了6的航線就達到了條，其中4條為國內航線，

2條為國際航線。

■劉霈芯＝採訪報道

坡地區經理

Asavaphanlert
谷航空在缺席

2017

陸的航班，包括蘇梅島至廣州的航班；另

酷航開通直飛哈爾濱、夏威夷

2017年7月，酷航-虎航正式合併由新加

坡酷虎航空控股公司統一管理后，酷航

宣佈將開啟5個全新目的地，其中包括中

國哈爾濱、美國夏威夷、馬來西亞的古晉

（Kuching）和關丹（Kuantan）以及印尼

的巴領旁（Palembang）。五條新航線的

增加將使酷航網路擴展至18個國家的65個
目的地。

據酷航公共事務部經理符凱莉介紹，酷

航和虎航整合為單一品牌酷航（Scoot），所
有欣豐虎航的班機在酷航旗下營運，大大增

加酷航機隊陣容。酷航在去年12月開啟哈爾

濱直飛新加坡新航線，哈爾濱是酷航繼瀋

陽、大連后開航的第3個中國東北部城市，

也是酷航在中國（含港澳地區）的第19個開

航城市。旅客前往新加坡轉機即可前往更

多目的地。自12月1日起，每週二、週五和周

日，有三班飛機往返于哈爾濱與新加坡之

間，黑龍江省乘客可選擇反季出行，在天寒

地凍的冬季飛去熱帶島嶼游泳。

目前中國遊客搭乘酷航從新加坡除了轉

往中東和馬爾代夫以及東南亞地區，酷航去

年6月還開通長航線目的地，包括去年6月開

通新加坡飛往希臘雅典的直飛航線，同樣

採用波音787客機執飛；其他還有去年12月
開通的新加坡直飛夏威夷檀香山航線。

除了超高性價比的機票外，酷航憑借獨

特的酷航精神為乘客打造創新的旅程體

驗。據其介紹，去年7月酷航在中國市場聯

手螞蜂窩和杜蕾斯出品的「酷航小黃盒專

機」以及8月推出的空中Party，將酷航精

神融入到旅客的乘機體驗中，帶給旅行者

出行探索未知世界的靈感。

■劉霈芯＝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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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升級背景下
經濟型酒店如何打造國民酒店？
■劉霈芯＝採訪報道

國民消費升級已經成為當前的討論熱

點，但對于酒店行業來說，究竟什麼樣的

酒店才是人人住得起、人人愿意住、人人

都愛住的呢？

摩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副總裁何琳表

示，十年前住經濟型酒店這部分老客人，

他們的需求究竟有沒有變化？2010年經濟

型酒店行業對需求的剖析是酒店位置是

第一位，海外酒店行業亦同，緊接着就是

要睡好覺、洗好澡、上好網。今天這部分客

人的核心需求變了嗎？

將近8年后，這些核心需求依然還

在，只是他們的要求可能變了。以前要

求是夠用就好，現在客人會希望再好

用一些。

比如以前我們很早就有免費Wifi，但是

以前我們的需求是，有Wifi讓我上個網查

查郵件、收個郵件就可以了。可今天我們看

消費者對上網的要求是什麼？要高速免費

Wifi，因為現在大家把很多娛樂活動轉移

到了網上。需求的本質還在，就是要求變

了。

此外，這幾年新加入到經濟型酒店的新

消費者，帶來了很多新的消費升級需求和

新的著眼點。比如現在可能90后的客人已

經是當前消費主力軍，30多歲的客人都算

是比較年長的客人。現在的客人回饋最好

的、最喜歡的體驗，一定要是拍照好看、

發朋友圈炫，這特別重要。比如，如果酒店

客房床頭有個支架，躺在床上也可以看手

機，年輕人的需求為酒店業者帶來了很多

新的要求和挑戰。

國民酒店消費升級，如何利用更好

的紅利判斷未來更好的行業發展契

機？如何利用技術為市場帶來新消費

體驗的升級？

華住酒店集團首席執行官張敏認為，

隨着中國整個資金供應鏈和物業供應鏈

的情況，新增的酒店供應鏈速度，其實是

有限的。這樣一個供求關係，對于有實力、

有投資酒店經驗的人來說，是一個長期利

好。在這樣一個有利的環境下，未來什麼

酒店將會是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盈利

能力？這是我們持續研究的課題。

酒店業所有趨勢都應該是圍繞着消費

者來的，旅遊的消費者有兩種典型的人

群，一種人群是非常功能型的，他們追求

的是酒店的可靠性價比、方便性等等，另

外一類消費者是追求體驗，這個酒店給

我的旅行帶來了不一樣的體驗、新鮮的

東西、更加美好的感受、更多的想像力等

等。

基于這兩個分析，張敏進一步表示，未

來三種酒店的生意會很好。

1.第一類就是在基礎品質上做得非常

扎實的酒店，所謂基礎品質指的還

是季琦早年提的，睡好覺、上好網、洗好

澡，但是還要把隔音做扎實，把日常的衛

生做得非常徹底，要把日常的棉織品、布

草的潔白蓬鬆做得穩定，這樣的酒店是有

長期的生命力的。

2.第二類是非常有人情味的酒店，服

務可以體現出任何人之間的信任、

友愛，可以被像親友一樣的接待，這樣有

人情味的酒店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華住就

開始推行黃金手冊，強調待客如親友這樣

的理念。

3.第三類則是提供新鮮體驗的酒店，

包括美好設計、特別服務，會讓客戶

耳目一新。今年華住開始推出精品酒店，

尤其是生活方式酒店，受到了很多的歡

迎。

這三類酒店未來都會在中國市場上有長

期的生命力。

中國的旅遊企業，在過去的幾年中，很

好的利用了技術，利用了消費的變革，在

全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模式，而且逐漸開

始走全球化。

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則表示，大

眾旅遊時代需要國民酒店，經濟型酒店還

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不論任何時候，我

們都需要這樣一批能夠讓老百姓住得起、

享受得起、摸得到品質的酒店，這是我們

的基礎。

2016年國民旅遊達到了45.6億人次，

44.4億的國內旅遊，1.2億的出境旅遊，

2017年預計會超過50億人次。但是目前人

均消費才871元人民幣，這裡面包括交通，

包括觀光遊覽、吃東西買東西，留給住宿

的錢是多少？如果我們所有的酒店都是高

端奢華酒店，顯然能夠消費得起的人群，

肯定是非常少的。

廣大遊客對美好旅行生活的嚮往，也應

該是華住在內的旅遊住宿企業創新發展

的目標和動力。希望我們能夠探索出這樣

一套對國家的旅遊產業發展有價值的商業

驅動體系。

中國旅遊協會秘書長兼副會長張潤鋼

也指出，旅遊行業有兩個趨勢，一個是創

新，用技術幫我們減少掉那些重複的工

作，比如在機場排隊安檢，在酒店排隊等

待入住、等待離店，在景區門口排隊買票，

這些都是浪費我們越來越珍貴生活的重

複性的、無謂的工作。過去幾年從消費者

習慣和商業模式上，都看到創新和突破，

比如很多人在朋友圈裡看到，為了一款茶

排三個小時的隊，就為了拍張照片分享在

社交網路上。

而談到酒店升級和換代，業界還是比較

多的聚焦于設備，此外，也應該給予服務

和線上業務、數字技術更多的關注。因為

客人住店除了基本的衣食起居以外，更關

注方便和對服務的體驗。所以我們在討論

不管是經濟型酒店的升級還是更高檔次酒

店的升級，除了設備設施以外，未來在服

務方面、還有可能的人工智慧投入，這些

都支撐酒店產業升級換代的發展方向。

鄭州航空港萬怡酒店正式開業

萬豪國際集團日前宣佈，擁有270間客

房的鄭州航空港萬怡酒店正式開業。秉

承萬怡酒店品牌的服務宗旨，鄭州航空港

萬怡酒店將以誠摯熱情的服務、便捷的設

施，以及舒適的環境，為全球的商務及休

閒旅客打造全新的入住體驗。

鄭州航空港萬怡酒店地理位置優越，位

于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的核心區

域，距離地鐵站僅需5分鐘步行，距鄭州新

鄭國際機場T2航站樓5分鐘車程。賓客可

從容往來于市內主要交通樞紐、商業區及著

名景區。絕佳的地理位置使得賓客白天可以

便捷出行，夜晚則可以遠離都市生活的匆忙

與喧囂，盡享寧靜休憩時光。

北京萬達文華酒店華麗啟幕

北京萬達文華酒店于2018年1月1日在北

京華麗啟幕（原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

是萬達酒店及度假村旗下的第19家萬達文

華酒店。

酒店坐落于北京CBD國貿商區，擁有優越

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可輕鬆到達故宮、天

安門廣場等主要名勝古跡，距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僅需30分鐘車程。

酒店擁有417間客房，其中包括310間豪

華客房、63間行政樓層豪華客房以及44間
套房。總統套房面積達800平方米，私密奢

華，入住賓客可享受全天候管家服務。典雅

舒適的豪華客房及套房均配備了先進的電子

設備及當地特色藝術品，設計糅合現代生活

品味與傳統中國特色，京韻十足。

酒店共有14個宴會及會議場地，全部位于

酒店七層，可滿足會議主辦者和獎勵旅遊

機構舉辦各類慶典、晚宴、聚會、商務活動

等多樣化需求。

鉑爾曼酒店正式亮相瀋陽

鉑爾曼酒店宣佈瀋陽東方銀座鉑爾曼酒

店盛大開業，品牌旗下位于中國東北地區

遼寧省會的首家高端酒店。

瀋陽東方銀座鉑爾曼酒店作為城市度

假酒店，採用經典設計，內設317間現代客

房和行政套房，包括50間適合長住的寬敞

套房。長住套房配備廚房和獨立客廳，為

全家出遊的旅行者提供家外之家的完美體

驗。

酒店設有佔地1000平米的宴會廳和10
間配備先進科技設備的會議室，可容納

1,200位賓客，適合舉行各類會議、婚禮和

公司活動。健身設施包括水療中心、健身

俱樂部和室內恆溫泳池。

New Opening

周祥宇先生
天津生態城世茂希爾頓酒店
總經理

天津生態城世茂希爾頓

酒店任命周祥宇先生為酒

店總經理一職，將全面負

責酒店管理及運營工作。

周先生1996年加入酒

店業，擁有超過20年酒店

從業經驗，並累積了豐富的酒店運營管理

經驗。作為資深酒店經理人，周先生此前就

職于泉州泉商希爾頓酒店並參與了酒店籌

備開業。

相信憑借他豐富的酒店管理經驗，將代

領天津生態城世茂希爾頓酒店的團隊不斷

開拓創新，為更多的尊客提供優質的產品和

服務。

Mr. Marcel Holma 
上海素凱泰酒店總經理

日前宣佈由Marcel Holman（馬千里）擔

任上海素凱泰酒店總經理，管理素凱泰集

團首家中國大陸酒店的業務，負責為酒店

打造具有素凱泰特色的非凡體驗。酒店業

是Marcl的才能和興趣所在。他在荷蘭學習

酒店管理專業，后于1988年正式加入酒店

業。

充滿魅力的Marcel現身兼多職，他也兼

任了素凱泰酒店及度假村中國大陸酒店業

務副總裁，負責該品牌在中國大陸地區的開

發及拓展工作。

包佳生先生
三亞悅榕莊酒店經理

近日，三亞悅榕莊任命包佳生先生(John 
Bao)為新任酒店經理，負責酒店全面運營

及管理。包佳生先生擁有

二十年的酒店行業經驗，

擔任高級管理職位已有八

年，曾服務于香格里拉酒

店集團、萬豪國際集團旗

下酒店，參與籌備了寧波

威斯汀酒店、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

的成功開業。

在此次履新之前，包佳生先生擔任大連

雅樂軒酒店酒店經理一職。在過去二十年

的酒店生涯中，包佳生先生從前廳部經理、

房務部總監、行政助理經理、酒店經理等

崗位中，積累了寶貴的酒店管理經驗。

New Appointments

酒店任命周祥宇先生為酒

店總經理一職，將全面負

責酒店管理及運營工作。

店業，擁有超過

從業經驗，並累積了豐富的酒店運營管理

及管理。包佳生先生擁有

二十年的酒店行業經驗，

擔任高級管理職位已有八

年，曾服務于香格里拉酒

店集團、萬豪國際集團旗

下酒店，參與籌備了寧波

威斯汀酒店、大連一方城堡豪華精選酒店

↑(由左至右)何琳、張敏、戴斌、張潤鋼

（
攝
影
·
劉
霈
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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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國際市場需發揮
當地伙伴的積極性、能動性

JAN/FEB 2018 • TTG CHINA 14ViewpoiNt

一般企業多半採取先立足本地再放眼天下的策略，但最近這

兩、三年旅遊行業變化的速度非常快，加上中國已成為巨大市場的

現實優勢，企圖心高的企業，如PKFARE，在一開始就堅定地認為，

起步階段就要從全球開始做。然在取得國際伙伴合作信任的過程

中，其領悟到中國或外國企業「走出去」比較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包

容性不夠，沒有充分發揮當地合作伙伴的積極性和能動性。

PKFARE（比客）聯合創始人、戰略與發展高級副總裁 隋昕 

Q.請先介紹PKFARE的產品和商

業模式

隋：
PK FA R E（比客）是全球旅遊

產品的B2B交易市場。交易市

場裡有機票和酒店兩大產品線，為買家、

賣家等客戶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機票

產品線裡，又有為航空公司等合作伙伴

提供的針對性解決方案。就商業模式而

言，PKFARE做的是資源整合、連接和全

球分發，再由核心的技術和商務及服務理

念共同組成產品。

具象一點舉例：中國大陸的攜程、去哪

兒，臺灣的雄獅、東南都既向我們供應自

身的資源，同時也向我們採購自身沒有優

勢的產品。比如雄獅價格最好的機票都是

從臺灣始發的航班；如果有客人出于對雄

獅的信賴想自其購買大陸始發的機票，那

麼那麼拿到的價格肯定與大陸代理商的機

票價格有落差。但PKFARE在進行了全球

產品整合之后，可將該機票以大陸代理的

價格提供給雄獅，使雄獅克服價格劣勢，

依舊親自為客戶提供服務。

目前我們的供應商分佈在全球50多個

國家和地區，採購商分佈在30多個國家和

地區。

Q.此平臺與GDS的區別為何？

隋：
GDS的主要工作是進行資料的

整合：從上游把航空公司、酒

店、租車公司、郵輪公司等的庫存，連向下

游的旅行社和代理。但當中很多的協定還

是航空公司直接和代理談成的，比如代理

賣一個億可以多拿2%的提成等，GDS在此

是不介入的。而PKFARE除了資料連接之

外，同時也會把供應商和代理的商務協定

考慮進去，也就是說代理可以看到已經扣

除了提成的價格。此外，平臺還把分銷和結

算體系打包；代理在做分銷的同時，平臺就

已經幫他把清算也完成了

Q.為什麼PKFARE不是先紮根本

地，而是一開始就畫出全球版

圖？

隋：
幾個合伙人之間曾針對這個問

題做過大討論：到底是採取「農

村包圍城市」的方法，還是「先佔領城市再

發展到農村」才好？ 最后我們看到了清

晰的目標，就是一定要先把全球市場做起

來。理由有幾個。

第一，任何國家的產業都會受政策的影

響；深耕單一市場，尤其對于新興

公司而言，風險較高。在我們目前

風險較為分散的佈局之下，任何一

個市場政策的變動都不會影響我們

超過5%的收益和盈利水平。

第二，作為一家中國企業，開拓全球市場

的優劣勢很清楚：優勢是，中國是

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人人都想和

中國做生意。劣勢是，坦率說，有一

部分中國企業服務參差、缺乏信譽

或口碑不好，使得一些潛在國際合

作伙伴在考慮與中國公司合作時，

會有一些顧慮。在全球擴張的初始

階段，我們也確實不斷努力提升潛

在伙伴對我們的信任。

第三，我們的核心價值是連接全球旅業

伙伴。若把一個市場做得特別扎

實、產出特別好，我們將無法把精

力放到其他市場上，從而偏離自身

核心價值。基于這三點，我們堅定

地認為起步階段就要從全球開始

做。

Q.剛才提到挑戰之一是贏得潛在國

際伙伴的信任。這難道不是打打

交道、喝喝酒就可以解決的事嗎？

隋：
其實不是，因為不同文化對信任

的概念不太一樣。比如日本是相

對保守的國家；日資企業在海外擴張的過

程中，通常會派「自己人」管理海外分公司

或辦事處。我們在和日本兩大旅遊集團談

的時候，HIS花了約11個月，JTB近17個月，

最終才把合約敲下。對這兩家公司而言，

這也是他們與外國公司非常難得的一次合

作。又如，在日本、韓國，如果不會說管理

層習慣的語言，很難和他們建立超越公事

的、比較個人的關係，這點又和英語系國

家不同。

我們在談美國和加拿大的合作伙伴時，

速度就快很多，有時一、兩個星期就能達

成一項協定。每個地區，博得信任的方式

和挑戰不一。

Q.非洲、南美可能會更困難嗎？

隋：
是。我們之前在發展南美的過程

中，覺得最大的挑戰除了西語和

葡語的隔閡以外，還有它看似一個地區，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法律和規則。假

如非洲是我們拓展的最后一塊土地，那南

美就是倒數第二吧。但經過比較充分的市

場調查后，我們認為南美的機會還是非常

大，所以將進行大規模的業務開發。

Q.在發展國際市場的過程中，是否

有先例借鑒？

隋：
我們現在看到比較多中國的支

付公司，比如支付寶、微信等在

日本、韓國甚至歐洲都已經獲取了支付的

牌照，並在當地有一定的業務量。他們如

何比較迅速地把市場做下來？另外比如

Expedia, Ctrip等旅遊公司走向海外時，在

一些區域走得比較快、一些走得很慢，有

些地區則需通過收購等形式才能進駐市

場。我們如何做得比他們更快或更好？這

些都是我們在考慮問題時，會充分借鑒的

經驗和教訓。

比如，有些企業在走進已有中大型競

爭對手的異地市場時，即便知道作為外

國公司要瞭解當地市場和文化，並建立起

能與當地品牌抗衡的用戶信任感和依賴

感非常困難，卻仍希望成立自己的公司、

用自己的人，沒有充分發揮當地合作伙伴

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從中可以推測，中國

或外國企業「走出去」比較失敗的原因，可

能是包容性不夠。

Q.作為一種新型平臺，談客戶時是

否面對很大的挑戰？

隋：
其實無論是旅遊集團還是中小

型旅行社，每天面對的業務就是

我們所涉及的服務領域，我們也非常清楚

他們的痛點是什麼，因此他們能很快反應

到「哦，你們是這樣幫我賺更多錢的。」

但由于我們與風投合作（每一輪有投資

人進行投資，幫助我們迅速擴大規模），

因此最大的挑戰是讓非行業內的投資人

瞭解這種商業模式。在這個產業，從生產、

分銷、清算、終端銷售到最終使用者的體

驗，是一個極長的鏈條，而我們做的，坦白

說是門檻和技術含量都較高的事情。所以

投資人要理解，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學

習。

Q.說服「外行人」投資的關鍵是什

麼？

隋：
目前世界範圍內只有一家印度公

司Mystifly能與我們有一定程度

的比肩，在中國沒有；兩年的時間擴展到現

在的規模，是說服投資者的關鍵之一。另一

方面，作為B2B公司，我們在不像B2C公司

般做任何補貼或低價促銷又保持一定毛利

的情況下，業務增長依舊迅速，也能向資本

市場或者「外行人」說明這塊業務的前景

如何。

Q.PKFARE與Mystifly的區別為

何？

隋：
相似之處是，Mystifly稱自己的

供應商體系布及70多個國家；區

別是，他們更像是B2B旅行社，而我們是交

易市場，歡迎盡可能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希

望無論是買家或賣家，都能找到讓我們幫

助他們實現效益最大化的方式。

從產品創新和市場把握的角度來說，

這兩家公司也有不同：PK FAR E在提供

交易平臺的同時，也從每一筆交易萃取

大資料，為產品生產方（酒店、航空公司

等）提供解決方案，幫助他們賺更多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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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國際市場需發揮
當地伙伴的積極性、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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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個比方，客人在查詢機票時，航空公司

不會考慮客人具體是誰或競爭對手的情

況，只會根據自己的銷售情況賣貴一些

或便宜一點。但在不考慮競爭情況時，航

空公司會流失掉很多銷售機會，因為產

品幾乎雷同時，機票價格的差異可以非常

大。PKFARE能做到的是，讓航空公司從

被動的開價，轉換成主動的接受或不接受

我們的開價。

比如，假設一名長榮航空金卡會員每個

月都要從大陸飛臺灣，華航很想要這筆生

意；在不考慮客人是誰的情況下，華航只

會根據銷售情況給出機票價格。但如果把

客人的屬性和參數放到詢價過程當中，那

麼華航就會反應到這名客人是自己的目標

客戶。

如果同樣的機票賣給其他人是2千元，

華航就可以針對這名客人開出1,500的票

價，利用第一次價格一定程度的妥協，吸

引到潛在忠誠客戶。反過來看，有可能某

機票3千元就可賣出，但針對某位客人我們

建議賣4千元，那麼航空公司可能就多賺

一千元。

我們不可能對每一位個別查詢者都作

出細緻的分析，所以PKFARE會以交易

資料創造出巨大的池子，把客人打上標籤

（例如，由客人提前預定的時間、旅行人

數和停留時長，得出該名客人是商務旅行

者還是休閒旅行者，甚或是情侶抑或家庭

同遊的結論）。

收益管理的核心要素正在于針對不同客

人提供不同的價格，因此識別這些標籤，

能幫助賣家使盈利水平最大化。這是我們

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當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

Q.酒店方面也會有所著墨嗎？

隋：
坦白說，PKFARE創始人的背景

在航空領域，所以酒店方面，我

們還在學習和摸索的階段。在這一塊，我們

的首要目標是解決行業伙伴的一大訴求，

也就是渠道查詢的麻煩。因為在為客人預

定酒店的過程中，旅遊經理需要對銷售渠

道做大量的查詢；尤其在中高端或商務客

人有指定酒店的情況下，掃遍所有渠道瞭

解個別酒店的價格和空房情況，其實是很

頭痛的一件事情。但若旅行社或商旅經理

登陸PKFARE預定門戶，所有渠道的價格

和庫存將一目了然，使其從而得以拿到有

房的最低價格。這可以看成是Kayak的2B

版本。

Q.但酒店和企業的協定價或增值

服務這些非標準化要素，如何在

平臺中體現？

隋：
我們正在考慮針對企業推出新

產品，但現在面臨的挑戰是，酒

店行業相對比較分散：沒有類似GDS這樣

的企業進行資料集中，且酒店對每一個渠

道給出的庫存配比又不同。比如酒店雖與

某家公司有協議，但在差旅者出行的時段

卻不一定有房間，然而其他OTA或批發商

的手上，可能又還有。怎麼把每一個渠道

的庫存都拿到？

相對而言，航空業就容易許多，因為他

們的庫存都在自己的系統裡，不同管道做

預留的現象不是特別強。

Q.有考慮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嗎？

隋：
第一步，我們計劃通過酒店集

團、區域型批發商和全球經銷

商，先使庫存和價格儘量豐富，讓客戶先

使用產品再在使用過程中把自己的協定價

格上傳到系統，從而使平臺滿足他們的個

別需求。增值服務這一塊（比如幫客人訂

車），我們就留給合作伙伴來發揮。作為互

聯網企業，還是希望產品盡可能標準化，

減少人工干預。

Q.可光是比價，不以價格取勝的供

應商（比如達美航空）不就永遠

處于弱勢？

隋：
事實上美國三大航空公司美國

航空、達美航空和美國聯合航

空都是我們的戰略伙伴。其中，達美航空

和美聯航都是航空產業裡科技創新的領

航者，常率先推出新的概念和產品。以達

美航空的例子來說：過去，達美同一條航

線的產品可以多達上百種價格組合，使

消費者的選擇有一定困難。為了減小選

擇難度，達美近期將產品依靈活度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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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幾種類別，每一種類別之下又以不同

價格提升其收益水平。在與我們的合作

中，PKFARE負責幫助達美識別每一位客

人應在何種價格水平上做銷售。

這確實是一種博弈。一來，航空是毛

利比較薄的產業，二來，航空靠網路實現

收益，再者，平均而言，航空公司的上座

率永遠不可能達到100%（再好的航空

公司，全年上座率能達80%以上也不容

易）。這種背景下，收益管理以及如何將

價格和產品都與競爭者拉開距離，在航

空業顯得特別重要。

然而，目前約占到市場40%以上份額

的OTA，卻已經在用戶間培養了「價格最

便宜的排在最前面」的習慣。這就使得最

便宜的機票永遠會排在第一頁，而品質較

好但票價較高的產品，可能就會排到第二

或第三頁，但用戶通常很難有耐心翻到后

面看產品如何。如此，強調安全、座椅舒適

或餐食更好的航空公司，自然希望改變這

種排序結構。

與此同時，不同客人也會有不同的需

求，比如多帶一件行李、免費選座或購買

長航班的Wi-fi等。因此PKFARE與航空公

司做的直連項目，也會把這些元素加到票

價查詢系統當中，改變客戶看到的產品排

序。這將讓增值服務多或品質好的產品，

更有機會被賣掉。

Q.除了機票和酒店，景區、觀光活

動等方面，PKFARE也有延伸業

務的計劃嗎？

隋：
這是我們的第三步。我們注意

到，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前去參

與ITB、WTM等全球旅遊展會，但能立即

把事情談成的業者非常少；更多人是去瞭

解旅遊市場的動向。從旅遊景區的角度，

我們認為最大的挑戰有幾方面。

首先是產品信息度的問題。今天中國客

人要瞭解日本、韓國或臺灣的產品都相對

容易，但秘魯或厄瓜多爾產品的信息就非

常少；同時，很多賣家對特定市場感興趣，

但獲得的信息不足以使其瞭解不同客源國

的文化和旅遊習慣如何（是喜歡探險還是

走馬觀花？），市場無從涉足。

其次是產品的規範化水平不足。比如一

次行程到底應該多久、有沒有導遊和車，

等等。

景區、門票和觀光產品，我們計劃2019

年開始做，策略首先是將產品規範化，也

就是在行業裡推出具體標準。比如，將一

日遊劃定為8小時，半日遊4小時，所有服

務須在時間段內完成。這一方面方便客人

定制自己的行程，另一方面也能將產品的

規範度提升到新的水平。

其次是把報價、余位、確認、支付等程

式盡可能自動化，省去需要大量來往溝通

的環節，讓交易在平臺上一站式完成。

再次是把產品描述也規範化，使目標客

人明確瞭解產品情況。最后是把針對不同

文化的客人所提供的服務規範化，讓同一

種產品為南亞人、中東人或歐洲人提供標

準化的不同服務，讓供應商知道「只要提

供這樣的服務，就能在平臺上拿到這一種

客源。」因為我們在南亞、歐洲等各地的

Workshop發現，不標準化的狀態其實也令

供應商感到很困擾。

Q.說服供應商提供即時庫存資料

和最優採購價格的關鍵點是什

麼？

隋：
在PKFARE出現之前，我們的

供應商多以本土銷售為主，需面

對較大的競爭壓力；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本

土市場以外在全球市場分銷的機會。因此

他們會看到逐漸增量的商機，從而有興趣

把好的資源向我們的平臺投放。

Q.業務發展至今，PKFARE主要克

服了哪些挑戰？

隋：
因為這個平臺目前在全球不算

是有競爭者，所以挑戰主要來源

于自己。這有幾個部分。

首先，我們是成長特別迅速的公司，所

以人員的招募、培訓及使他們更好地適應

工作和企業文化，是挑戰之一。

其次，在相對發達的國家，PKFARE

品牌還算有認知度，但在相對落后卻有

極大市場潛力的地區，我們還沒有找到

行之有效的市場開拓之道。比如在非洲，

目前我們只在南非和肯亞有合作伙伴；

廣袤的非洲大陸上，我們還未能完全做

好佈局。

所以在全球擴張的過程當中，我覺得去

瞭解當地的文化、習俗、法律、規則，也是

我們團隊面對的一大挑戰——雖然這個團

隊能講11種語言。

Q.沒有競爭對手，是不是也會讓成

長方向比較難掌握？

隋：
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看，我們是

在和時間賽跑，因為最近這兩、

三年旅遊行業變化的速度非～常～快，所

以我們也有很大的壓力和危機感，希望能

更快地推出更好的產品。可以說我們的競

爭來自行業的變化，來自變化中對行業脈

搏和前沿的把握。

Q.PKFARE的「動態套期保值金融

策略」，可否解釋一下？

隋：
這是我們在行業裡推出的一種

前沿金融產品。由于採購商向

我們做的支付和清算有即時性（為確保供

應商能收到款項，在交貨之前我們會先收

到採購商的款項），但我們支付供應商有

帳期。

而帳期中，因我們接收和付出的貨幣共

約30種——可能向採購商接收人民幣，向

供應商支付澳元——任何政治或安全性

事件所造成的匯率波動，都有可能對我們

產生或正向或負向的影響。比如，特朗普

上臺時，墨西哥比索掉得特別厲害、英國

脫歐后，英鎊也大跌。

為了抵禦風險，我們以此產品來進行動

態套期保值。意思是，採購商在支付的同

時，我們就和金融公司鎖定一個匯率；在

我們支付供應商時，若比原先更合適的匯

率出現，我們就不使用鎖定的匯率，但若

在我們向供應商進行支付時匯率變得不合

適，我們就啟動合約。

將來如果能從其他國家獲得清算或支

付牌照，我們也希望將此產品推及所有

伙伴，進一步提升他們交易的便利性。從

我們「懂旅遊」，現在又努力鑽研如何把

金融和旅遊相結合的背景來看，我們認為

「旅遊+金融」是自身優化很好的方向。

Q.未來有進軍B2C的計劃嗎？

隋：
目前沒有。我們希望通過全球合

作伙伴為消費者提供服務。

Q.未來的發展進程表？

隋：
2017年下半年完成非洲以外的

全球市場佈局之后，2018年我

們將重點推出幾個新產品，其中包括航空

公司解決方案。接着，我們會向旅行社、

商旅管理公司和OTA等推出動態產品打

包方案，比如，在選定機票的同時把酒店

等其他項目也做好預定。2018年中我們

將致力推動非洲業務發展。2019年起，在

已建立好的供應商和採購商體系之上，

我們會開始做目的地和觀光產品的規劃

和推廣。

Q.進展如此迅速，「人才」策略為

何？

隋：
我們當前的人力有兩個重點。一

是商業拓展，因為很多事情還

是需要面對面溝通，效率較高。二是研發

團隊，這方面的成本會高一些。我們計劃

2018年將團隊發展到約400人，2019年團

隊規模達500-600人左右。

從成立至今，我們產品研發團隊的人員

比例始終占到50%以上，是比較典型的互

聯網科技公司結構。我們的總部在深圳；

之所以選在北京開設分公司，也是因為北

京的高校較多，讓我們更易于接觸新鮮人

才。總體而言，中國科技人才的供給還是

充分的。

Q.對于中國品牌被國際市場所接

受，有何看法和期許？

隋：
從汽車、家電到手機，中國品牌

已越來越快地被外國消費者所

接受。但中國互聯網公司目前頂多快速發

展到亞太，受歐美市場認可的速度仍相對

較慢。

不過畢竟我們暫時不會面對終端消費

者，所以從大的市場群體來看，我們還不

會有太強的挑戰。我們更希望以頂尖的技

術、易于使用的產品、高品質的服務和無

風險的保證，在行業上立足和建立好的口

碑，作為中國品牌，至少受這個行業所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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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爾代夫旅遊局官方資料，截止

2017年10月，馬爾代夫已接待的全球遊客

人數超過100萬人次。2017年10月單月同比

增長8.9%。而中國依然是馬爾代夫最大單

一遊客市場，占比近1/4。2017年前9個月，

中國赴馬爾地夫遊客接近24萬人次，緊隨

中國之后的是英國和德國。另一方面，2017

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挾無可取代的資源

馬爾代夫加大中國市場推廣
為了更好地促進旅遊業的發展，馬爾代夫計劃在2018年投入更多的旅遊預算，推動旅遊業增長，其中

包括增加在中國和中東地區等重要旅遊客源市場的營銷推廣工作，以及放緩租賃島嶼發展度假村計劃。目

前，中國依然是馬爾代夫最大單一遊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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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至9月，馬爾地夫實現旅遊商品及

服務稅收入約31億拉菲亞（約合2.01億美

元），同比增長3%。

其實，中國自2010年8月開始，就已經成

為馬爾代夫的第一大客源國。中國赴馬爾

地夫遊客數量從2010年開始增長，2014年

達到36.4萬人次的峰值，首超馬爾代夫人口

年深圳國旅新景界、馬爾代夫旅遊局、美

佳國際航空攜手合辦「馬爾代夫旅遊巡展

會」推介會，活動旨在吸引更多的中國運

營商、投資者和旅遊愛好者到馬爾代夫投

資和度假。同年，馬爾代夫旅遊局在中國北

京和上海設立辦公室，並展開一系列公關

活動。馬爾代夫旅遊局另于6月參加2012北

京國際旅遊博覽會，同時，舉行馬爾代夫旅

遊局中國旅業交流會。而2014年，馬爾代夫

旅遊局攜手12家展商，于中國重慶、成都和

廣州舉行了巡迴路演活動，旨在深化中國

市場的開發，擴大推廣範圍，宣傳當地沉靜

的自然之美與精緻的度假環境。

馬爾代夫的自然環境美輪美奐，有着深

藍的大海、綠寶石般的珊瑚礁、潔淨的白

沙和棕櫚樹。當地的天氣宜人：陽光普照

的白晝，微風輕拂的夜晚，溫暖芳香的清

晨，以及虹色流離的黃昏。另一方面，作為

世界上最好的潛水勝地之一，上千座大大

小小的海島彙聚成環礁，使馬爾代夫擁有

了世界上最壯觀的潛水資源。數百萬年的

潮汐及地殼變化，為當地的海底創造了各

式各樣的洞穴、珊瑚礁、懸崖峭壁，和各

種佈滿珊瑚的海底迷人殘骸。而上千的珊

瑚、魚類、哺乳動物和海龜等海洋生物，也

是馬爾代夫成為世界最受歡迎潛水勝地的

原因。馬爾代夫是情侶的蜜月天堂，同時，

總數。近年來中國赴馬遊客數量保持在每

年30萬人次以上。30萬人次以上。30

記者從多家旅行社業者瞭解到，馬爾代

夫2012年至2014年在中國的宣傳力度最

大，當時中國遊客赴馬爾代夫的旅遊人數

呈現大幅攀升的態勢。同時，馬爾代夫開始

提供中餐、中文標識，以及中文服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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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家庭遊也很喜歡此目的地。

攜程旅遊事業部公關總監彭亮表示，中

國和馬爾代夫于12月7日在北京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和海洋領域合作檔，顯示對南亞地

區越來越大的戰略興趣。此合作進一步的

推動旅遊。目前中國遊客在馬爾代夫平均

停留時間7.2天，消費人均11,226元。馬爾代

夫在中國遊客心目中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他指出，目前較為熱門的路線為：馬爾代

夫+斯里蘭卡、新加坡、香港。馬爾代夫主要

產品類型是自由行，銷售方向也是以自由行

為主，輔以斯里蘭卡、新加坡、迪拜等地的

連線遊產品。攜程馬爾代夫共有2千多條產

品，幾乎覆蓋馬爾代夫所有的島嶼，且攜程

與馬爾代夫酒店直接簽約，去除中間環節，

為用戶提供最優惠的價格。由于是直接簽

約，攜程與大多數島嶼有着非常好的合作

關係，遇到問題可以與酒店直接溝通。

馬爾代夫各島面臨同質化？

一名廣東旅行社業者表示，近年來，隨

着收入的增長，國內遊客從早先的觀光游

向度假遊轉變，海島遊更符合度假遊的概

念。目前，雖然馬爾代夫有着一島一美景、

一島一酒店的特點，但如果把馬爾代夫的

每一個島嶼都看做一個海島目的地的話，

馬爾代夫旅遊面臨着同質化的問題，基本

以機票加酒店的打包產品為主。

他建議，馬爾代夫可在差異化服務方面

做出提升，比如每個島嶼可設計不同主題

活動的主題遊產品。或是可打包更多不同

特色的島嶼旅遊資源，開發多島度假旅遊

產品。亦或是針對中國遊客，海島可增設中

式菜肴、配備中文翻譯以及會說中文的服

務人員。

不過，Coco Collection Resorts：
H ote ls：Re t r e a ts營銷總監S hafa 
Shabeer分享到，酒店針對中國市場的宣

傳，聚焦于吸引想要來馬爾代夫度蜜月的

夫妻。客人的預期和酒店提供的浪漫私密

環境完美吻合。雖然市場上還有對馬爾代

夫度假村屬相似產品的普遍誤解，但是酒

店訪客往往會發現每一個島嶼和度假村

都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品牌、氛圍，還

是體驗。Coco Collection Resorts：Hotels 

：Retreats的項目非常聚焦于打造一個時尚

奢華又讓人放鬆的環境。酒店和一些當地

旅行社業者合作，也和中國旅遊運營商合

作，針對目標客群銷售產品。為了讓中國遊

客更適應住宿環境，酒店從方方面面進行

了調整，增添中國遊客喜歡的設施設備、

盥洗用品、迷你酒吧產品，同時，確保酒店

主要接觸點，都有會說中文的員工，提供

順暢的溝通管道。

過去幾年，明顯可看到，中國市場對馬爾

代夫而言，是最快速增長的市場之一。在

2017年，此情況依然如此，尤其是在奢華

領域。他指出，以其酒店為例，中國遊客數

量從2016年的18,954人次，成長到2017年11

月的21,195人次，占總體市場的17.6%。最

能滿足中國客人預期的項目，為Coco Bodu 

Hithi，此五星級奢華項目在北瑪律環礁，

擁有沙灘別墅和三種類型的水上別墅。別

墅中有私人泳池，周邊還有大範圍的戶外

空間和露臺，提供客人周全的私密環境。截

至2017年11月，該酒店的中國客人占比達到

35%。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消費者中，很大一部

分是擁有超高淨值的個人和快速增長的中

產階層，消費能力非常強。他們非常樂于在

獨家經驗、豪華別墅和不同餐飲選擇上進

行消費。就停留時間而言，通常中國客人偏

好較短的假期，約3至4晚，不同于歐洲客

人常入住一週。就房間類型而言，酒店一直

接收到許多中國遊客想要間隔入住（Split 

Stays），以及入住水上別墅的請求。另外，

越來越多中國遊客也想體驗主打綠色環保

與自然融合的Coco Palm Dhuni Kolhu。

馬代遊多為高端自由行

一名廣州旅行社業者補充到，高端自由

行遊客一直是中國赴馬爾代夫的主要客

群。隨着中國出境游遊客消費習慣的變化，

目前，度假型酒店成為最受青睞的豪華酒

店形式。而私人定制旅行服務的普及，使

高端旅遊者對旅行綜合體驗的要求提高，

不再滿足于傳統的團隊遊模式。馬爾代夫

遊幾乎均為自由行，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自然

資源，馬爾代夫的1,200余個小珊瑚島是其

吸引自由行遊客的原始競爭力。可供選擇

的幾百個海島上都開設有不同的酒店，而

各個海島基礎設施的完備性、配套服務等

方面也不盡相同。綜合好評率及受歡迎程

度，中央格蘭德艾蘭、寧靜島、安娜塔拉笛

古島排在前三位。

而中國遊客到訪馬爾代夫存在着時間限

制，具有很強的季節性。從季節分佈來看，

每年4月到10月，是中國、韓國、日本等亞洲

國家遊客最紮堆的時間段，而中國遊客到

訪的最高峰時段則出現在中國的春節、黃

金周、中秋節。

中國市場服務競爭力大幅提高

途牛馬代BU副總經理劉媛媛強調，僅

2016年，中國遊客就占到了馬爾代夫入境

總遊客人數的近1/3，可以說2016年，三個來

馬爾代夫的遊客中，就有一個中國人。當地

傳統的度假酒店已不能完全滿足中國遊客

的個性化、多元化需求，這便刺激了一些島

上民宿業的興起，更讓不少島民逐漸擺脫了

貧困生活。另一方面，馬爾代夫馬累機場增

加了免稅店，在滿足中國遊客購物需求的

同時，拉動了當地人就業。另外，馬爾代夫

開了很多中餐館，很受當地人以及中國遊

客的喜歡。而且隨着中國遊客的日益增多，

越來越多的馬爾代夫人開始學習普通話。

如今馬爾代夫95%以上的酒店都有會講中

文的服務人員，各家酒店都在加大對員工

的中文培訓力度，提高服務競爭力。

攜程旅遊事業部公關總監彭亮分析到，

馬爾代夫對中國公民實行落地簽證，持有

效期6個月以上普通護照，至少有1-2頁空

白頁，可在馬累國際機場申請落地簽證。

落地簽證有效期為30天，無需交納任何費

用，這個很受遊客歡迎。國內北京、上海、

昆明、香港等城市均有直飛馬爾代夫的航

班。分別由東航、南航、上航、川航和美佳

航空執飛。需注意的是，美佳航空目前只

跟旅行社合作，旅行社提供套餐，單獨購

買機票需要跟旅行社協商。航班方面，香

港新增了香港航空的航班，東航上海直飛

馬爾代夫和首都航空北京直飛馬爾代夫在

中國市場相對較旺的寒假春節等，都增加

了航班密度。

同樣的，Coco Collection Resor ts：

Hotels：Retreats營銷總監Shafa Shabeer提

到，目前正在享受中國東方航空每週三班

從上海直飛馬累，以及北京首都航空，每週

三班從北京直飛馬累的好處。 此外，馬爾

代夫航空從成都、西安、重慶和南京也都

有往返航班，而且斯里蘭卡航空也有往返

上海、北京、昆明和廣州，國泰航空則往返

香港。

▼ 平均停留時間7.2天

▼消費人均11,226元

▼  到訪最高峰時段出現在中國春節、
黃金周、中秋節

▼  2017年1~9月，赴馬爾地夫中國遊
客近24萬人次

（
提
供
·C

oco C
ollection

）
中國遊客在馬爾代夫

馬爾代夫門戶機場擴建工程年中完成

Airport

為了改善門戶機場－納西爾國際機場年

吞吐量僅400萬人次，以及機場跑道僅可

起降中型客機的侷限，馬爾代夫正在推進

機場升級工程，以提升機場接待能力，進

而促使觀光產業升級。此由中國提供資金

進行的改擴工程，從2016年7月開工的填海

已于2017年5月結束，整體工程預計在2018

年年中完成。

北京城建國際事業部副總經理羅偉

表示，馬爾地夫處于印度洋要道，是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驛站，也是「一帶一

路」沿線上的重要國家。機場擴建項目是

投融資加設計施工一體化工程，中國進出

口銀行提供融資支持，由許多種類施工組

成。很多施工內容不僅是城建集團的「第

一次」，也是中國建築企業的「第一次」。

為了不影響正常起降秩序，項目每天凌晨

12點至6時施工。由于土地基本上已全用

作機場建設，只能先使用部分未來遠機位

停機坪建設用地作為臨時場地，后期再行

搬遷。

由于當地物資匱乏，幾乎所有的建築、

生活材料都需要從周邊採購及進口。不

過，種種困難沒有阻擋中國的速度，2017

年5月填海結束，項目部完成了約540萬立

方公尺的填方量，相當于2個半昆明湖大

小，更在2個月內搭建完成一座容納800人

生活的高質量營地。另外，項目涉及多項

技術標準，除機場飛行區按照國際民航

組織的規範和標準設計、建造與驗收外，

所有建築都得按照中國的規範進行。可以

說，這是中國標準首次應用在國際機場舞

台上。

擴建后的機場不僅能起降大型客機，有

效提升運輸接待能力，還可以給當地帶來

總額超過47億美元的淨收益。同時，建設

項目帶動了地區經濟發展，提供約9,000個

就業機會，建成后為當地旅遊相關產業創

造約7.5萬個就業機會，就業率增加20%。

機場改擴建工程將成為馬中2國在「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標誌性項目。

馬爾代夫駐華大使費薩爾·穆罕默德說

明到，目前馬爾代夫正著手增加中國城市

與馬爾代夫之間的航班。一旦機場擴建項

目落成，預計會有15個新的度假村在今后

幾年內完工。馬爾代夫需要更多的中國赴

馬爾代夫航班，讓更多的中國遊客來馬累

遊玩，政府已經準備好協助這些航線進入

馬爾代夫，每年為其帶來新的訪客。

機場其實不是第一項中助馬爾代夫的

項目。2015年，中國為馬爾代夫興建有史

以來第一座跨海大橋，其命名為中馬友誼

大橋，全長2,000公尺，接通首都馬利到機

場島，解決當地各島嶼之間要靠擺渡的侷

限。中國協助興建，但並非全部無償，只有

部分援助，其他由馬國自籌款，另有一部

分向中國貸款。

此外，2017年11月，中企承建的馬爾代夫

大型保障房項目開工，這也是中國企業在

馬爾地夫承建的體量最大的建築。項目位

于馬爾代夫胡魯馬累島上，中標合同額達

4.34億美元，包括16棟地上25層的高層建

築，總建築面積為45.19萬平方米，規劃建

築,7000套住宅。胡魯馬累島作為首都馬累

旁的一座人工島，面積約4.5平方公里。開

建保障性住房項目，不僅能切實解決馬爾

地夫國民住房的需求，也能提升馬爾地夫

旅遊形象，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項目的實

施推動了中馬雙邊經貿發展跨上一個新臺

階。

據悉，該項目完全是按照中國標準設

計，充分考慮到胡魯馬累島為人工島的特

殊地質條件，在結構、設計方面進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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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設計圖紙都獲得了當地甲方和顧問公

司的高度認可。項目所需鋼材、水泥、砂石

等建築材料，全部由中國國內海運至馬爾

地夫。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副總經理劉錦

章認為，項目將會提升中國建築在世界的

品牌影響力，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開展

國際產能合作做出積極貢獻。

▼  可以為當地帶來總額超過47億美元
的淨收益

▼  帶 動了 地 區 經 濟 發 展，提 供 約
9,000個就業機會

▼  為當地旅遊相關產業創造約7.5萬個
就業機會，就業率增加20%

▼  將成為馬中2國在「21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的標誌性項目

馬爾代夫
納西爾國際機場擴建項目

（
提
供
·M

ale A
irp

ort

）

Hotel
全新小眾奢牌酒店插旗馬代

2018年到2019年的馬爾代夫又將迎

來眾多全新小眾奢牌酒店，提供遊客更

多度假住宿選擇。全新酒店包括：LU X* 
Nor th Malé Atol l、Baglione Resor t、
EMERALD MALDIVES RESORT AND 
SPA、Mövenpick Kuredhivaru等。

其中，LUX* North Malé Atoll預計將于

2018年4月開幕。其為馬爾代夫第二家麗世，

位于未經開發的六公頃島嶼Olhahali上，一改

海島無處不在的茅草屋，以白色為主調，繪

製一幅「航海」藍圖。酒店由新加坡設計團

隊Miaja打造，將60間雙層住宅置于海灘或

水上，超過255平方米的舒適空間，旨在打破

馬代度假的空間和風格模具。

最特別的是120平方米「甲板式」露臺，懸

于建築與瀉湖上方5米處，住客可以在此曬著

日光浴，暢想乘風破浪的豪情，或是在星空

下眺望著礁石上的珊瑚礁。

而Baglione Resort計劃將于2018年3月開

業。這個創立于1974年的意大利品牌酒店，

偏愛歐洲最偉大的歷史中心，走過意大利、

法國和倫敦中心后，至今已形成7個獨立酒店7個獨立酒店7
集合。2018年春，即將把意大利式的熱情好

客帶入人間天堂馬代。還未開業已被納入立

鼎世（LHW）旗下。

遊客可自首都馬累乘坐40分鐘的水上飛

機，抵達達哈魯環礁Maagau島嶼。酒店96
棟傳統別墅或眺望花園或直面清透的海水，

原木原色的清爽空間，用大幅落地玻璃引入

豐沛的陽光，不遮掩的屋頂透過生機盎然的

綠植，室內外自然無界限。

EMERALD MALDIVES RESORT AND 
SPA是羅馬品牌首次入駐馬爾代夫，其規劃

將于2018年10月開幕。2013年推出的羅馬品

牌Emerald Collection還很年輕，目前僅在坦

桑尼亞的桑吉巴擁有2處物業（一處為頂級

度假酒店，一處為餐飲據點），在馬爾代夫的

第二家酒店也早早成為立鼎世成員。遊客必

須搭乘45分鐘的水上飛機，以及20分鐘快艇

后，才能到達。在20公頃土地和100公頃瀉

湖組成的Fasmendhoo島嶼上，120棟別墅

林立其間，均分成60個海濱別墅和60個水上

別墅，大部分別墅都配備私人泳池與按摩浴

缸。

另外，計劃在2 018年第二季度開業

的Mövenpick Kuredhivaru是瑞士酒店集團

在馬爾代夫的第一站。Mövenpick品牌在

全球已擁有83家酒店。首次入駐馬爾代夫

Kuredhivaru島上，是為數不多的私人島嶼。

設有33間海灘別墅和72間水上別墅，還有5
處各具特色的餐飲空間，提供到訪者新鮮捕

撈的海鮮、浪漫唯美的日落餐廳，還有熱情

洋溢的燒烤酒吧等體驗。世界著名的潛水點

聖誕樹和Orimas Thila近在咫尺，而最新發

現的鯨鯊僅需乘快艇20分鐘。

其實，G r a n d  P a r k  K o d h i p p a r u 
Maldives、Fushifaru Maldives、Kihaa吉哈

島酒店已陸續在2017年開業。其中，位于知

名環礁Baa Atoll的Kihaa吉哈島酒店一價

全包，一日三餐+酒水飲料無限量暢飲+免
費Spa+免費出海活動。Baa Atoll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宣佈的海洋生態保護圈，眾多的鯨

鯊和魔鬼魚聚居于此。五星級酒店別墅豪

華舒適，沙屋113間，水屋12間而且都帶私

人泳池。上島需內飛35分鐘+10分鐘快艇。

由于島嶼較大，環島需要45分鐘。當地有

超大沙灘，沙質細軟無比。

而2017年6月開業的G r a n d  P a r k 
Kodhipparu酒店，是Park Hotel Group酒
店集團的首家豪華度假酒店，位于馬累環礁

的Kodhipparu島，以豐富的潛水點海洋生

物而聞名。



上海眾信旅遊市場部總監徐蕾

近年來上海眾信旅遊緊跟眾信旅遊集

團發展方向，致力于實現產品服務的場景

化、生態化，打造全方位出境綜合服務大

生態。2018年，我們認為出境遊市場還有

巨大潛力，隨着中國出境遊常態化，遊客

休閒度假趨勢越發明顯，遊客對當地嚮

導、當地一日遊等目的地碎片化產品需求

也日益增長。另外，私家小團、半定制化

產品以及主題型產品，也是上海眾信旅

遊未來持續發力的方向。(整理/劉霈芯)

遊客休閒度假趨勢越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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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旅遊業期望與展望

北京市中國旅行社大洋洲中心經理仵延東

身處傳統旅行社的業態中，對于這幾年

的變化也是感觸頗多。首先，隨着線上旅遊

和新型旅遊分銷門店系統的出現，傳統旅

行社在新的一年裡也是面臨多重的機遇和

挑戰的。實體旅行社作為傳統服務業中的

代表，我們在新年一年中希望繼續發揮我

們的人才、面對面服務和業務精專的優勢，

讓遊客從之前盲目追求低價和網路便捷的

熱潮中，冷靜回歸傳統服務體系。

第二，我們也在逐步轉型中，對于能夠

體現出服務、專業水平、人與人的互動的定

制化產品我們也加大力度深度發掘目的地

國家的資源，使我們的產品因人而異，在

建立模組化產品的基礎上使其更加貼心和

人性化。

第三，我們更加希望對于旅行社來說是

重中之重的航空

服務企業，能夠

讓遊客冷靜回歸傳統服務體系 認識到市場的變化，不要在盲目按照老舊

的市場習慣劃分產品。自2-3年前原有的

所謂系列團產品獨霸天下的情況已經不

復存在了，現在更要注重小團隊出行和個

性化出行的需求。旅行社需要這樣的政

策支援，而且不是航空公司自己在直銷的

路上走歪、走錯、獨行。旅行社作為航空

企業的分銷柱石，在GV2小團隊的方向

上理應得到重視，希望不要出現大量散

客特價衝擊旅行社分銷體系的現象。

最后也希望各業界同仁在新的一年裡，

誠信合作，相互依託，共創未來。(整理/

鐘韻)

廣東中旅移民簽證顧問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監魏光譜

面對2018年，關鍵詞在于回歸。不忘本

來，扎扎實實做好服務每一步；吸收外來，

做好常規服務的再提升，在「旅遊+」之

前，先做好「旅遊+」（提升之意）；面向未

來，發好旅遊之聲，做細旅遊之深，努力旅

遊之升。

也就是說，先把本質做好，提供紮實服

務，而不要以拓展產業鏈，或是投融資作

為主要目標。2017年旅遊業呈現浮躁之勢。

旅遊行業受到互連網影響，旅行社業者急

于轉型，APP要做、網絡要做，卻對為什麼

要做很迷惑。APP表面看起來很炫，但是

在細節上，頁面鏈接、客戶體驗、內容信息

等，都無法滿足客人需求。而互連網上的線

上運營商，一樣在追求線下，表現給投資人

看，卻也對線下很迷惘。所有旅遊運營商

都應該退一步，想想自己的價值。

現在追求「旅遊+」，旅遊加上體育、金

融、房地產等，要做這些拓展、這些異業合

作，更是要認清自己的價值，也就是旅遊，

唯有旅遊做好，才能再求「+」。在中國

「旅遊+」，這個「＋」往往是在旅遊后面，

但在國外這個「＋」一般在旅遊的右上方，

有提升的意思，是「旅遊+」，自己做好旅

遊業務本質，才能銜接上別人的業務，才

有能力進行整合，不然根基就是虛的。

另一方面，旅遊業也要突破，不要一直

以固定的框架侷限自己，如每年業務都是

如此操作，明年就必須一樣。用不一樣的

創新展現方式，不但能促進行業活躍，更

能提升競爭力。

針對高階管理人員，不妨打造分享意見

平臺，甚至定期舉辦吐槽大會，讓旅遊業者

都能好好坐下來思考。(整理/張廣文)

回歸本質，提供紮實服務

重中之重的航空

服務企業，能夠

回歸本質，提供紮實服務

攜程旅遊事業部公關總監彭亮

2018旅遊業有六大展望： 

1.定制從小眾走向大眾：2016年被稱為

定制旅遊元年，而2017年，「定制」被

廣義化，從傳統的旅遊行程定制，到旅遊

產品（酒店、航班、用車）定制，服務（Easy

住、全程X計劃）定制的出現，讓旅客的個

性化需求得到了全面的釋放，「定制」正在

全面改變旅行的整個過程。

2.民宿成為年輕人的選擇：Airbnb強

勢進入中國，途家異軍突起，民宿成

為高星酒店之外的第二選擇。而且有資料

顯示，在旅行的過程中，入住民宿的意願

已經要高于經濟型酒店，特別是在年輕人

群體中，這個現象特別普遍。

3.免簽使出行越來越方便：整個2017

年，先后有多個國家對中國護照實行

免簽或落地簽政策，截至年底，中國護照

可免簽、落地簽國家已經增至65個，護照價

值極大提升，出行也更為隨心所欲。

4.旅行社應急響應機制越來越健全：

倫敦地鐵爆炸、紐約恐襲、巴厘島

火山爆發、九寨溝地震，2017年，可以說是

「多災多難」的一年。今年一年，攜程超過

20次啟動突發事件或者重大自然災害應急

「定制」正在全面改變旅行的整個過程 機制，也讓攜程對于這類事件的應急預

案更加完善。

5.旅遊越來越講究幸福、幸福感越

來越高：消費升級的趨勢對于旅遊

業的影響愈發深入，幾乎所有人都在追

求更幸福的旅行，並以此為旅行的最終目

的，更優質的酒店、更好的航班時間、更

寬鬆的行程安排，國人在不斷提升旅行

的品質。

6.出境遊客越走越遠：港澳臺、日韓

泰已經滿足不了中國遊客，2017年

攜程遊客從超過300個海內外城市出發，

到達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1,341個國內

外城市。最遠抵達南極點，到北極圈賞極

光的遊客同比增加100%，到非洲避暑、去

南美避冬成為了新的潮流。(整理/張廣文)

期望

展望

次啟動突發事件或者重大自然災害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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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奖旅游业
需求如日中天
IT&CM China为国内外众多领先的

会奖旅游（MICE）从业者打造了全
面挖掘中国市场商机的绝佳平台，
每年为广大参展商带来诸多收益。

巨大的潜在采购商机
80%/20%的国内国际买家比
涵盖出境、国内与入境需求

77%的参展商可在会后
接到订单

锁定特选买家和媒体
代表的互动环节

多种渠道的互动交流活动，
包括：目的地推介会、

媒体发布会、教育论坛、
交流午宴与晚宴 、展前

展后考察游览

600名有影响力
的决策者

专业会奖旅游、
协会与企业买家

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会奖旅游(MICE)平台 
国际代表
itcmchina@ttgasia.com | (65) 6395 7575
国内代表
itcmchina@citsmice.com.cn | (86) 10 8526 5553 chinese.itcm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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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商旅专业人士

齐聚一堂 
中国国际商旅大会围绕教育、采购与人脉

拓展等为企业商旅人士精心制定了大会日程，
帮助各大参展品牌精确锁定高质量的买家。

专题知识分享，
惠及全体与会者

参加广受好评的研讨会，聆听
中国商旅专业人士就提升行业

标准与规范建言献策。

结识炙手可热的商旅
专业人士与决策者

与来自阿迪达斯、百度、嘉信力旅运、
联合利华、联想、苹果、渣打银行等

知名企业的高层代表齐聚一堂，
共襄盛举！

2018年3月20至22日

独一无二的品牌建设平台

充分利用丰富精彩的交流互动活动，
如专属定制的社交茶歇与午宴、

演讲机会、广告平台等，提升品牌	
在参展企业中的影响力。

中国首屈一指的商务旅行管理大会
参展商	|	赞助商	|	企业商旅买家	|	会议代表

ctwchina@ttgasia.com | (65) 6395 7575

Organised By
主办单位

Supported By
支持单位

Official Media
官方媒体

www.corporatetravelworld.com/china/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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