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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島修身養息 永續環境應為鏡

Destination-Singapore
中國躍升首要客源

新加坡滿載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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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區塊鏈造就旅遊產業

新商業模式

News Clipping

Hotel
溫德姆宣佈
啟動全新品牌形象建設

溫德姆酒店集團全球在美國時間4月
10日于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年度集團全球

會議上，正式宣佈集團旗下品牌統一新

增加「溫德姆（by Wyndham）」，以進

一步強化集團品牌形象建設。全新的集

團品牌形象在數千名加盟商面前亮相，

該計劃即刻啟動。

全新的統一品牌形象陸續會在互聯網

上可見，包括集團品牌官方網站、手機移

動端和協力廠商有關的品牌信息，都會

顯示更新后的品牌名稱和標誌。(詳文請

見P.22-24)

Agent Chat Room
中國景區限流
是否應進一步強化？

國內還是有絕大部分的景區並沒有落

實到限流，中國人口眾多，加之我國國際

地位不斷上升，吸引許多國際友人前來中

國旅遊，執行起來也是有諸多的難點。

從實踐經驗上來看，有條件的景區可

以考慮引入智慧旅遊，實施時空分流技

術，最重要的是要解決一個信息不對稱

的問題，從而也讓遊客理性選擇到底要

不要去擁堵的景區，這也能有效地緩解

這種情況。(詳文請見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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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第七個主題園區
「迪士尼．皮克斯玩具總動員」全新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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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政府于4月4日晚間宣佈，長灘島

將從4月26日起關閉，不再接待遊客，進行

為期半年的環境整治，以恢復當地海洋生

態和旅遊環境。由于封島勢必對短期經濟

發展帶來一定衝擊，故爭議難免，但由此引

發的旅遊開發相對環境保護之議題，業者

應深思如何引以為鏡。

封島消息一傳出后，中國內地多家旅行

社業者紛紛啟動旅遊保障預案，推出長灘

島跟團遊、自由行以及機票酒店等產品的

退款方案。驢媽媽、美團旅行、攜程、途

牛、同程、藝龍、馬蜂窩、去哪兒網等多家

旅行社已紛紛主動聯繫客人，溝通辦理退

訂及改訂事宜。已預訂4月26日至10月26日

出發前往長灘島的跟團遊、自由行等遊客，

均可無損退訂。同時，多條替代推薦線路也

出爐，供遊客選擇，如菲律賓宿務薄荷島，

印尼巴厘島、美娜多，馬來西亞沙巴，泰國

普吉島等。

另外，菲律賓國內主要航空公司，如菲

律賓航空、東南亞航空、宿務航空等業已發

佈公告，未來半年內將配合政府決策，減少

飛往長灘島的航班，並將為已經預訂飛往

長灘島機票的旅客提供退票及改簽服務，

中國內地多家旅行社業者將按照航司的最

新退改政策為用戶辦理。

長灘島是菲律賓著名旅遊景點之一，以

美麗的沙灘與珊瑚礁聞名于世。記者從菲

律賓觀光局瞭解到，2017年赴長灘島旅客

總規模超過200萬人次，同比2016年增長

16%，其中外國旅客達到105.3萬人次。中

國旅客37.53萬人次，同比增長37.32%。中

國首次超過韓國成為長灘島第一大客源

國家，占入境長灘島客源總量的36%。赴

長灘島的中國旅客占赴菲律賓中國旅客的

38.8%。

然而，近年來長灘島自然環境惡化，已影

響到遊客體驗。長灘島貢獻該國約2成的觀

光收入，當地從事觀光業的人口多達3.6萬

人，封島勢必會對觀光業帶來衝擊。長灘島

關閉半年將損失約560億比索（約合人民幣

67.8億元）的觀光收入，相當于全菲律賓旅

遊收入的兩成。在整治長灘島期間，政府

將部署員警甚至是士兵阻止觀光客進入該

區，而當地居民則需配戴特製的識別證才

能獲准通行。接下來，長灘島將安裝淨化

排放系統，改善交通網，建造垃圾處理設

施，拆除違章建築，擴寬道路等。政府則將

為暫時失業的長灘島居民提供生計，例如

優先雇傭居民進行島上的整頓工程。

事實上出于環境保護而封島的做法，在

東南亞海島中並不鮮見。泰國政府也宣佈

關閉瑪雅灣4個月，不對外開放，以降低觀

光人潮對當地環境的衝擊。而且今年斯米

蘭群島預計開放至5月15日。

菲律賓觀光部部長泰歐（Wanda Teo）
對外表示，長灘島重新開放時，政府當局將

對造訪的觀光客人數設限。10年前，長灘島

每天僅能承載約2萬5千人活動，如今則高

達7萬千人。他指出，經過整頓后，長灘島將

成為適宜人居的綠色島嶼。

長灘島此次治理后，整體度假環境預計

將得到有力改善，也符合旅遊消費升級下，

中國遊客對品質出遊、優質度假的需求。

但封島造成的經濟損失及失業問題，的確

對當地民眾及政府都帶來不小的壓力，其

它國家與景區或該引以為鏡，畢竟錢可以

慢慢賺，環境一旦受損，付出的代價恐怕

更大。

■張廣文＝採訪報道

Viewpoint
商旅管理中

不要把表面價值看成是最終價值

Special Report
中國郵輪市場
正步入策略調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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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高酒店集團收購瑞享酒店及度假村

Hotel

雅高酒店集團日前宣佈與瑞享控股公

司（Mövenpick Holding）及王國控股公司

（Kingdom Holding）簽署協定，斥資5.6

億瑞士法郎現金（合4.82億歐元），收購

瑞享酒店及度假村（Mövenpick Hotels & 

Resorts）。

在1973年成立于瑞士的瑞享酒店及度假

村在全球27個國家擁有84間酒店（超過2萬

間客房），在歐洲和中東市場尤其強勢。瑞

享酒店及度假村計劃在2021年前新開42家

酒店，新增近1.1萬間客房，大規模拓展中

東、非洲和亞太市場。該集團主要提供酒

店相關服務，擁有相應高端專業知識，全

球雇員超過1.6萬。

雅高酒店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塞巴

斯蒂安·巴贊Sébastien Bazin表示，「通

過收購瑞享酒店及度假村，我們鞏固了

在歐洲市場的領導地位，加快了在新興市

場，尤其是中東、非洲和亞太市場的發展步

伐。瑞享品牌巧妙融合了時尚與真誠，能夠

很好地完善我們的品牌組合。它的歐洲-瑞

士風格非常適合雅高酒店集團。加入雅高

酒店集團后，瑞享將受益于集團的強大實

力。此次交易體現了我們一以貫之的策略：

打通AccorInvest資本，抓住戰畧機遇，加

強我們的優勢，鞏固我們的領導地位，充分

利用我們的增長優勢。」

雅高酒店集團的客戶忠誠計劃、分銷管

道和作業系統將幫助瑞享酒店及度假村進

一步提高業績表現。

此次合作協定還需滿足其他慣例條件，

預計將于2018年下半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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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博會5大亮點彰顯優勢及效益

Trade Show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主辦及

澳門旅行社協會承辦的第六屆澳門國際旅

遊(產業)博覽會于4月27至29日假澳門威尼

斯人金光會展中心D館舉行。本屆博覽會

規模為歷屆最大，展場面積擴大至11,000

平方米，展位增至500個，共有50個國家及

地區約420家企業和單位參展，包括來自亞

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國家和地區

的旅遊產業等。而今年博覽會所打造的5大

亮點，更凸顯出澳門旅遊的發展優勢和內

涵。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

華表示，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及建設蓄勢待發，國

家級基建─港珠澳大橋也啟用在即；把握

國家新時代發展的龐大機遇，澳門加快打

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

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奮進新征程、開啟新篇章。「聯動融

合」、「多元創新」是推動旅遊業發展其中

的關鍵要素。

借着澳門獲評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並于年初啟動「澳

門美食年」，今年的博覽會除了推廣澳門

的文創產業外，亦新增「澳門美食之都主

題區」作為其中的亮點，推動美食與跨領

域結合。

今年的博覽會提前于4月舉行，而且自今

年起，博覽會的展期定于每年四月，以便

參展單位推廣暑假旺季的旅遊產品，提升

實質的商業效益，同時，凸顯兩項澳門主

要國際性旅遊業盛事的不同性質和目標：

上半年是面向業界及消費者、銷售旅遊產

品的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下半年

則是圍繞高層次旅遊研討及交流的世界旅

遊經濟論壇。

本屆博覽會繼續發揮澳門在旅遊領域

的平台作用，打造五大亮點，配合特區政

府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工作，凸顯澳門的優勢和內涵。五

大亮點分別為：

1.中國．葡萄牙旅遊交流：發揮澳門的

中葡平台作用，促進內地省市與葡語

國家旅遊業界的交流合作，開發旅遊特色

產品，共拓中葡旅遊市場商機；

2.「海絲」旅遊文化展演：彰顯澳門

作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的

作用，匯聚「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多個國

家和地區的參展商，介紹各地風俗民情及

人文特色，展示「海上絲綢之路」多元的

旅遊及文化魅力；

3.大灣區旅遊發展機遇研討會：探討

粵港澳旅遊發展的機遇，並進一步

探索灣區城市群的合作模式，推動區域

旅遊，凸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角

色；

4.澳門「旅遊．文創」街：集合澳門本

地旅遊紀念品及文創產業相關的展

商，融合旅遊與文創元素，展現澳門獨有

的文化特色，加深參會者對澳門旅遊及文

創產業發展的認識；

5.澳門美食之都主題區：設有特色美

食手工傳藝表演、現場演示及品嚐美

流信息；

■ 就旅遊活動的計劃、管理和證明制度交

流經驗；

■ 發展雙方中小型旅遊企業間的合作和

伙伴關係；

■ 協助組織業界、旅行社和酒店的推廣活

動；就旅遊市場的演變及其他技術和統

計數據交流信息；

■ 協助建立一套鼓勵旅遊業宣傳的系統；

旅遊推廣，主要通過研究雙方旅遊形象

和進行推廣活動、參加旅遊展、企業論

壇和其他有關活動；

■ 培養和發展上述範疇技術人才。從今年

起，澳門旅遊局每年將為聖多美和普林

西比舉行三次培訓，每次為期兩週。

成為一個「澳門品牌」及綜和平台

為配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參與國家

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粵港澳大

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中國與葡語國

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及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的定位，本屆活動在總結和汲取過去五屆

展會成功舉辦的經驗基礎上，力求主題鮮

明、內容豐富，致力為參展商、專業買家、

公眾創造一個推廣旅遊品牌和產品、旅遊

項目接洽和配對，及增進國際間的旅遊信

息傳遞和互動的綜合平台。

開幕典禮過后接受記者採訪的澳門旅

遊局局長文綺華強調，希望能將澳門國際

旅遊(產業)博覽會打造成為一個「澳門品

牌」，作為一個綜和平台，吸引到訪者人除

了運用博覽會宣傳，也舉辦相關的周邊活

動，接下來，澳門將運用好各項重大機遇

下的疊加優勢，強調區域及國際間的協同

聯動發展，促進旅遊與相關產業的深度融

合，創新及豐富內容，致力促成多元的合

作、提升實質的商業效益。

記者發現，博覽會中，眾多來自中國內

地的供應商出席，不但團隊規模大，而且

在澳門停留的時間長，停留期間還有舉辦

團隊建設活動與當地戶外考察活動。

食等與觀眾互動的環節，並講述有關澳門

特色食品的故事，推廣澳門源遠流長、糅

合中西文化精粹的多元美食文化，讓參會

者體驗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

魅力。例如，祐記龍鬚糖手工傳藝表演，以

及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于現場演示及品嚐

等與觀眾互動環節。

另外，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早前與澳門

科技大學科研團隊─安信通科技(澳門)有

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發起及推動

「智慧旅遊機械人項目」，採用本地自主

研發的「天機1號」及「小馬哥1號」機械人

服務于澳門智慧旅遊。「小馬哥1號」機械

人率先于博覽會現場「執勤」，歡迎來自

世界各地的參會者，加強科技在旅遊展會

上的應用。智慧旅遊機械人預計于今年下

半年正式啟用，主要用于旅遊咨詢及宣傳

等。

再者，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

文綺華與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

財政、貿易和藍色經濟部旅遊與酒店局局

長Mírian Solange Barroso Daio還于開幕

典禮上簽署旅遊合作諒解備忘錄，進一步

開拓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旅遊合作。備忘錄

主要為培養旅遊業界的人才及考慮其對澳

門和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經濟的重要性，設

立八個目標：

■ 就旅遊業界政策的設想、確定和執行交

歐鐵線路向東延伸 進一步完善APP功能Eurail

■張廣文＝澳門採訪報道．攝影

EURAIL歐鐵集團日前于北京、上海、

廣州等城市開啟推介路演，推介2018新產

品及分享中國市場趨勢。為順應中國客人

旅行規劃過程中超他國一倍的手機應用

使用率，歐鐵將強化其APP全方位功能。

歐鐵集團亞洲市場經理丁一介紹，2018

年歐鐵的新產品將其版圖向進行了東擴，

包括土耳其和塞爾維亞3至8日單國通票，

以及讓客人可任意來往布拉格、克拉科

夫、布爾諾和華沙等城市觀光遊覽的捷克

-波蘭通票。新優惠方面，一是票價優惠

高達35%的青年票年齡提高到了27歲，二

是每名成人可攜兩名11歲以下兒童免費同

行。此外，除了城市卡優惠，歐鐵也與交

通、餐飲、住宿、線上平臺、旅遊局等業界

伙伴合作為客人提供更多增值服務。

另需提到的是，連接歐洲大陸和英國倫

敦的的歐洲之星，已于2018年成為歐鐵通

票成員國。

丁一併介紹了歐鐵集團去年的市場概

況。2017年，亞洲客人占其市場總體超過

36%，2萬多人次（同比增長超過7%）使中

國成為其第四大客源市場。中國市場中，

24%購買歐鐵全境通票，76%持自選和單

國通票，而客人也非常充分地利用了歐鐵

可遊覽多國的特性，平均每趟行程使用歐

鐵通票8次、遊覽3個國家。

從門戶來看，巴黎、羅馬、蘇黎世是中國

客人最常啟程的城市，巴黎、羅馬和法蘭

克福則是最常見的終點站。傾向同一城市

進出以及對欣賞風景、享受美食和放鬆身

心的重視，都是中國遊客與歐鐵他國客源

較為不同的特點。調查還顯示，瑞士、德

國、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是歐鐵中國客

人最青睞的目的地，可見來自中國的鐵路

旅行者對西歐和南歐有強烈的偏好。

不過，要說中國市場與其他市場的差

異，最突出的應該還是中國客人在進行

行程設計及交通信息搜索、決策和預定

過程中，高于市場總體一倍左右的手機應

用使用率。這很大程度地引導了歐鐵Rail 

Planner應用的未來發展方向。

歐鐵集團公關及傳訊經理N a d i n e 
Koszler介紹道，目前該APP內容已涵蓋

時間表、座位預定和通票福利等信息，而

今年其將進一步以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

語言覆蓋壓力緩解（如什麼時候該收拾東

西準備下車、別忘記旅行證件）、靈感啟發

（如熱門目的地、一日遊建議）、社交、旅

行日誌分享等更多功能。

此次推介會特意為Eurail歐鐵專家線上

培訓課程做了宣傳。丁一介紹，該課程在去

年上線后的三個月內吸引了400名學員註

冊，其中310位獲得專家稱號。今年該課程

將進行線路、通票優惠等內容的更新，也

會為銷售經理提供各種新的禮品作為獎

勵。

■鐘韻＝採訪報道

瑞士、德國、

法國、意大利和

奧地利是歐鐵

中國客人最青

睞的目的地。

中國遊客搭乘歐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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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推出購物退稅政策喜迎FIFAFAF 客A客A 訪量Russia

莫斯科市政府攜莫斯科TSUM百貨日

前赴華宣佈實行俄羅斯聯邦購物退稅政

策。自2018年4月10日起，在退稅試點商

場購物的國際旅客，可享受最高達11%的

增值稅退稅。

據指出，俄羅斯聯邦購物退稅政策的

退稅試點商場目前包括莫斯科TSUM百

貨、TrTrT etyakovsky Proezd時尚精品店，及聖

彼德堡的DLTLTL 百貨等。

Global Blue環球藍聯購物退稅體系副

總裁Birgitta Falk介k介k 紹，據此項新政，歐

亞經濟聯盟（EEC，成員國包括亞美尼亞、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俄羅斯）以

外的客人在俄羅斯試點商場購買成衣、飾

品、科技產品、腕表和珠寶等煙、酒以外的

商品，每日消費滿1萬盧布（約1,100元人民

幣），便可在離開俄羅斯時申請最高達11%

（標準增值稅稅率）的增值稅退稅。

她表示，免稅政策是促進國際遊客消費

的有效工具，而俄羅斯面向中國市場推廣

此項政策尤將受惠。她解釋，作為中國遊

客興趣與日俱增的目的地之一，2017年俄

羅斯接待了中國遊客約150萬0萬0 人萬人萬 次，今年6至

7月中舉行的FIFA世界盃足球賽預計還將

進一步促進2018年俄羅斯的中國遊客到訪

量。與此同時，莫斯科和聖彼德堡還擁有

銷售標誌性奢侈品牌的世界級商場和百貨

公司。因此，俄羅斯的中國遊客消費市場極

具潛力。

擁有110餘年歷史的莫斯科T科T科 SUM百貨作

為試點之一之一之 ，特將為此擴大中國客戶服務

舉措。莫斯科TSUM百貨中國貿易項目經

理Din Fan介紹，TSUM百貨在中國客戶服

務方面領先全俄。除了率先獲得友好中國

認證，TSUM 百貨更為中國遊客提供中文

導購服務和務和務 中文標示指引，並接受銀聯、聯、聯 支

付寶以及微信支付。此外，該商場更針對中

國市場推出多項優惠。將優惠與退稅綜合

考慮，莫斯科TSUM百貨堪稱歐洲性價比

最高購物場所之一之一之 。

莫斯科T S U M百貨的董事會主席

Andreas Schmeidler介紹道，莫斯

科T科T科 SUM百貨的商品品類豐富全面，價格卻

比歐洲他國更具優勢；加之退稅新政，可

為中國遊客提供絕佳購物選擇與體驗。他

說道，中國遊客目前約占TSUM百貨國際消

費者市場10%。隨着退稅退稅退 政策本月本月本 起實施，

他預計此占比將迅速翻番。為此，TSUM百

貨將持續加強各項中國客戶服務舉措；在

目前已有的中文服務人務人務 員、中文問詢處、中

國客人習慣的支付方式及中文引導標示、

他也指出，中國市場對俄對俄對 羅斯尤為重要。

俄航高品質的服務、實惠的價格以及在莫

斯科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方面的轉機服務

是受廣大中國旅客喜愛的重要原因。

2016年，中國成為俄羅斯第一大入境

遊客源國，2017年赴俄旅遊的人數增長了

15%，達到150萬人萬人萬 次。2017年，俄航在中俄

兩國之間運輸旅客133萬人萬人萬 。近兩年來，中國

乘客的人數以每年15%-25%的速度快速增

長。中國到俄羅斯的民航旅客人數呈穩定

增長態勢，旅遊和商務客人客人客 數同步增長。

俄航為了抓住中國乘客的心，致力于不

斷提升服務水平，為中國客戶量身打造優

質的機上服務，例如機上餐飲提供中餐、

公務艙配有亞洲功能表、機上有上有上 中文廣播

以及中文機上娛樂系統，俄航在其主機場

——謝列梅捷沃機場推出「友好中國」服

務計劃等。2017年俄航還與支付寶簽署伙

伴關係協定，推出中文網站，並在中文社交

網路積極開通俄航官方微信微信微 與微博。

宣傳冊和功能表之上，TSUM百貨還將推

出中文網頁，預計今夏今夏今 上線。

俄航宣佈中國市場新服務

此外，近日在第六屆飛客旅行獎頒獎典

禮活動，俄羅斯航空對外宣佈在即將到來

的世界盃足球賽事活動，俄航將為中國市

場專門增加一系列新的服務。

俄羅斯航空常務副總裁伊戈爾·查理克

（Igor Chalik）表示，2018世界盃比賽將

于2018年6月14日至7月7月7 15日在俄羅斯境內11

座城市中的12座球場內舉行。俄航已經做

好準備為全球球迷做好航空運輸服務，其

中中國球迷將佔據不小的比例。這也是難

得的機遇，世界盃給了俄羅斯在全球人民

面前展示俄航優質服務的機會，中國已是

俄羅斯第一大入境遊客源國，俄航針對中

國客人客人客 的服務也在不斷升級。

為了更好迎接即將開始的2018年世界

盃，俄羅斯包括加里寧格勒、葉卡捷琳堡琳堡琳 、

喀山和羅斯托夫等城市皆新建新的機場及

跑道。俄航的基地機場莫斯科謝列梅捷沃

國際機場將在今年建成新的航站樓，建成

后整個機場的中轉人數將達到目前的3倍；

今年9月份還將建成第3條跑道，也能擴大

機場客流的中轉量。

■鐘韻．劉霈芯＝採訪報道

創新金融產品助旅遊SME擺脫資金窘境Financing

■鐘韻＝採訪報道

PKFARE（比客）日前于北京舉行融資

披露暨旅遊金融產品發佈會，宣佈完成金

額為數千萬元的A輪融資，同時發佈與北

京中關村銀行合作的全新金融產品「信用

邁」。

PKFARE（比客）正式宣佈順利完成最

新一輪融資，金額為數千萬元。PKFARE

是創新的全球旅遊產品同業交易平臺，

曾于2015年8月完成其天使輪融資。據

悉，PKFARE將把此次獲得的資金用于壯

大公司的管理、商務拓展和運營團隊、擴大

全球網路以及持續拓寬公司產品線，並借

此將PKFAFAF RE打造成全球領先的旅遊產品

同業交易平臺，為行業提供更加簡單而智

慧的解決方案。

PKFARE（比客）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宋劍春說道，2017年是PKFAFAF RE(比客)成立

三年來成長最為迅猛的一年，而在新一輪

的融資中，PKPKP FAFAF RE獲得了民航投資基金、金、金

凱撒旅遊和長江商學院創創基金的注資，

左馭擔任獨家財務顧問。今年，PKFAFAF RE將

進一步擴展所有機票品類，此外，也會以其

資料和演算法開發更多金融科技類產品以

及切合客戶實際需求的產品。

他表示，「順利完成本輪機構融資對

于目前PKFARE來說至關重要，這將幫

助PKFARE進入一入一入 個高速發展的軌道。我

們期待着與民航投資基金、凱撒旅遊及

長江商學院創創基金的緊密合作，借助

于他們的強勁資源和豐富的管理經驗，

將PKFAFAF RE發展成為一流的世界性公司，

爭取在不久的將來完成上市計劃。」

PKFAFAF RE同時發佈了今年與北京中關村

銀行的重點戰略合作項目：旅遊金融產品

「信「信「 用邁」。PKFARE（比客）聯合創始人

兼高級副總裁隋昕介紹道，作為B2B交易

平臺，PKPKP FAFAF RE利用自身技能和技術優術優術 勢，

通過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商業和服務模

式，與北京中關村銀行一同推出了旨在說

明中小型旅遊代理商更好地在中國OTA平A平A

臺上銷售機票和酒店的旅遊金融產品「信

用邁」。

他指出，據不完全統計，計，計 2017年中國航空

機票及酒店銷售總量當中，OTA及線上平

臺的銷售份額已達40%以上。在此背景下，下，下

中國的中小型旅遊代理商獲客成本上升、

分銷管道單一、現金流壓力加大等形勢日

趨嚴峻，運營資金也成了限制或推動中小

型旅遊代理企業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因素；

而由于旅遊產業重服務、輕資產的特殊

性，中小型旅遊代理商也很難直接從銀行

或者金融機構獲得信貸支持。

基于此，為說明中國中小型旅遊企業加

速發展、擺脫運營資金限制的窘境，「信「信「 用

邁」產品應運而生。PKFARE作為銀行和

中小型旅遊企業合作的中間保證方，通過

技術方案，可簡化信貸流程，為中小型旅遊

代理企業迅速獲得銀行信貸資格，中小型

旅遊代理企業同時也可控制自己的信貸規

則和成本，提升資金的運營效果、擴大運

營規模。

此次合作中，PKFARE與北京中關村銀

行將發揮各自領域優勢、實現高度互補，同

時信用邁將以PKFAFAF RE平臺的大資料為依

託，利用機器演算法對平臺上的資料進行

智慧分析，實現對線上中小代理商的自動

篩選、授信、審核和放款，幫助他們實現資

金的良性運轉、促進旅遊B2B生態圈的健

康、持續和穩定發展。

去年德國入境遊客再破記錄，達8,400萬人次。在亞洲，中國市場表現也非常突出：去年到訪德國的遊客間夜數同比增長了10.6%，達285萬間夜（此向統計僅針
對十間客房以上的酒店）。

2017年到印尼訪問的中國旅客人數達到197萬人，相比2016年增加了35.75%。中國是印尼旅遊業中貢獻最大的外國客源市場。 2018年，旅遊部制定了1,700萬
遊客的目標，其中，300萬的外國遊客預計來自中國。

巴厘島前五大外國旅客客源市場分別為：中國、澳大利亞、印度、日本、英國。2017年，中國遊客達1,385,850人次，增長39.88%，占比 24.32%。當中，上海客
源尤其多。另一方面，2017年外國訪客數量達5,697,739人次，本地旅客數量達8,735,633人次。而2017年外國旅客停留時間為10.45晚，當地旅客停留時間為4.3
晚。 2017年外國旅客花費118.98美金，而當地旅客花費當地貨幣469,000元。

2017年，以色列接待了11.4萬中國遊客，同比增長46%，今年以色列旅遊部預計中國遊客人數還將進一步上升20%到40%。

2017年，蘇格蘭對華出口達25億英鎊，同比增長81%；同時，蘇格蘭已是世界上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覆蓋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據調查資料顯示，目前全瑞士的自行車騎士當中，有2%來自中國，可見瑞士雖為以騎行目的地而聞名，但騎行市場仍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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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郵輪市場
正步入策略調整期

  2017年，受地緣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影響，包括上海、天津在內的中

國郵輪市場增速已開始放緩; 據估計，2018年，中國郵輪運力預計將首

次出現下滑。實際上，2017年由于韓國市場受限以及國際郵輪公司新船

的加碼，整個郵輪市場壓力倍增，面對新舊船進進出出的部署變化，業

者會如何看待今年有所轉折的中國郵輪市場？
■劉霈芯＝採訪報道

MSC地中海郵輪大中

華區總裁黃瑞玲表示，中

國郵輪市場在經歷了爆發

式的十年增長之后，已經

成長為全球第二大郵輪市

場，具有不可估量的潛力，是值得期待和長

期投入的。目前，中國郵輪市場已經進入

平緩的調整期，這對所有行業而言，是無

一例外的必經階段。整體來看，中國郵輪

市場已經從「高速增長時代」邁入「品質

增長時代」。進入「品質時代」，客人對產品

品質以及服務的需求會進一步提升，這也

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歌詩達郵輪集團亞

洲總裁馬睿哲（M ar io 
Zanett）也表示，雖然連

續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

郵輪產業，在2017、2018

年首次迎來了罕見的增幅放緩甚至下降。

但中國郵輪市場仍處于發展的初期，市場

潛力巨大。隨着收入的增加，中國的中產

階級人數不斷增加，休閒娛樂產業將有長

足發展。進入中國十年來，歌詩達郵輪作

為行業先鋒，以「海上意大利」的品牌定

位以及優質的郵輪產品和服務在競爭激

烈的郵輪市場脫穎而出。歌詩達郵輪更希

望做到的是，通過豐富的產品和優質的服

務，刺激市場需求。

比如，今年歌詩達遊輪繼續推陳出新，

在足球、餐飲、購物等方面持續為遊客帶

來新鮮體驗，滿足消費升級的市場需求。

在其他同業減少對中國市場部署的同時，

歌詩達郵輪致力于為中國市場提供高品質

的意式郵輪度假體驗，將在2019年和2020

年引入兩艘為中國市場量身定做的Vista級

別郵輪。

雲頂郵輪集團高級副

總裁李凰霞指出，2018年

預計中國將有240萬中國

遊客搭乘郵輪，較2017年

的280萬人有所下降，所以有部分郵輪公司

將現時于中國運營的郵輪在年底前調離亞

洲，返回美國及歐洲市場，導致2018年中

國郵輪市場的運力出現下降。

短期增長放緩有助長期發展

然而以亞洲為基地的雲頂郵輪集團，

1993年以麗星郵輪品牌開創亞洲郵輪業的

先河，25年來積極發展亞洲郵輪業。縱使

中國經濟增長近年放緩，但雲頂郵輪仍然

會繼續堅守在亞洲/中國，繼續推動區內郵

輪旅遊業發展。且市場上競爭對手減少，麗

星郵輪和星夢郵輪將可以抓住機遇，吸納

市場的需求，加深旅客對品牌的印象，進

一步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

她進一步分析，郵輪市場現況短期影響

可能是市場發展減慢，由于各郵輪公司將

把郵輪調離中國市場，預計他們在市場推

廣的投入也將會減少，這導致仍然處于起

步階段的中國郵輪市場增長速度，將會趨

緩。

中國郵輪市場在過去幾年急速發展，部

分郵輪公司急于售出產品而引來惡性價格

戰。現在市場發展減慢，或也是一個好機

會，讓業界冷靜思考如何繼續讓郵輪市場

健康發展，也更好地理解中國遊客的消費

習慣和體驗需求，以推出更能滿足遊客期

待的郵輪產品；並讓價格回歸郵輪價值本

位，也讓消費者正確理解郵輪的價值，這

對中國郵輪市場的長遠發展應有好處。相

信調整期過后，中國郵輪業將進入另一個

高速發展期，而且是健康可持續的發展。

發展重心往南方移轉

也由于韓國市場受限，一些國際郵輪公

司開始往南拓展新航線，對原先華南僅有

旗下麗星郵輪和星夢郵輪的雲頂來說，整

體市場競爭也加大。雲頂郵輪集團高級副

總裁李凰霞表示，郵輪公司雖增加在華南

的部署，但以南方作全年母港發展的郵輪

並不多。自從2016年雲頂郵輪集團開發的

廣州南沙郵輪母港及深圳太子港碼頭落成

啟用后，華南的郵輪市場就進入了高速發

展時代。業界近年也逐步開展南沙母港航

線，但大部分郵輪都只作短暫停留，開展數

個月的母港航線，現時全年以南沙為母港

的郵輪只有世界夢號。

今年星夢郵輪在中國市場依舊以華南為

核心，繼續鞏固在華南名列前茅的市場佔

有率。同時加強推廣「飛航郵輪(飛機+郵

輪) 」力度，增加「飛航郵輪」旅客比例，聯

手廣州市旅遊局和南沙區政府擴大華南郵

輪母港的吸引力，吸引北方、西南地區的

旅客。

黃瑞玲亦表示，MSC地中海郵輪非常看

好華南市場。華南因為經濟發達、交通便

利、航線選擇多元而有競爭力、客源豐富，

被認為是國內最有增長潛力的市場。2016

年地中海抒情號就已到過華南市場，並受

到華南客人的喜愛和歡迎。MSC一直關注

華南市場的發展，未來將根據中國郵輪市

場最新發展進行適當佈局，為更多客人帶

來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馬睿哲（Mario Zanetti）則表示，華南市

場是歌詩達郵輪在中國市場戰略佈局的重

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歌詩達郵輪連續開

啟深圳、廣州、廈門等多個南方母港航線，

便是歌詩達重視華南市場的最佳印證。歌

詩達·大西洋號2018年新航線也將進一步鞏

固在華南地區的戰略佈局。事實上，從2016

年開始，歌詩達在廈門國際郵輪母港連續

嘗試一帶一路航線，並于2017年下半年開

始加快佈局，相繼開通廈門至越南、菲律

賓、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郵輪航線。

李凰霞建議，華南市場應借鏡華東、華北

郵輪市場的發展經驗、運營模式，避免重

蹈覆轍，例如過度依賴包船、低價競爭等

不利長遠發展的弊端。

她表示，華南地區鄰近印尼、菲律賓、越

南等多個極具潛力的東南亞國家，業者可

以于鄰近國家推動飛航郵輪套裝行程，擴

大華南的客源，積極開發入境郵輪遊。此

外，在國內市場方面，廣深港高鐵動感號將

香港連接至現時長達2.5萬公里的國家高

鐵網路，貫穿廣州、東莞、深圳、香港四個

城市，還將連通16城。長途列車可直達北

京、上海、桂林、長沙、杭州、南昌、福州、

廈門及汕頭等城市。隨着中國旅遊消費不

斷升級，市民出遊需求越趨多元; 市場可開

發「郵輪+飛機」、「郵輪+火車」套裝行程，

從而提升郵輪旅遊產品出行便利性，進一

步推廣郵輪旅遊這種休閒的生活方式，深

化教育及擴展市場。

持續開發MICE市場

再者，李凰霞指出，除了家庭旅客外，會

獎旅遊也會是「世界夢號」的重點客群之

一，亞洲會獎旅遊市場發展日趨成熟，客戶

的要求亦相對提高，傳統的岸上會獎旅遊

體驗，未必能全面滿足日趨殷切的服務需

求。星夢郵輪旗下的兩艘巨輪，身兼大型

海上商務之城及綜合度假村的雙重身份，

不僅可滿足不同規模的會獎活動的需要，

更可滿足與會人員的多樣化商務活動需

求，而在為傳統公式化的會獎活動增添趣

味性及豐富性的同時，還可滿足隨行伴侶

及家人的休閒娛樂需求。

黃瑞玲亦表示，郵輪MICE市場從客群

到會議的形式也都往更加多元的方向發

展，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都開始嘗試把

郵輪作為MICE活動的場地，特別是中小

型企業，也由于一些主流客戶大公司在郵

輪上做活動，其他企業便會追隨他們的風

潮，開始嘗試郵輪MICE。在活動的形式

上，在過去最常見的千人盛會之外亦日漸

多樣化，比如小型而私密的私董會、產品發

佈、頭腦風暴、主題派對甚至戶外團建等

等的需求越來越多。

這也對郵輪上的設施和服務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郵輪必須有更多能夠滿足從大型

到小型、從室內到戶外、從商務風格到輕鬆

有創意的氛圍等等不同需求的場所。

他指出，地中海輝煌號是2018年唯一一

艘進入中國市場的新船，對于中國的MICE

市場來說也是一個全新的選擇，有很多獨

一無二的亮點。地中海輝煌號從室內到室

外共5個可同時使用的會議區域，地中海輝

煌號共設有5個配備齊全的專屬會議區域，

可同時容納2,000余人使用；其中，Strand

大劇院是亞洲最大的海上劇院，擁有1,603

個座位，可供大型品牌發佈、演講、頒獎

晚會及年會；多功能室外場所MSC Arena 

Outdoor則為有戶外會議需求的團隊提供了

今年中國郵輪市場運力下滑，業者該耽心嗎？

既然競爭加大，華南如何借鏡華東、

華北市場經驗，走出不一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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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預計中國將有240萬中國遊客搭乘郵輪，較去年

的280萬人有所下降，所以有部分郵輪公司將現時于中

國運營的郵輪在年底前調離亞洲，返回美國及歐洲市場，

導致今年中國郵輪市場的運力出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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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低價無序 打造差異化產品

New Approach

另一種零距離享受陽光大海的新鮮體驗。

大劇院、各會議室全部配置現場投屏、音

響設備、LED和顯示幕，滿足主會場和分

會場全程聯通，即時互動，是大型會議的

最佳選擇。

船上歐式奢華的設計和獨家的施華洛世

奇水晶樓梯也會為MICE活動創造值得拍

照留念的記憶點。郵輪中庭的水晶旋梯由

47,400顆施華洛世奇水晶樓梯打造，72級

階梯，上下延綿3層，璀璨奢華，彰顯純正

的歐洲奢華風情。在旋梯合影留念，為會

獎之旅留下奢華記憶。此外，地中海輝煌

號配有一應俱全的休閒娛樂空間與設施，

戶外運動場、水上樂園、保齡球館、F1賽車

館、4D影院、270°全海景健身房，為團建活

動提供豐富多元的選擇。同時，郵輪大使

會協助組織各類才藝比拼競技活動、現場

表演、船長晚宴、長官舞會正裝派對、海上

競技，滿足團隊的多樣需求，讓成員深度

團建互動，增強凝聚力。

黃瑞玲進一步表示，目前郵輪MICE市

場也在面臨團隊和企業更多元細分的需

求，不再只是大型直銷團隊的專屬，亦獲

得越來越多對高品質有特殊需求的中小型

團隊的青睞。地中海遊艇會首創海上專屬

領地船中船概念，擁有超過3,000平方米的

海上私享空間、24小時管家禮賓服務、全

程專屬通關登離船通道、專人服務、定制

化岸上遊行程，專享購物時間、專屬餐廳和

專屬酒廊，提供專屬私密定制化的奢華體

驗，是私董會、MBA同學會以及私人派對

的最佳選擇。

隨着中國郵輪市場的快速發展，風格各

異的郵輪品牌湧入市場，消費者對郵輪產

品如何走出價格競爭、品質參差不齊的需

求也愈加明顯。

馬睿哲（Mario Zanett）表示，中國郵輪

旅遊市場並不缺乏高品質的郵輪假期產

品和服務，只有打造差異化體驗，並提供

超過期待的船上服務，才能在中國市場的

競爭中脫穎而出，創造領先優勢。因此打

造特色化郵輪體驗、開通多元化航次和航

線，是目前郵輪產品的一大發展趨勢。

中國郵輪產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呈現的

一大特點是外籍郵輪主導中國市場。天海

郵輪銷售及市場營銷高

級副總裁徐穎表示，國

際品牌郵輪公司帶來的

是國際經驗，而當地語系

化、靈活性和反應速度有

待提高。中國郵輪產業發展的拐點，郵輪

市場無序低價競爭、郵輪旅遊品質下降等

是近年來全行業共同面臨的難題。

徐穎進一步表示，目前郵輪產業的競爭

不應是價格的競爭，天海郵輪夾在新船、

大船雲集的激烈市場競爭中，一定要有自

己的特色和賣點，找到適合自己的目標客

群。對此，天海郵輪過去也充分發揮中等

體量郵輪靈活高效的優勢，鞏固自身郵輪 

MICE 領域的領先地位，同時打造不同的

主題航次，抓住郵輪市場的新機遇。

合作打造
      可持續發展的良性勢態

李凰霞表示，星夢郵輪母公司雲頂郵輪

集團則是堅持自主定價、自主營銷的分銷

策略，從而對自己產品和品牌負責，不希

望市場出現以低價競爭搶客，為短期利益

以本傷人，產生惡性循環，最終為市場帶

來不可挽回的損害。南方的郵輪市場正朝

着這個方向穩步發展，希望長久可以維持

良好健康的市場秩序。並希望各郵輪公司

可以共同營造健康的郵輪經營模式和環

境，致力打造差異化產品，形成良性的市

場競爭，和各分銷商、媒體、政府等相關

部門一起打造郵輪產品可持續發展的良性

勢態。

作為亞洲郵輪公司，雲頂認為打造差異

化產品，和各分銷商、媒體、政府等相關

資源一起建立良好的業態環境更加重要，

特別是中國郵輪市場的長遠健康發展，這

其中包括中國華東和華北市場的長遠發

展。比如，2017上海黃金航線：上海-東京-

大阪-富士山-鹿兒島和多個來往菲律賓的

航線就是雲頂郵輪集團突破市場常態的

產品；而為了鼓勵旅客再次登船，雲頂也

在夏季及冬季也分別推出不同航線，在夏

季時前往日本旅遊熱點的航線，在冬季往

南前往越南、菲律賓航線，讓旅客在不同

時間登船都可以有不同的體驗。

接下來雲頂將繼續根據市場需求、旅客

回饋設計出更多極具差異化的郵輪航線

及產品，就雲頂郵輪集團堅持的非包船營

銷模式，進一步推動郵輪產品在中國市場

的健康運營。

必須非常謹慎挑選合作伙伴

MSC地中海郵輪大中華區總裁黃瑞玲

也坦言，低價產品促銷確實是目前中國郵

輪市場面臨的現實問題。因此，作為郵輪

方必須非常謹慎挑選合作伙伴，就跟我們

對產品和服務把關一樣嚴格。地中海郵輪

只與經過專業評估、擁有與我們匹配的同

等資質和經驗的優秀伙伴建立合作關係，

為長遠和健康的發展共同努力。科學的定

價與銷售策略將為價格的穩定提供良好

的基礎。因此，MSC也呼籲旅業伙伴推廣

早鳥政策，引導客人逐步改變預訂習慣。

在打造差異化產品方面，2018年5月18

日，地中海輝煌號將以「瑜伽大師課+經

濟學講堂」首個雙主題航次正式開啟2018

中國航季，全年共30個以上海為母港的航

次，為中國客人帶來純正高品質郵輪度假

體驗；同時，輝煌號在2018年還有6個航次

以上海作為訪問港，預計將帶來超過萬名

國際遊客，帶他們領略上海作為國際化旅

遊目的地的無限風采；暑期地中海將推出

親子航次，為喜愛家庭出遊的中國賓客帶

來更多有趣的選擇。

馬睿哲（Mario Zanett）也說道，歌詩達

郵輪在應對市場問題有自己的策略。相較

于價格戰，歌詩達更希望做到的是，用我

們的豐富且獨特的產品，刺激市場需求，

通過市場調研瞭解旅客對假期的需求，提

供符合旅客需求的理想的假期產品，增加

歌詩達在中國郵輪市場的砝碼。

比如，2018年1月，歌詩達郵輪隆重推出

與知名足球俱樂部尤文圖斯的合作。不久

以后，在餐飲方面，還會推出與米其林廚

師的跨界合作。在購物方面，則會與意大

利奢侈品寶格麗（Bvlgari）進行合作。歌

詩達希望借助這樣的船上體驗，擴大受眾

群體。

郵輪銷售及市場營銷高

級副總裁

際品牌郵輪公司帶來的

是國際經驗，而當地語系

化、靈活性和反應速度有

待提高。中國郵輪產業發展的拐點，郵輪

細分郵輪市場 滿足個別客群需求

Segmentation

郵輪業者應如何通過細分客群來

擴展市場，以及滿足不同族群的體

驗需求？

據李凰霞介紹，星夢郵輪就按照不同細

分市場推出針對性策略，比如向主要目標

客群──家庭旅客推出「愛‧不回家」計

劃，以親情牌吸引跨代家庭一同出遊；向

年輕族群宣傳「閏蜜遊」旅遊概念，鼓勵年

輕旅客伙伴一起登船；向商務旅客推出定

制非凡郵輪會獎活動概念，以優質配套吸

引不同會獎或大型社交活動與星夢郵輪合

作。

此外，IP合作具有豐富的延展性以及多

重粉絲群基礎，星夢郵輪通過與IP合作營

銷，與知名品牌合作推出主題航次不僅令

品牌自身的宣傳效應能達到最大化，而且

可以深度聚攏IP的原用戶及粉絲，增加市

場滲透率。

比如，與奢華品牌蒂芙尼推出全球首個

海上蒂芙尼下午茶以及在夏季和電影精靈

旅舍(Hotel Transylvania)合作，吸引蒂芙尼

和電影的粉絲群前往世界夢號；與全球聞

名的芬蘭設計公司Marimekko 合作于世界

夢號推出特別Marimekko 主題露臺客房、

主題下午茶套餐及海上期間限定店等等，

透過與這些品牌合作，不單可以豐富船上

的休閒享受，也能吸引到這些品牌的粉絲

登船體驗。

不少研究報告都指出，現代旅客在旅途

中已不只是追求看景點、購物、拍照，而是

追求在旅途中能夠有一些為旅程創造獨特

回憶、獨特經歷的活動，所以星夢郵輪定

期推出創新的高附加值增益活動，例如美

人魚學堂、邀請NASA宇航員于船上舉辦飛

天夢學堂等等。

星夢郵輪還特別針對家庭推出專屬計

劃，普通旅遊產品常常無法滿足各個年齡

段需求，郵輪則是一個適合全家老小的產

品。

李凰霞表示，國內家庭親子旅客一般喜

歡與家中長輩及孩子三代一同出遊，星夢

郵輪三/四人客房比率領先中國郵輪市場，

方便家長可以與年幼子女共用天倫，而星夢

郵輪兩艘郵輪均配備超過100間可連通客

房，方便核心家庭照顧一同出遊的長輩。尤

其亞洲以及中國的家庭旅客出遊時特別重

視孩子的體驗，家長往往希望孩子能在旅

程中有所得，所以星夢郵輪于2017年曾舉辦

「夢想‘星’生代 — 青少年才藝大賽」，讓

孩子發揮潛能。

在暑假期間，星夢郵輪更特別設計了適

合小朋友的小小夢想家計劃(包含一系列

寓教于樂的休閒娛樂活動)、Faber-Castell

夏日Art Jamming、營火派對晚會和一系列

刺激有趣的遊戲和活動，讓孩童可以從玩

樂中學習。此外，中國旅客一般希望旅程

中有填滿不同的活動，所以星夢郵輪特設

Ageless•樂活夢想家(包括太極班、武術班、

健康講座等精彩活動)，讓年長旅客也可以

度過一個充實的海上旅程。

星夢郵輪更在原有的福利基礎上新增兒

童及青少年會員與家庭帳戶計劃，星夢薈

新增的兒童及青少年會員與家庭帳戶，每

名星夢薈會員都作為主卡會員，可註冊最

多3名子女成為兒童及青少年會員，讓會員

專屬禮遇全面覆蓋到會員的子女、家人們，

讓他們在郵輪上實現全家歡聚樂趣。

徐穎也表示，郵輪方需要對市場、賓客，

以及旅行社從業人員，進行充分的輔導與

培訓，讓他們瞭解每個郵輪品牌的特點，說

明賓客根據自身的旅行需求，選擇最合適

的郵輪產品；通過包裝主題郵輪，吸引高

消費賓客群體的關注，讓賓客在每次郵輪

旅行，都得到不一樣的體驗；或推動船上項

目與時下年輕人的興趣愛好相結合，降低

賓客年齡結構；亦可豐富岸上遊線路，讓不

同消費需求與旅行目的的賓客，都能在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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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旅行中各取所需；甚至重視親子市場與

郵輪MICE市場，使船上資源有針對性的向

之傾斜。

據了解，天海郵輪自2015年5月首航以

來，已先后推出了百余個主題航次，贏得

了一大批遊客粉絲。主題航次的設置有

抓住時令熱點的春節、元宵、清明踏春、

畢業季、世界盃等航次，迎合賓客需求的

SAMAJAM（親子）、天海好聲音（高度參

與）、天海夜譚（文化性）、明星演唱會（超

值體驗）、攝影大賽（親情團聚），以及雙

贏合作的浪年會、冬令營、五糧液年會、

CEO大會等，通過豐富的主題內涵和內

容，進行差異化定位。

國際郵輪未來部署計劃

Looking Forward

▍星夢郵輪

2020年首艘環球級郵輪的到來，將讓星

夢郵輪的運力實現成倍增長，品牌將可為

合作伙伴及旅客提供更多全球航線，逐步

從亞洲走向世界。

兩艘將于2020及2021年下水的環球級

郵輪亦會以最頂尖科技為每位旅客提供

更個人化的體驗，也將成為技術含量最高

的人工智慧郵輪。兩艘郵輪在設計上融入

了亞洲旅客在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人工

智慧科技，包括在郵輪服務中提供人臉、

聲音智慧識別以縮減各個環節的輪候時

間；通過情境營銷方式為旅客精准推薦船

上設施，平衡各項設施的使用需求；引入

智慧型機器人處理基礎工作，讓船員專注

提供更為人性化的服務並操控人工智慧

及電子系統等。

另外，船上將免費提供無線網路，旅客

可隨時登陸社交媒體分享海上生活，郵輪

亦會提供豐富的休閒、娛樂、餐飲設施，當

中包括一個大型主題樂園。

▍歌詩達郵輪

2018年，歌詩達郵輪將繼續展開覆蓋歌

詩達·幸運號（華北地區）、歌詩達·賽琳娜

號（華東地區）和歌詩達·大西洋號（華南地

區）的全國性、多港口佈局，提供日本、香

港、越南、菲律賓等多樣化航線選擇。

歌詩達郵輪將在2019年引入一艘專為中

國市場打造，名叫威尼斯號的Vista級別新

船。歌詩達·威尼斯號郵輪巡遊將于2019年

3月8日從的裡亞斯特出發，沿着馬可波羅

當年的行跡一路向東，開啟為期獨家定制

的52天環遊之旅，最后于2019年4月28日

抵達日本橫濱。

作為歌詩達郵輪集團首次專門面向中國

市場設計的郵輪，歌詩達·威尼斯號在此次

首航結束后，將專注服務于中國市場，為

中國遊客帶來至臻完美的郵輪度假新體

驗。在引入歌詩達威尼斯號之后，在2020

年再引入一艘為中國市場量身定做的郵

輪。

▍MSC地中海郵輪

2018年5月18日，地中海輝煌號將以「瑜

伽大師課+經濟學講堂」首個雙主題航次

正式開啟2018中國航季，全年共30個以上

海為母港的航次，為中國客人帶來純正高

品質郵輪度假體驗。

全新一代未來旗艦MSC Bellissima將

在2020年春季進駐中國母港，並被授予全

新中文名「地中海榮耀號」。 地中海榮耀

號是目前已宣佈進入中國母港的所有郵輪

中登記噸位最大的郵輪。她將繼續升級該

郵輪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戰略投入，並將為

中國母港郵輪樹立全新標杆。

地中海榮耀號是17萬噸級地中海傳奇號17萬噸級地中海傳奇號17

（MSC Meraviglia）的姊妹郵輪，也是地

中海郵輪斥資105億歐元打造的新一代郵

輪中的第4名成員，將于2019年在英國南

安普頓正式命名下水。中文名字寓意「輝

煌永在，榮耀前行」，彰顯了300年航海世

家對于自身底蘊與卓越品質的自豪。

皇家品牌代言人

黄晓明
皇家品牌代言人

杨颖 Angelababy

立即拨打

400-8850-288
或联系各大旅行社

皇家游轮度假专家
www.rccl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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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交付的「海洋交響號」完成正式首航

之際，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在四月初邀請

了合作伙伴從今夏以為母港的巴賽隆納登

船體驗最新設施，在三天兩晚中深入瞭解

「全球最大遊輪」的創新設施和豐富體

驗。

海洋交響號隸屬于綠洲系列，是皇家加

勒比艦隊的第25艘遊輪，總登記噸位為

228,081噸，高238英尺，長1,188英尺。船上

設有2,759間客房，可接待標準載客為5,518

位遊客。除了彙聚七個不同特色的主題社

區以及為不同年齡段遊客設計的冒險體

驗，海洋交響號也添加了全新的美食體驗

和娛樂項目。

海洋交響號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進一

步滿足家庭度假需求的全新家庭套房

概念。「完美家庭套房（Ultimate Family 

Suite）」為面積約125平方米的複式套房，

房間裡設有室內滑梯、帶85英寸高清電視

的私人電影院、一整面樂高積木牆以及近

20平方米、帶乒乓球台和全尺寸漩渦浴缸

的陽臺，且全程配備Royal Genie管家。

據介紹，為不斷豐富全年齡層體驗種

類，突破遊輪規模將持續作為皇家加勒比

未來的發展方向。

遊輪是海上城市 無極限可言

遊輪行業總是容易受地域性（相對全球

而言）政治因素的波動而影響，而每一個

區域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問題。不過宏觀而

言，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

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邁克爾·貝利（Michael 
Bayley）說道，當前全球

關鍵市場的消費者信心

指數都較高，區域性政治問題目前也都停

留在上層，環境總體樂觀。

這意味皇家加勒比的海上野心可以有非

常廣大的揮灑空間——皇家加勒比可以持

續朝建立海上之城的理想邁進。邁克爾·貝

利解釋，水占地表65%，但若以陸面上的

度假村、餐廳、酒店、交通工具等大量且建

無止境的城市設施為基數，那麼同樣設施

在海上的數量根本不值一哂；從港口可能

看似巨大的遊輪，放到廣袤無垠的海面更

是算不了什麼。

所以遊輪這種產品從萌芽到現在體型

一直在上升，就好比城市一直在擴大—

—有人會說：「這座城市太大了」嗎？而

為什麼人類喜歡往城市遷徙？因為城市

有很多事情做，永遠不會無聊。再者，船

越大，效率越高。一條大船對環境的衝擊

比數條小船要低，且有更清晰的基礎建

設支援；從很多角度而言，大船的優勢都

比小船多。

「所以皇家加勒比喜歡把遊輪視為海上

的城市。」他說道，「為不同需求的客人

打造的設施和提供的娛樂活動種類是如

此之多；我真的不認為船的大小有極限可

言。」

打造岸上的「完美島嶼度假系列」

在同樣的「為客戶創造最完美的一天」

的目標下，皇家加勒比正在打造岸上的

「完美島嶼度假系列」(Perfect Day Island 

Collection)。邁克爾·貝利介紹道，在上百

萬名與顧客做的調查中，皇家加勒比問到：

「對你來說，什麼是完美的一天？」這些

顧客的答覆基本就是：「躺在陽光下啜飲

椰林飄香、下水放鬆。」但除此之外，特別

是對于帶孩子的家庭來說，有趣、刺激的

冒險活動也很重要。

因此，該系列中位于巴哈馬群島的可哥

島完美假期計劃（Perfect Day at CocoCay）

項目就有意地結合「刺激+放鬆」：既為

兒童和帶着童心的大人裝設全美最高的

Waterslide、巨大的Wave pool和Fresh water 

pool，也為想放鬆的客人打造無邊泳池、

美麗沙灘和大量可以在樹蔭裡打盹兒的椰

樹。將分期亮相的CocoCay項目預計2019

年秋季全面開業。接下來，皇家加勒比還

計劃在加勒比海、亞太地區以及針對中國

市場的目的地打造更多Perfect Day項目。

適應市場變化 加強管道多元性

皇家加勒比進入中國市場已有十年，並

致力在此紮根。就品牌而言，皇家加勒比

在這塊領域裡其認知度已經非常高；皇家

加勒比也會繼續在此投入，比如把超量子

系列中全新的「海洋光譜號」帶到中國。

邁克爾·貝利說道，「中國商業模式」是

皇家加勒比得以在中國市場建立根基並刺

激驚人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任何發展的過

程都會涉及轉化和改變，因此儘管中國的

包船模式永遠都會在皇家加勒比的商業

模式中佔據重要地位，皇家加勒比還是會

積極發展其他管道、市場和產品，比如直

銷、小包團和FIT，以及更長的行程——這

種行程稍微偏離包船模式的優勢。

他解釋，包船行程一般是3到5天的短行

程；當中零售佔據重要地位。這雖好，但皇

家加勒比相信有更多人對目的地體驗、豐

富的行程更感興趣，而這就要求遊輪行程

必須要更長。所以2018年，皇家加勒比有

20%的行程超過5天，甚至達到9天之久，

銷售至今也已達到非常好的市場迴響。

在美洲這樣很成熟的市場，遊輪業喜歡

把銷售方式稱為「管道選擇權」。出于公

司規模之大，皇家加勒比喜歡讓所有投向

市場的航線開放且最優化。因此皇家加勒

比為旅業伙伴提供非常大的培訓和銷售支

援，與歐美到全球的伙伴也都有非常堅固

且長期的合作關係；此外，包船、直銷等各

種管道，皇家加勒比也都盡力投資和優化。

直銷方面，網站、直郵、口耳相傳還有船上

銷售都是遊輪直接獲取客人的途徑——有

經驗的客人尤其容易重複購買相關產品。

關注千禧市場的旅遊方式

「遊輪」對于中國市場來說可以說還是

嶄新的一項產品，待開發的商機由此非常

深厚，市場細分化程度也因此尚不高。在

市場成熟度遠超中國的美洲地區，皇家加

勒比對市場細分化的積極度遠比中國要

高。從未上過遊輪的客人以及千禧世代的

客人，被視為新的市場機遇，因此在美洲

市場，皇家加勒比已從傳統媒體宣傳轉移

到數字宣傳：三年前，皇家加勒比80%的宣

傳媒介都在電視、看板、印刷、廣播等傳

統領域。如今，80%的宣傳都已改投放在

電子管道上。這三年間，皇家加勒比把資

源轉放到社交媒體和線上發展，並將溝通

方式電子化，同時為切入新潛力市場，其

呈現品牌所用的音樂和視覺，也與三年前

截然不同。

不過隨着千禧一代自己逐漸成為父母，

皇家加勒比也知道「千禧父母」和天下所

有父母沒有什麼不一樣——他們都想要快

樂的小孩。而這正好對上了皇家加勒比的

優勢，也給了他們機會多向千禧一代談談

「度假」這個話題。

其次，為適應千禧一代的特殊旅遊

方式，皇家加勒比現正將「自由系列 

(Freedom Class)」遊輪全面進行升級翻

新，為其加入新的餐飲體驗、創新的泳池

體驗、提供更多科技工具以及引入Perfect 

Day系列體驗，並會將其投降美國短假期

市場——美國的遊輪短假期市場占到了皇

家加勒比市場總體23%——皇家加勒比相

信這將在千禧市場產生巨大的吸引力。

至于中國市場的細分化，皇家加勒比指

出，中國市場之大簡直無法想像；不過如

同所有事物在中國都正在迅速發展，他相

信已「萌芽」的遊輪產品細分也會在3到5

年內展開。

出境機遇和行程開發的挑戰

除了打開管道、延長產品行程，邁克爾·

貝利認為中國出境市場也是皇家加勒比在

中國市場取得更大發展的機遇。他說道，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全球最大出境市

場，且隨着全球簽證環境對中國遊客越來

越友好、中國遊客越來越成熟，這塊市場

還會持續成長。既然在旅業伙伴的助力下，

皇家加勒比品牌的市場認知已奠定基礎，

且中國遊客喜歡去的羅馬、威尼斯、阿拉斯

加、加勒比海都可以乘皇家加勒比的遊輪

到訪，何不向中國遊客推廣這些航線的產

品呢？」

挑戰方面，他指出，過去曾經形成遊輪

業發展障礙的港口建設，早已獲得中國

政府的重視和積極解決，這一點非常令人

欣喜。當前比較棘手的其實是行程開發問

題。

1.他解釋，當遊輪公司把更多的船隻帶

到新市場時，首先需要足夠的母港

容量。目前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港正在完

成港口和碼頭擴建工程，以使遊輪接待能

力翻番；那麼既然上海的遊輪數量翻番，

行程也需要增加一倍。

2.因此，其次，需要將行程涉及的港

口數量也提高，因為通常客人有過

一、兩次遊輪體驗之后，就會開始追求更

多不一樣的行程選擇，去看看其他新的目

的地。從遊輪公司的角度，在確保了母港

容量之后，就需要去預測客人會對哪些目

的地感興趣，然后去考察這些目的地、和

當地港口和地方政府溝通，才能完成行程

的開發。這都需要耗費時間。

為滿足完美體驗目標
皇家加勒比主張：體型無上限

Insight

■鐘韻＝西班牙巴塞隆納採訪報道．攝影

言，

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邁克爾·貝利（

Bayley
關鍵市場的消費者信心

指數都較高，區域性政治問題目前也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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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天海 · 天海邮轮告别感恩航季船期表

出发日期 航程天数 线路

5 月 27 日（周日）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5 月 31 日（周四） 6 天 5 晚 上海 - 福冈 - 佐世保 - 上海

6 月 5 日（周二）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6 月 9 日（周六） 5 天 4 晚 上海 - 冲绳 - 上海

6 月 13 日（周三） 5 天 4 晚 上海 - 冲绳 - 上海

6 月 17 日（周日） 6 天 5 晚 上海 - 境港 - 福冈 - 上海

6 月 22 日（周五） 5 天 4 晚 上海 - 冲绳 - 上海

6 月 26 日（周二）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6 月 30 日（周六） 5 天 4 晚 上海 - 冲绳 - 上海

7 月 4 日（周三）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7 月 8 日（周日）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7 月 12 日（周四）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7 月 16 日（周一）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7 月 20 日（周五）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7 月 24 日（周二）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7 月 28 日（周六）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8 月 1 日（周三）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8 月 5 日（周日）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8 月 9 日（周四）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8 月 13 日（周一）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8 月 17 日（周五）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8 月 21 日（周二）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8 月 25 日（周六） 5 天 4 晚 上海 - 佐世保 - 上海

8 月 29 日（周三） 5 天 4 晚 上海 - 福冈 - 上海

TTG 260W_380H软文_OL.indd   1 2018/4/18   1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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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區塊鏈技術覆蓋越來越廣泛，對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帶來了很多的改變。對于旅遊業的

發展來說，區塊鏈技術同樣沒有缺席。新技術的不斷發展，為旅遊業帶來了許多新的可能，也將創造新

的商業模式及經濟價值。

■劉霈芯＝採訪報道

以
前，要想參觀某一處景區，一定要實

地到那裡；如今，借助VR等技術，足

不出戶就能欣賞到遍及全世界的旅遊景

區。曾經，互聯網的發展催生了許多協力廠

商OTA平臺，預訂機票、酒店只需要指尖輕

輕一點，連做旅行攻略都有專門的APP；區

塊鏈的興起又讓旅遊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現在，遊客有時使用協力廠商OTA平臺

預定好房間卻在到達時被告知無房，或

者遭遇臨時漲價等問題，「旅客被趕下航

班」的新聞更讓人寒心。在協力廠商平臺

上，由于惡意競爭會給服務商提供故意差

評。而區塊鏈的智慧合約，為解決這些窘

境提供了創新的思路。

Trip.io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沈巍表示，

對于旅遊業來說，區塊鏈所形成的網路是

一個透明且不能被篡改的資料庫，區塊鏈

上的每個用戶都可以即時上傳和獲取旅遊

資料。一旦有交易發生，區塊鏈就會記錄預

訂和支付系統中的資料信息，防止超售現

象發生。

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性和公開透明性，對

于抑制點評造假有一定的效果。這將很好

地規範交易雙方的信息和交易條件，推動

誠信旅遊市場環境的形成。 

同時，區塊鏈上的點對點交易，讓消費者

和服務商也免去了平臺方收取的傭金，節省

了中間交易手續費和流程，可以讓消費者

減少不必要的支出，也能夠讓旅遊企業實

現營收最大化。

以區塊鏈為代表的新技術，將對現有的

協力廠商旅遊平臺產生不小的衝擊。

如何把旅遊行業的資料放在公有區塊鏈

上，還要即時更新旅遊資料又沒有超售或

訂單衝突的情況發生？如果分散式帳本上

的每一筆交易都要支付代幣，如何保證世

界上每一個大型酒店、航空公司或旅遊企

業資料信息是性價比較高的做法？這些旅

遊行業中存在的現實場景，都需要區塊鏈

技術一一做出解答。

他進一步說到，相對于旅遊業將來發

展，越來越多的業內人士開始相信區塊鏈

能夠顛覆旅遊業——旅遊中間商或將難

以賺錢，甚至會消失掉，利用區塊鏈錯綜

複雜智慧合約，即預先已經制定好的規

則，所有參與者只需按照規則操作即可，

不需要也不存在一個中心化的機構來運

營整個平臺。參與者之間的交易是點對點

實現的，也無需經過任何協力廠商。即消費

者付錢，直接給到服務者，服務者收錢，省

去中間的協力廠商，大大降低服務者在平

臺的運營成本。

利用區塊鏈技術，還可以幫助消費者驗

證酒店所有權，可以避免酒店信息虛假的

情況。此外，由于所有的證件和身份信息

都已經儲存在區塊中，被標記有欺詐風險

的預訂，已經不需要旅遊業商家進行手動

檢查。通過區塊鏈，就可以安全地訪問遊

客信息。欺詐行為造成的損失相應大大減

少。

有了區塊技術，消費者們不用擔心出現

超額預定的情況。超額預定已經成為遊客

的主要痛點。由于往往沒有乘客願意主動

放棄他們的座位，遊客們甚至面臨着被趕

下飛機的局面。通過使用區塊鏈，乘客的

安全將得到保障。所有乘客的預定信息已

經牢牢地存儲在區塊中，由此，航空公司將

不得不放棄雙重預訂的做法。

區塊鏈技術可能引發旅遊行業的

變革，為從業者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Trip.io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沈巍介紹

到，Trip.io比較重要的就是建立一個真正

意義上不可逆、去仲介化的旅行社區，基

于現實業務和接下來的產品和業務的發展

路徑，做出了一個企業認為非常重要或者

恰當的一個詞，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去中

心化，目前來說實現幾乎是不可能的。

Trip.io想做的是去仲介化，今天互聯網

技術經過幾代的更新和發展，同時也推動

了商業模式往前幾代進行變革，比較典型

的是從B2C的商業模式，到C2C，再到今

天的區塊鏈。B2C是因為在英特網協定以

及PC設備帶來的把過去很多限價信息的

不對稱化進行對稱化，並且標準化的過程，

這是傳統的互聯網行業已經完成了大概十

幾年的過程，以至于今天形成了一個非常

大的產業模式。

近10年伴隨着新一代互聯網技術，也就

是我們看到了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移動互

聯網這個技術的突破，使得端到端的通訊

技術得到了很完美的解決，過去當我找一

個酒店或者是去尋找協力廠商旅遊服務，

大家都會找一個OTA或者是協力廠商旅行

機構。

但是今天我們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這

個技術很快的直接找到供應商，這種技

術帶來整個商業模式的變革，以至于在

C2C這種商業模式下誕生了一批偉大的

公司，這種公司比傳統的B2C的公司體量

大很多。最典型的像優步、Airbnb等，但

是它更大能量地集中了需求端和供給端，

釋放了巨大的產能。

他進一步解釋，但C2C依然只是解決點

對點的信息通訊交換的問題，從本質上並

沒有解決價值交換以及端到端的信任和交

易的安全問題，這是隨着區塊鏈相對比較

完美和底層的技術出現以后帶來變化的可

能性，比如，Airbnb在歐美的信任體系比

較好，在那裡發展的可行性得到了一些驗

證，但是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在國內就會面

臨一些問題，如房東和住客之間存在信任

的問題，包括人的素質問題，這是比較典

型的C2C的問題；又比如不通過OTA或者

是仲介找導遊，這個導遊會不會存在隱瞞、

期盼等問題，所以現在有了非常便捷的

C2C的模式，但是因為信任的問題，使得這

個產能的能量沒有釋放。

而有了區塊鏈技術之后，可以帶來交易

以及信任機制的建立，能夠建立一個良幣

驅逐劣幣的趨勢性的變化，使得在C2C的

商業模式之下，再嫁接區塊鏈這種底層技

術，使得一些公司完全有可能在這種商業

模式下有一些比較大的突破，並誕生更多

新的商業模式公司。

上海商學院教授姜紅則補充說到，從理

論體系上而言，現在有一個新的認知叫多

中心認證體系而不是無中心化。區塊鏈的

開放性是指這個區塊鏈的資料資源及管理

屬于加入區塊鏈系的所有節點，在實質操

作中和認證中，很多博士論文包括博士后

論文都在研究區塊鏈這個問題。當酒店業

遇到區塊鏈，酒店業採用了區塊鏈為技術

平臺開展服務的時候，從開始的設想到后

來的應用，再到未來的普及，這個路程實

際上是非常的遙遠和複雜的，也就是說目

前還僅僅處于關注階段。如果區塊鏈未來

在酒店業中真正的應用，會爆發出巨大的

經濟價值和商業價值。

但是現在的問題最大的就是安全性，安

全性對于酒店業是最大的挑戰，還有一個

是會員機制、集團之間。其也就是我們的行

李，這是沒有辦法解決的，包括在路途中人

和行李的分離。在未來我們希望通過區塊

鏈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Trip.io創始人
兼首席執行官
沈巍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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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

）

How to 區塊鏈技術
要如何應用到旅遊行業呢？

1.超額預定：前不久，聯合航空硬拖航

班乘客下飛機的消息曾鬧得滿城風

雨。據瞭解，這種超額預定的策略一直是

不少航空公司增加公司利潤和優化資源的

手段。而區塊鏈技術則擁有能防止雙重支

出的特性。

也就是說，若航空公司採用區塊鏈技術

便能有效的消除超額預訂的問題。但是，

除非政府把超額預定定為非法的營運手

法，否則這將很難推動航空公司採用區塊

鏈科技。

2.欺詐案件：出售旅行配套通常被業

界視為是一個具有高風險的業務，因

為它經常發生退款事件。但是如果通過區

塊鏈技術，這樣的情況可能會大大減少。

因為一旦在區塊鏈網路付款完成就不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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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進而減少退款事件的發生。不僅如此，

區塊鏈還可以緩解PCI DSS合規性（信用

卡安全標準），對于旅遊管理公司或相關

企業都是一則利好的消息。通過區塊鏈技

術，持卡人的資料不再存儲在某公司資料

庫中，而是存儲區塊鏈網路上。

3.身份認證：至今為止，全球還是有大

一部分人口被排斥在全球經濟之外。

若通過區塊鏈技術就能使這些人都能獲

得基本的金融服務，與世界其他地區聯繫

起來。他們將有機會到世界各地旅行，儲

存在區塊鏈網路的身份資料是不可偽造或

篡改的，每個人都可利用這技術證明自己

的身份。即使如今，全球有多個認證身份的

身份驗證系統，但是他們卻不是完全交互

的。區塊鏈網路的分散性身份資料則能解

決這個問題。

4.旅客簡介：在旅行中，用戶個人資料

的安全和隱私一直是被關注的話題。

當公司或個人與旅遊管理公司（TMC）、航

空公司或其他旅遊供應商達成協議時，通

常需要提供個人資料給這些供應商，以便

能夠獲得預期的服務。無論資料登錄的過

程是手動還是自動，這其中的過程都需要

花費相當的時間與精力。但是如果這些資

料一早就儲存在區塊鏈網路上了的話，雙

方便能省略剛才所提到的那些繁複工作，

減少資料的差誤。手動設定檔的工作將成

為歷史。客人不需要為每個供應商創建一

個新的使用者帳戶，只需將這些檔授予存

取權限給不同的供應商即可。

5.結算：從區塊鏈科技上我們還能看到

它在移動資金方面的明顯優勢。這嶄

新的金融科技技術，省略了中間人的存在，

讓系統能夠進行即時的轉帳和結算的操

作。

6.顧客忠誠度：至目前為止，所有公司

的忠誠度計劃都僅限于在該公司內，

意即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忠誠度計劃是不交

互的。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天航空公司之間

的飛行哩數都可互通共用，那麼這對于我

們旅客來說是否是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呢？

7.政策和法規的遵從：旅遊管理公司一

直作為旅遊業務看管人的職位，確保

每間公司都符合其合規性。但是如果有一

天，旅遊管理公司的角色能被區塊鏈分擔

呢？假設當某操作違反行業政策時，系統

會即時通知旅行經理；當員工想要預訂正

確的頻道之外的行程時，系統就會自動搭

建雙向溝通管道連結旅行經理和相關的員

工；或者也會看到範式管理旅遊和預訂行

為的轉變還記得開放預訂嗎？

由于區塊鏈技術擁有透明性、安全性和

隱私性等特性，有關單位相信他是未來旅

行預訂的首要技術。無論旅客在何處，只

要他的預訂資料被其中一個網路節點收

集，這預訂的訂單就會通知全部參與網路

的相關單位。

8.護理義務：通過區塊鏈技術，風險管

理更能輕易的駕馭。每當一個新的預

約被創建、修改或取消、旅客登入了飛機、

在酒店進行登記手續、正在租車等，旅行

經理可透過區塊鏈系統即時的獲知他們的

位置。即使旅客在旅行中發生什麼意外，

存儲在區塊鏈網路的個人保健記錄，都能

即時提供有關旅客的資料。

9.智能合約：智慧合約就是一組自主執

行交易操作的軟體代碼。當某些情況

符合合約裡的條例時，系統就會做出相應

的交易操作，這有點類似代碼學中的if-then

語句系列。智慧合約的好處在于能消除仲

介機構的存在，節省了時間和費用。

舉例來說，酒店A與旅遊管理公司B簽訂

一份協定，在未來的6個月內凡房間預訂

的天數超過七天就會給予比之前更高的傭

金。隨着今天的模式，雙方將簽署一份合

同。當週期結束，雙方都必須運行一份報

告確認在這6個月內的房間預訂數量。

10.公開性的網路：區塊鏈的本質在

于更開放、更公開、更多節點加入

進而形成一個更安全和快速的網路。它旨

在將不同的區塊鏈網路連接起來，形成一

個基于區塊鏈技術的互聯網網路。在另一

方面，私人區塊鏈或聯盟區塊鏈更多是傾

向于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它更容易監管

與維護，但是能共用該網路資料的使用者

便更少了。

分散資料庫
無中介、去中心，任何一方都能直

接驗證交易伙伴紀錄。

匿名且透明
使用者以30字符以上的代碼識別，

保持匿名。

點對點傳輸
各點之間可直接溝通、儲存及傳輸

信息。

紀錄不可改
交易資料寫入完成即被鏈結，永久

保存不可改動。

邏輯演算法
使用者可自行設定運算法，自動啟

動節點交易。

《區塊鏈運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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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客戶多只會看表面價值。可是表面價值是不是最終的價值？其實並不是。企業知不知道在採購

時拉低艙位，會造成的二次消費實際上帶來多少的額外支出？很多差旅經理因為在大資料方面很難核

算，為了向CFO交代，就乾脆不算。一切的溝通和戰略設定都和公司差旅的目標緊密相連。這是從大局

來看。

Q.中國市場不斷走向國際化，而南

航在自身邁向國際的發展過程

中，學習到了什麼？對商旅業務又看到了

那些市場趨勢？

楊
：不久前，南航組織了第三屆南航

商旅論壇。在這次商旅論壇上，

我們邀請了115家客戶和68家TMC，通過

我們的平臺進行討論。南航從2003年經

營商旅業務開始 （其實2001年即正式開

始，但2001-2002年沒有資料跟蹤，所以無

從得知客戶情況），至今約15年的時間裡，

一直隨着中國市場發展不斷去走向國際

化。

中間一個很重要的事件節點是南航在

2007年加入了天合聯盟，而加入聯盟必須

有組織化的對標。在流程、人員即一些標

準上，我們準備了一年到兩年的時間，最

后才通過了天合聯盟的整體審核。這是南

方航空從一家本土公司向國際化發展的

過程。通過和天合聯盟的學習，我們學會

了「后返」（大家現在比較多用的是「前

折」。）

實際上在2008年年中之前，南航作為

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是沒有「前折」這種

合作模式的。最開始，有外企客戶向我們

提出了前折要求，並介紹了他們是如何與

其他航司合作、目標可以如何設定，並提

■鐘韻＝採訪報道

出了許多多樣化的建議。然而在南航當時

的體系下，我們不知道如何去做。所以加

入天合聯盟之后，我們學習了怎麼去做折

扣、怎麼去發佈運價、一步一步到最終實

現。現在前折占南航大客戶總體銷售方式

約76.6%，是一種主要的銷售模式。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中國T M C與全

球TMC之間的巨大區別。現在南航合作

的服務商一共有1,060家。其中只有68家

是被我們定義為真正的TMC，而這68家

為南航帶來的企業客戶占到整體運營收

入60%以上。

看得出來，實際上真正具備為客戶在

整個差旅管理鏈條中創造價值之能力

的TMC，目前在中國市場是很少的。

Q.企業在成為跨國公司的過程中，

商旅供應商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合

作和支持？

楊
：有了前折之后，我們開始在海外

市場上推進與大客戶合作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海外市場多以前折為主。后

來，我們從天合聯盟的聯盟級客戶，進一

步產生了南航自己境外的大客戶業務，后

來又發展到了南航自身全球客戶的業務發

展，最后我們實現了與合作伙伴之間的雙

邊大客戶合作。這是一個持續推進的過

程。

目前我們有60多家全球客戶，沒有一

家的Proposal是一樣的。其實我們可以把

客戶看成一個市場，就是客戶與客戶之間

的差別已經超過了市場和市場之間的差

別。

從南航發展全球客戶至今約10年的

時間裡，我們發現企業要全球化，必須

由本土化來實現。全球和本土是絕對不

能割裂的。

商旅管理中，不要把表面價值
看成是最終價值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全球大客戶銷售經理  楊征 

所以在全球整合的時候，應該做鏈條

式的管理。無論是全球企業的中國分公

司，還是走向全球的中國企業，都需要鏈

條式節點中事件；做了節點中事件之后，

才能知道所有鏈條上發生的事情。

Q.另一方面，供應商又希望能從跨

國公司獲得什麼樣的支持：本土

價值對于全球發展會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

楊
：經歷了這麼多全球合作，我們發

現，本土對于全球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就是需要很有力的、站在高位的一

個差旅管理目標所影響。差旅目標可能目

前在中國市場發生的就是在CFO那一塊，

看的都是表面價值。南航連續多年參加全

球行業大會，像每年的GBTA和ACTE。而

今年ACTE宣導的就是Convergence，那麼

差旅目標就很重要了。差旅經理有沒有和

CEO談現在的痛點、要整合的資源、你的

版圖？HR有沒有做調查、知不知道公司差

旅人員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每一個環節的

接觸點上痛點是什麼？另外還有CIO等所

有的一切。這一切的溝通和戰略設定都和

公司差旅的目標緊密相連。這是從大局來

看。

再就落地來說。比如，談了六個月的合

負責中國南方航空全球銷售、聯盟銷售、常年合作。

現在南航合作的服務商一共有1,060家。

其中只有68家是被我們定義為真正的TMC，

而這68家為南航帶來的企業客戶

占到整體運營收入60%以上。

沒有一家的Proposal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把客戶看成一個市場，

就是客戶與客戶之間的差別，

已經超過了市場和市場之間的差別。

熟
輕
？
熟
重
？

省12萬
額外支出

155.2萬

1,000元票價 
X 3%優惠

X 公司
4,000商旅人員

1,000元票價 
X (1~3%) 

X 10%簽改費

X公司4,000商旅
人員 X 4次退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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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航司航班，那就只能為另一件行李

額外付費。另如wi-fi、機上餐食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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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個行業裡沒有一家TMC可以為客

戶提供一個整合報告，顯示附加消費總共

是多少。沒有一家TMC。實際上，連同這

些費用，可以找到的成本節約空間又是很

多的。

Q.出行效率如何影響企業的差旅

成本？

楊
：企業的成本節約的確還應包含員

工出行效率。比如若給到員工一張

金卡，讓員工能因為綠色通關而在出行時

從提前兩小時到機場改成提前一小時，那

麼節省的這一小時也應該算進成本節約

當中。所以不要把表面價值看成是最終價

值。

很多差旅經理因為在大資料方面很難

核算，為了向CFO交代，就乾脆不算。但

實際上這個成本節約空間是非常大的。

商旅管理中，不要把表面價值
看成是最終價值

作，下面TMC的OP是不是都會出票了？

我們發現，在南航全球整合這十年過程，

這絕對是最大的痛苦期。全球費了九牛

二虎之力談了合作之后，最后沒有辦法落

地。中國的同事不知道這個協議的存在、

不知如何執行、有很大的抱怨。這就是全

球和本土標準之間的衝突。所以我認為

企業差旅目標一定要重視。

Q.如何通過整合企業的全球購買

力，來提高企業成本的節約？從

供應商的角度，可以如何說明企業達成

這樣的目標？

楊
：我想提出一個建議：不要只關心

表面價值(Face Value)。比如員工

的效率算不算節省成本？員工效率不可衡

量，貌似不算，但實際上是的。這就引發

到，目前可以衡量的都是有代價的。而附

加服務或是后期退改簽等等都涉及很多

貌似很難拿到的資料，由于很難拿到，所

以企業客戶多只會看表面價值。可是表面

價值是不是最終的價值？其實並不是。

舉個例子。目前在客票上航空公司都會

有退改簽的費用，也會有直接的折扣。假

設只針對全價艙位，其退改簽條件是比

較靈活的。而全價艙和子艙的政策價格

一般會差3到5個點。目前國內平均票價約

在1,000元。假設一個公司4,000人拿到省

三個點的票，約能省12萬到15萬。這是一

部分。

另一部分是后期成本，企業會因為價

格拉低之后，產生多少支出？目前商旅人

員主要採購的是9.5折到7.5折的票，這種

票起飛前一般有10%的改簽費用。而商

旅人員平均出行前會改簽3到4次。4,000

人商旅出行購買1,000元的票經過多次退

改，這就會產生160萬的支出。所以，企業

知不知道在採購時拉低艙位，會造成的

二次消費實際上帶來多少的額外支出？

再如，很多人商旅出行時需要附加費

用。假設有差旅人員在去程時購買允許

托運兩件行李的中國主要航司國際航

班，而回程購買只允許托運一件行李的

企業要全球化，必須由本土化來實現。

全球和本土是絕對不能割裂的。

本土對于全球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就是需要很有力的、站在高位的

一個差旅管理目標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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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旅遊局的一大策略。在鞏固六大一

線市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

杭州）的同時，積極活躍二線市場。例如，

旅遊局針對二線市場推出了「新加坡旅業

新享家培訓計劃」和「獅城新享家線路設

計挑戰賽」。

「新加坡旅業新享家培訓計劃」是通過

線上課程的學習與互動，加深同業人員尤

其是旅行社產品設計和銷售人員對新加坡

的瞭解，讓他們成為新加坡「旅行專家」。

在推廣線上課程的同時，線路設計挑戰

賽也在業界如火如荼的進行，業者們紛紛

開啟頭腦風暴，設計出與眾不同的新鮮線

路。這兩項活動受到了業者的廣泛好評。

與此同時，新加坡旅遊局堅持提供碎片

化資源服務、增加遊客的觸點、全面部署

線上和線下的推廣管道。除了繼續豐富自

有的雙微平臺之外，新旅局還積極和合作

伙伴從最新的遊客喜好入手進行品牌和內

容合作。比如，2017年12月8日至9日在聖淘

沙西樂索海灘舉辦的ZoukOut戶外熱舞節

上，新加坡旅遊局聯手QQ空間進行直播，

這場亞洲最大規模電音節直播吸引了185

萬人次線上觀看，互動讚賞總數更是突破

了65萬。

2018

▼利用數字化提升旅遊體驗

面對2018，數字化所帶動的便利服務

中國躍升首要客源
新加坡滿載而前行

2017年對新加坡旅遊業來說是個豐收之年，在全球市場取得了豐碩成果，入境遊客人數和旅遊收益均

創歷史新高，中國赴新旅客人次亦首次突破300萬，中國大陸榮登新加坡第一大客源國，因此在2018年，旅

遊局對中國市場的經營勢必更加積極，以取得更傑出的成效。 ■劉霈芯．張廣文＝採訪報道

入
境旅客方面，2017年前往新加坡的

外國遊客高達1,740萬人次，較之

2016年增長100萬人次，增幅達6.2%；旅

遊收益方面，2017年新加坡旅遊收益初

步估算達268億新幣（約合人民幣1,277億

元），較之2016年增加約11億新幣，漲幅約

3.9%， 

2017年，新加坡旅遊局在中國市場的成

果同樣喜人。從旅客人數層面來說，中國

大陸已經躍居為新加坡第一大客源國，入

境旅客高達323萬人次，漲幅達到13%。其

中，新加坡一地遊的中國遊客同比增長了

18%，達到86萬人次。

從旅客收益方面來說，2017年1月至9

月，中國大陸遊客為新加坡帶來了高達30

億新幣的旅遊收益，比2016年同期增長

10%，再次蟬聯榜首。這些資料充分證明

了中國旅客對于新加坡作為品質旅遊目的

地的認可。

2017
多元化開發策略奏效

喜人的成果離不開正確策略的引導。新

加坡旅遊局中國華北區、華西區署長柯

淑丹表示，「從與合作伙伴的成果來說，

新加坡旅遊局積極與新中兩地業者一起

豐富旅遊線路，聯合市場推廣新加坡旅遊

局的全新品牌‘心想獅城’，獲得了業界的

熱烈反響。從2017年開始，新加坡旅遊局

堅持多元化開發，包括人群的多元化和推

廣活動的多樣性，我們針對中國市場的受

眾人群推出親子遊、閨蜜遊和週末遊，同

時推廣的活動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新，包

括日落馬拉松、ZoukOut戶外熱舞節等活

動，豐富中國遊客對新加坡作為旅遊目的

地的認知。」

她進一步指出，客源市場的多元化也是

及營銷合作，將是新加坡旅遊局在中國

市場的重中之重。而全新品牌「心想獅

城」，將赴新旅客分為6大族群，滿足更

多小規模的旅行需求。

柯淑丹指出，隨着中國數字化進程的飛

速發展，緊跟趨勢非常重要。在內容推廣

方面，新加坡旅遊局將細化雙微平臺的功

能。除了推送及時、實用的信息，還會利用

數字化的功能來提升旅客行前和行中的

體驗。例如微信小程式的發佈，廣大旅客

可以在新加坡利用微信小程式「體驗新加

坡」查詢景點介紹，聆聽語音導覽，開展

行程規劃。

在便利中國遊客旅遊消費方面，新加坡

與支付寶合作，在2018年初實現了支付寶

即時退稅服務，中國遊客在樟宜機場使用

支付寶及時退稅可以享受更優惠的匯率，

且可立即到賬旅客的支付寶帳戶，為中國

旅客提供極大的便利。除此之外，由新加

坡中央退稅機構所研發的手機退稅應用

——途鵝（Tourego）提供的全移動化退

稅系統，可以讓赴新旅客在移動端查看所

有退稅單，並且使用手機隨時查看退稅狀

態，很大程度上為中國遊客提供了便利。

此外，深化與業者的合作，結成更強大

的伙伴網路仍是新加坡旅遊局在2018年

的重頭戲。今年新加坡旅遊局將與新加坡

樟宜機場、聖淘沙結成戰略合作伙伴，在

目的地營銷、市場推廣及產品開發方面展

開合作。隨着二線城市出境遊市場發展勢

頭的日益迅猛，三角聯盟也將在2018年增

加對二線城市的投入，提升新加坡旅遊在

中國二線市場的品牌認知度，讓新加坡成

為更多二線城市遊客的首選旅遊目的地。

2018

▼觸發年輕一代的旅行興趣

除此之外，新旅局還將開展更多的品牌

跨界合作，實現「1+1＞2」的市場推廣效

應。利用不同的品牌信息的碰撞融合，觸

發更多中國消費者的旅行需求。同時，借

勢意見領袖的力量，用不同視角詮釋「心

想獅城」，也將成為2018年市場推廣的重

要內容。

行業資料表明，「90后」已經成為出境

遊的主力軍，而「00后」也開始嶄露頭角。

他們很可能會「說走就走」，也非常擅長

「邊走邊訂」，即營造出了一種 「小規模，

碎片化」的旅遊生態。這給旅遊局的市場

推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新加

坡旅遊局也將致力于與業者合作以加強遊

客的行中服務，以觸發他們的旅行興趣，

滿足他們的旅行需求。

新加坡旅遊局全新品牌「心想獅城」，

將赴新旅客分為6大族群，分別是美食主

義者、城市探索者、精品收藏家、狂歡發

燒友、極限挑戰者和文化愛好者。針對六

大族群，新加坡全年盛會不斷，今年5月有

極限挑戰者最為期待的亞洲最大的夜跑

馬拉松項目——新加坡尚道日落馬拉松；

6月吸引狂歡發燒友目光的Ultra音樂節。6

月到8月，精品收藏家們瘋狂拔草的新加

坡熱賣會；7月有美食主義者的饕餮盛宴

——新加坡美食節；9月彙聚全世界車迷

尖叫的夜間賽事新加坡大獎賽車季；12月

讓大家脫下厚外套的ZoukOut 戶外熱舞

節。每一樣都精彩紛呈，不容錯過。

同時，對于六大族群的定制線路也會在

2018年不斷增加。精品收藏家們，可深度

走進新加坡最迷人的歷史文化景區甘榜

格南，感受多元文化融合的人文傳統和傳

承幾代人的匠人精神；針對城市探索者

們，誠邀各位坐上新加坡傳統交通工具三

輪車，從武起士到小印度，穿越老城和新

區截然不同的特色街區，見證新加坡的巨

大發展。對于熱愛新加坡美食的美食主義

者來說，簡單的品嘗早已無法滿足要求，

定制旅行帶大家走進牛車水的后廚，和大

廚一起追根溯源每一道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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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外國遊客高達1,740萬人次，較之2016年增長100萬

人次，增幅達6.2%。

▼  旅遊收益初步估算達268億新幣（約合人民幣1,277億

元），較之2016年增加約11億新幣，漲幅約3.9%。

▼  中國大陸入境旅客高達323萬人次，漲幅達到13%。其中，新

加坡一地遊的中國遊客同比增長了18%，達到86萬人次。

▼  去年，樟宜機場的年度客容量首次突破6,000萬人次。零售

總額超過25億新元（約122億人民幣），同比增長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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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多家旅行社業者瞭解到，目前前往

新加坡的中國內地遊客，以親子家庭遊為

主。2017年，赴新旅遊人次及旅遊收益雙

雙創新高，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中國

遊客。預計到2018年，新加坡旅遊收入將

增長1%至3%，到訪旅客將達到1,760萬至

1,810萬，增長1%至4%。

廣之旅東南亞游中心總經理蔡敏愉表

示，新加坡旅遊資源豐富、簽證便利、中文

普及，是中國遊客出境優選的目的地。在持

續增長的中國赴新遊客中，年輕白領、親

子家庭占絕對比例，他們對旅遊目的地的

訴求已不僅停留在功能層面，更逐漸上升

到情感層面，並希望在旅行中尋求心靈契

合、價值認同。

為更好貼合市場需求，目前，廣之旅攜

手新加坡旅遊局推出了「心想獅城」旅遊

產品，涵蓋城市文化深度遊、米其林美食導

賞、娘惹文化深度遊等不同主題，行程深

度發掘新興目的地、不斷加入新玩法，如

跟着新加坡米其林美食小紅書，前往獲米

其林星級評定的莆田餐廳品嘗美食；徒步

探索中峇魯街區、如切和加東等小眾旅遊

新加坡穩穩抓住親子家庭旅遊的口味

Agents’ View

目的地，深入瞭解娘惹文化等。 

同時，新加坡是亞洲重要的航空中轉樞

紐，基于中轉旅客龐大流量，加上96小時過

境免簽優勢，吸引越來越多中轉遊客利用

1-4天的過境停留時間，品味新加坡的旅遊

魅力。蔡敏愉表示，基于市場需求的洞察，

未來廣之旅將整合新加坡酒店、景區門票、

交通卡、WiFi等碎片化旅遊資源，向在新加

坡中轉遊客提供可自由選擇的靈活組合，

不斷豐富完善本身新加坡旅遊產品體系。

攜程旅遊部門公共關係總監彭亮則指

出，近期前往新加坡的中國遊客在旅遊需

求方面與以往沒什麼變化，主要以親子遊、

閨蜜遊為主。新加坡堪稱親子遊的最佳目

的地之一，景點多，有趣且密集，國民素質

普遍較高，很適合小孩增長見聞。新加坡

環球影城、新加坡濱海灣花園、新加坡動

物園都是非常適合親子遊的景點。而進入

六月是新加坡的打折季，屆時前去休閒度

假+購物消費的遊客，會大幅增加。

初夏家庭溫馨遊

再者，父母親節臨近，適逢5、6月旅遊淡

季，景點較少人流之余，旅遊成本亦大大降

低，是子女與父母出遊表孝心的大好時機，

而新加坡交通便利、美食處處、語言相通，

文化獨特多元，加上地道特色景點眾多，絕

對是能夠與家人一同展開探索之旅的人氣

熱點。有鑑于此，新加坡旅遊局特別聯同

八大旅行社推出獨家3日2夜新加坡自由行

優惠，訂票日期由即日起至5月15日，出發日

期為即日至6月28日，以每人港幣 1,999元起

的優惠價，便能乘坐新加坡航空，及入住尊

貴星級酒店，其中最矚目的精選推介就是

全新智能化酒店YOTEL Singapore。

設計靈感來自飛機頭等艙及豪華飛行

理念的全新概念酒店YOTEL Singapore于

去年10月開幕，坐落于新加坡最熱鬧繁華

的購物區烏節路（Orchard Road）上，豐富

購物、娛樂及餐飲體驗近在咫尺；而且酒

店設備相當智能化，不但配備自助辦理入

住及退房服務的智能櫃檯、智能床及智能

電視等，另外還有一對可愛的智能機械人

「Yoshi」和「Yolanda」為住客服務，向大

家送上毛巾、清水等，非常便利！

而新加坡在初夏亦有一連串豐富活動，

適合大家出遊探索獅城！例如充滿多元

文化色彩的「開齋節」（Hari Raya），是新

加坡回教徒的重要慶典，猶如中國人的

新年，喜氣洋洋。開齋節意在結束齋戒月

（Ramadan），不少馬來家庭會在當天穿

着傳統服飾，探望親朋好友。遊客不但可

體驗熱鬧的節日氣氛，還能欣賞街上璀

璨燈飾，並參與5月12日晚上于芽籠士乃

（Geylang Serai）舉行的亮燈儀式。

除了傳統節日體驗外，新加坡的夏天還

彌漫着陣陣花香。遊客在5月下旬至7月初

到訪新加坡著名景點濱海灣花園，將看到

花穹（Flower Dome）內一大片色彩鮮艷的

海棠花爭妍鬥麗、芳香四溢，訪客更可即場

報名參加免費導賞團，漫遊花海。此外，年

度盛事新加坡熱賣會亦將于6月8日開始，

屆時，各大零售商將會提供全城大減價和

令人難以置信的超值折扣優惠，例如低至

原價的3折優惠，讓購物愛好者盡享超值購

物的樂趣。

新加坡旅遊局亦同時搜羅與別不同的精

彩景點活動，讓各位孝順子女能在繁忙的

日程中抽空攜同父母親溫馨出遊，締造難

忘的家庭回憶；抑或已為人父母的家長希

望帶子女同遊，探索新加坡地道景點，一同

感受當地的熱情與文化，同樣是難得一見

的黃金機會。

 ■惹蘭勿剎

惹蘭勿剎原本只是一個檳榔和水果園內一條簡簡單單的小路，

多年后，市政府決定擴建這條路，擴建后名稱也改了，成了馬來語

的 Jalan Besar，意指 「大馬路」。

如今，惹蘭勿剎 (Jalan Besar) 已升格為集餐廳、咖啡店及娛樂

場所于一身的消閒熱點，人氣推介包括由舊式五金店改建而成的新

式懷舊咖啡店再成發五金及懷舊娘惹糕店Peranakan Khek等。

 ■懷舊偉士邊車導覽

嶄新的新加坡偉士邊車導覽為全球首個懷舊偉士邊車導覽活

動。遊客可坐上手工修復的懷舊偉士牌（Vespa）邊車，穿梭古雅的

橫街小巷，體驗當地人文風情，探索不一樣的新加坡。

導覽涵蓋地區如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市政區（Civic 
D is t r ic t）、牛車水（Chinatown）及如切／加東（Joo Ch iat-

Katong）區等。大部分導覽都不設停留，但亦可因應個別需要特設其他導覽活動。遊客可

提出各類要求，例如美食夜遊、半日文化遺產導覽，或者簡單至鄰近地區逛逛半小時，在

進行其他行程之前先了解附近地區的歷史及文化。

 ■新加坡河游船

150多年來，新加坡河曾經是繁忙的水道和商業活動中心，而駁

船曾穿梭其中，往返兩岸倉庫，將貨物裝卸于離岸停泊的遠洋貨輪

上。如今遊客可乘坐這些駁船，一探昔日繁華，而且遊船亦能夠讓

父母們舒適地飽覽新加坡河沿岸美景，一舉兩得。新加坡河共有13
個駁船停靠點，其中最方便的停靠點要數Clarke Quay Central 商場外的游船停靠站。  

 ■「螃蟹之家」外賣辣椒蟹手信

150多年來，新加坡河曾經是繁忙的水道和商業活動中心，而駁

船曾穿梭其中，往返兩岸倉庫，將貨物裝卸于離岸停泊的遠洋貨輪

上。如今遊客可乘坐這些駁船，一探昔日繁華，而且遊船亦能夠讓

父母們舒適地飽覽新加坡河沿岸美景，一舉兩得。新加坡河共有13
個駁船停靠點，其中最方便的停靠點要數Clarke Quay Central 商場外的游船停靠站。  

 ■金珠廚藝館

金珠廚藝館 (Kim Choo) 是遊客一探娘惹（土生華人）文化與美

食的理想場所。金珠除了在店屋展出各式各樣的土生華人服飾、配

飾和瓷器，更有不同的特色娘惹美食，其中亮點包括遠近馳名的娘

惹肉粽、色彩繽紛的娘惹糕點等，同樣是熱門手信推介。

此外，為推廣娘惹文化，廚藝館更于每日不同時段設有導賞團及工作坊，子女可與父母

一同參與，感受新加坡多元文化。

 ■萬禮公園項目

以新加坡動物園，河川生態園，夜間野生動物園為基地，正在打造新加坡自然天堂的萬

禮項目。當人們重回自然，呼吸新鮮氧氣，置身綠色森林中，保護生態多樣性的概念也將

會深入他們心中。這也正是萬禮項目的宗旨——沉浸，發展，融合。

2018年，萬禮項目將重點打造萬禮公園，此項目與新加坡花園城市的稱號相輔相成，將

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主題不斷昇華。根據最新的萬禮公園的規劃，以自然為主題的

環境友好型酒店悅榕莊即將入住公園，這是新加坡本土酒店品牌在本土的一項大作。

[ 新加坡特色/全新旅遊景點及活動 ]

新航全新客艙產品5月正式亮相Airlines Updates

新加坡航空公司推出全新區域性客艙

產品。新產品將裝配于新型波音B787-10
機隊，重新定義八小時以內航程的飛行體

驗。2018年5月起，新航波音787-10客機將

首先執飛大阪和珀斯航線。在執飛定期航

線前，新航波音787-10客機的機組人員將

在曼谷和吉隆玻的部分航班上進行培訓。

全新客艙產品為全體商務艙乘客提供全

平躺睡床，所有座位均可直接通往過道；

為經濟艙乘客提供人體工程學設計靠背與

六向可調節頭枕，並通過「我的銀刃世界」

（myKrisWorld）為全體乘客提供個性化飛

行娛樂體驗。

2018年3月28日，全球首架波音787-10客
機從南卡羅來納州北查爾斯頓的波音公司工

廠飛抵新加坡。隨后，全新客艙產品在發佈

儀式上亮相。

全新波音787-10客機共配置337個座位，

包括36個商務艙座位和301個經濟艙座位。

新航投資3.5億美元為首批20架波音787-10

客機配備全新區域性客艙產品。

新航也是全球首家通過銀刃世界提供

虛擬玩具創造者（Toca Boca）和怪獸工

廠（Sago Mini）遊戲的航空公司。該娛樂

選項深受歡迎，將首次向波音787-10乘客

提供體驗，隨后將逐步推廣至新航其他機

型。

新航是波音787-10機型的全球首家客

戶，也是最大客戶，目前已確認了49架波音

787-10客機的訂單。此外，新航還向波音公

司訂購了20架777-9客機，將于2021/22財
年交付。

↑新加坡航空全球首架波音787-10客机飛抵新加坡

（
提
供
·
新
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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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岱堡
歡迎全球遊客的到來！

美國佛州最大旅遊交易會Florida Huddle今年再度回到羅德岱堡

舉行，讓全球旅遊業者及媒體，有機會親自見證羅德岱堡新的旅遊設

施及產品，以豐富並提升現有的服務和產品線。

■張廣文＝佛州羅德岱堡採訪報道．攝影

近日，美國佛 州羅德岱堡 ( F o r t 

Lauderdale)積極推廣全新產品與設施，包

括機場擴建設施、眾多全新酒店，以及景

區景點亮點，期望吸引更多中國遊客前

往，延長停留時間，在當

地盡情探索與遊玩。

大羅德岱堡會議及

旅遊局總裁和首席執行

官Stacy Ritter介紹到，

羅德岱堡旅遊業發展迅猛，許多全新酒

店、餐廳和景點陸續加入市場，機場、海

港和會議中心都投入了上十億資金，正在

推進擴建工程。預計三年后，主要會議中

心將新添50萬平方英尺的會展場地，同

時，羅德岱堡將新增全新濱水區域、800間

客房的四鑽總部酒店等。另外，佛州高鐵

Brightline的快速列車自去年開始，連接了

羅德岱堡和西棕櫚灘堡，未來還將連接起

邁阿密和奧蘭多等其他佛州主要城市。加

上羅德岱堡機場航班持續增加，羅德岱堡

對遊客來說，越來越易達。

接下來，羅德岱堡將針對國際遊客主打

美食體驗，挖掘本身對千禧一代的吸引力，

如夜生活等。Stacy Ritter認為，旅客選擇目

的地，會根據他在當地的感受，目的地再

好，不友善也沒用。因此，羅德岱堡計劃打

造全新形象，主打多元綜合體驗，並將加

大推廣力度，讓全球遊客都知道，羅德岱

堡歡迎他們的到來。

大羅德岱堡會議與旅遊局媒體關係總

監Jessica Savage補充到，羅德岱堡－好

萊塢國際機場(FLL)在第一號航站樓新開

設了A大廳，其設有5個國際大門的海關檢

查設施，這也是4.5億美元擴建和現代化項

目第二階段的一部分。同時2017年還新添

的不少新航線服務，包括：捷藍航空的亞

特蘭大、芝加哥、長灘和鹽湖城等航班；忠

實航空的克利夫蘭、亞蘭敦等航班；達美

航空的鹽湖城往返航班；西南航空的紐華

克、奧蘭多和華盛頓杜勒斯往返航班，以

及全新國際航班往返坎昆、大開曼島、聖

約瑟航班等等。

就深受歡迎的郵輪產品而言，大羅德

岱堡會議與旅遊局公共關係經理Ivonne 
MacMillan說明到， 2018年四月公主郵輪

加勒比公主號將啟動全年航線產品，而精

緻郵輪的全新精緻邊緣號，將自2018年秋

天以Port Everglades為母港，其可承載2,900

位客人。另一方面，銀海郵輪最新的船舶—

銀海女神號自2017年十月啟航。其可承載

596位客人，並提供五個不同的航線線路。

而水晶郵輪也于2017年十月開始推出水晶

郵輪尚寧號和水晶郵輪合韻號的航線產

品。其他還有在Port Everglades啟航的郵輪

包括：銀海郵輪銀神號、銀海郵輪銀風號、

銀海郵輪銀嘯號、嘉年華郵輪等。

從景區景點來看，龐帕諾海灘的沉船主

題公園在2017年8月新增了一個船舶，就是

103英呎的KT-1970沖繩船舶，船舶安置于

岸邊1mile得70英呎海水中，讓客人很清楚

的可以從表面看見，而且也很方便的能潛

水觀賞。最大亮點在于潛水酒吧，不但有12

英呎的美人魚看管，附近還有很多美麗的

海洋生物雕塑。附近還有17個沉船，是美國

最容易到訪的主要潛水景點之一。

針對中國市場，Ivonne MacMillan強調，

接下來更將重點聚焦于宣傳當地十大玩

法，以及當地免費體驗。當中，十大玩法包

括：漫步海濱大道、沈浸時尚購物大街、感

受河邊藝術和娛樂、體驗巡遊、瀏覽畫廊、

博物館、購物中心、動物公園，以及欣賞街

上畫作等。而免費體驗則包括八大海灘、

自然主題公園和保護中心、音樂表演、藝

術街區、運動比賽、節慶活動、農夫市集、

觀光接駁巴士等。

宜動宜靜的多元體驗活動

再者，羅德岱堡亦借由旅遊交易會

Florida Huddle舉行之際，向全球媒體展

示當地多元豐富的體驗，包括：賽格威

(Segway)之旅、皇后叢林遊船、大沼澤地國

家公園、博內特之家、水上計程車、市中心

好萊塢壁畫項目、好萊塢藝術文化中心、羅

德岱堡海灘等。

記者體驗過好萊塢海灘之旅后認為，此

賽格威體驗非常值得加入行程，不管是家

庭團體、休閒度假團體，還是會展團體都

十分適合。即使對運動一竅不通，也能幾

分鐘就上手。在些許陽光陪伴下，沿着好

萊塢寬板路騎行4.5英里時，放眼望去無邊

際的藍天白雲讓人心情不知不覺都愉悅了

起來，中途還前往好萊塢北部海灘公園、

Intracoastal碼頭和達尼亞海灘碼頭停留休

息與拍照。特別的是，上路前有一對一的培

訓時間，旅程中有慢騎與快騎等漸進式體

驗，而且沿路一邊欣賞美景，還能一邊瞭解

當地景點，聆聽導遊訴說當地歷史，品嘗

當地手工霜淇淋，兩小時下來完全不累，還

想再玩。

此外，記者體驗過皇后叢林號90分鐘觀

光巡遊后認為，遊船的確是一種輕鬆瀏覽

羅德岱堡的方式。坐在高高的船上，一邊

吹着海風，一邊聆聽當地介紹，同時一邊

俯瞰欣賞城市美景，以及大戶有錢人家在

河邊的一棟棟住宅，一下就放鬆了下來，餓

了渴了還可以在船上買些熱狗、零食和飲

料，非常愜意。巡遊有些路線和水上計程

車相同，景觀獨特，非常適合趕時間又一次

想遊覽整個城市看到多個標誌性建築的遊

客。

記者也在大沼澤地國家公園欣賞了鱷魚

表演，雖然只有短短十幾分鐘，但是感覺非

常值得。觀眾坐席距離鱷魚們非常近，中間

只隔了一層玻璃，如此近距離的看鱷魚，心

情相當震撼，尤其是當鱷魚一睜開眼睛那

剎那，會突然感覺鱷魚的危險感大增。

佛州好萊塢社區重建代理商營銷和旅

遊協調員Phylicia Korchevsky介紹到，

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到訪好萊塢，欣賞

當地20多個別具特色的牆壁畫作。許多畫

作以海洋為主題，在四五個街區中穿插呈

現，走路約半小時可欣賞完畢，太陽下山后

的傍晚時間尤其適合體驗。除了提供白天

與傍晚的免費導覽之旅，近期當地還推出

了「佛州好萊塢」的手機應用程式，讓更多

人瞭解到訪當地可以看什麼、吃什麼、玩什

麼。

記者發現，羅德岱堡海灘非常長，砂質

細膩，踩起來很舒服，而且很多區域都有

長椅和雨傘可以租借，海灘對面則是很多

高端酒店。附近的博內特之家，展示多元

而精彩的藝術作品，從雕塑、燈飾、畫作、

樂器到家居用品琳瑯滿目，尤其適合喜歡

聆聽歷史故事、欣賞1930年代生活、喜愛精

品和文化的遊客。

往，延長停留時間，在當

地盡情探索與遊玩。

旅遊局總裁和首席執行

官

羅德岱堡旅遊業發展迅猛，許多全新酒

2017年羅德岱堡已新增或翻新了不少

酒店設施，但今年以及來年，更多、更精緻

的酒店服務仍將持續登場。

于2018年第一季開業的爵怡溫德姆海

洋酒店，耗資2,300萬美元打造，共八層

樓、150間客房，其以海洋為主題，設有歐

洲風格的西班牙Tapas酒吧、屋頂酒吧、

免費Wi- Fi、5,000平方英呎的靈活活動

空間、往返機場和郵輪碼頭的接駁交通服

務，以及11個水族館，開幕后將積極爭取休

閒和商務旅客到訪。

另外，于2018年四月開業的雅樂軒

Weston酒店，共有136間閣樓風格的客房、

600平方英呎的會議空間，以及多個品牌標

誌性設施，如WXYZ酒吧、Splash泳池。另

一家雅樂軒羅德岱堡酒店則將于2019年一

月開幕，一樣也將提供閣樓風格的客房、品

牌標誌性設施，以及1,500平方英呎的會議

空間。

而羅德岱堡機場達尼亞海灘艾美酒店預

計在2018年開幕，目前正在推進3,000萬美

金的翻新與改造工程，未來將推出245間現

代化客房、2萬平方英呎的先進靈活會議空

間和兩家重新改變設計的全新餐廳。

特別的是，2018年7月羅德岱堡市中心

將迎來全新雙品牌全服務酒店，也就是萬

豪國際集團旗下Tribute Por t fol io酒店的

Dalmar(209間客房)，以及源宿酒店(114間
客房和套房)。羅德岱堡Dalmar酒店常務董

事Martin Wormull介紹到，此24層樓共323
間客房的酒店，25樓屋頂酒吧是城中唯一

提供360度驚人美景和手工雞尾酒的場所，

而其屋頂大堂設于六樓，同層還設有大堂酒

吧、泳池露臺、健身房、秘密花園、16,000平
方英呎的會議和宴會空間等，1樓則有咖啡

廳和零售場地。

Dalmar酒店銷售和市場總監Kristiann 
Galati解釋到，兩家酒店位于市中心，不但

將成為羅德岱堡的文化樞紐、市中心第一家

奢華酒店，也將提供當地豐富的地道體驗，

同時將提供客人免費WIFI服務、免費接駁

服務等。7至12樓的源宿酒店為精品酒店，

所有客房和套房都有完善的廚房。充滿現

代設計感的Dalmar酒店，則位于14至24
樓，其設有五個獨特的餐飲、娛樂和交流

場地，以及瑜珈工作室，尤其適合企業團

隊舉辦雞尾酒派對。

此外，即將破土動工的則有全新的四季

酒店。23層酒店將提供150間酒店客房和

95間住宅，以及兩間餐廳、水療中心、健身

中心、兒童娛樂室、「海灘管家」，以及宴

會廳和會議設施。而全新170間客房的AC 
Sawgrass Mills/Sunrise酒店也將于2018
年春天在Sawgrass Mills酒店旁邊啟動工

程，預計將于2020年年初加入市場。

海洋風、閣樓風、現代風 不一而足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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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霈芯＝美國拉斯維加斯採訪報道．攝影New Branding

溫德姆酒店集團全球在美國時間4月
10日于拉斯維加斯舉行的年度集團全球

會議上，正式宣佈集團旗下品牌統一新

增加「溫德姆（by Wyndham）」，以進

一步強化集團品牌形象建設。全新的集

團品牌形象在數千名加盟商面前亮相，

該計劃即刻啟動。

自此，速8（Super 8）、戴斯（Days Inn）

和華美達（Ramada）等品牌將分別成為溫

德姆速8（Super 8 by Wyndham ）溫德姆

戴斯（Days Inn by Wyndham）和溫德姆

華美達（Ramada by Wyndham），其他增

加全新標誌的品牌還包括豪生（Howard 

Johnson）、Travelodge、Americ Inn、

Baymont、Dolce、Dazzler、Esplendor以

及Trademark等品牌，在全球範圍內共計

有7,074家酒店。 

溫德姆酒店集團執行副總裁兼首席營

銷官Barry Goldstein先生表示，「此舉

不僅將公司的多元化酒店業主和運營品

牌，形成一統一品牌名稱，亦塑造了集團

共同使命，並有望在整個投資組合中，更

有利地影響客戶對集團旗下酒店品牌的

體驗和整體品牌知名度。」

「作為中端酒店和經濟型酒店市場的領

導者，溫德姆酒店的名字已成為人人都可

以旅行的代名詞。這一品牌形象的全新計

劃也代表了溫德姆酒店集團在為每個人提

供旅行服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溫德姆

獎賞計劃帶來革命性影響，並持續通過專

注在品質、科技、銷售和市場營銷等方面，

提升我們的品牌效應。」

2022年12月完成全球品牌更新

據介紹，全新的統一品牌形象陸續會在

互聯網上可見，包括集團品牌官方網站、

手機移動端和協力廠商有關的品牌信息，

都會顯示更新后的品牌名稱和標誌。北美

酒店業主即刻起就可以開始更新品牌標

示，而全球範圍內的整體更新則預計將于

2022年12月完成。

溫德姆旗下包括Wingate、Microtel、

Hawthorn Suites和TRYP品牌都已經納入

了「溫德姆酒店」，並且集團旗下二十家品

牌的所有酒店，都參與其獲獎的溫德姆獎

賞計劃，該計劃擁有超過5,500萬會員。

驅動並提高旗下品牌的認知度

溫德姆酒店集團全球品牌高級副總裁 
Lisa Checchio女士說道，「在擁有數千

家酒店品牌的世界裡，客人會選擇他們信

任的名字，比如Wyndham，他們知道這就

是品質體驗和卓越服務，把溫德姆這個名

字直接放在前門上，可以驅動並提高消費

者對溫德姆酒店集團旗下所有品牌的認

知度。在美國，有80%的人口在我們酒店之

一的10英里半徑範圍內，我們集團的規模

以及地理覆蓋面廣泛，我們的品牌標誌在

戶外沿街，僅在美國就產生超過5,000多億

次的流覽印象。」

也有研究表明，「近45％的消費者對

一個認可的品牌“感覺更好”，幾乎三分

之一的人期望獲得更好的品質體驗。溫

德姆酒店集團已經看到了其對幾個現有

品牌的影響，其中包括蔚景（Wi nga t e 

b y  Wy n d h a m）和麥客達溫德姆酒店

（Microtel by Wyndham）這兩個品牌，獲

得業界認可的卓越品質。對于Wingate而

言，2007年“溫德姆酒店”的加入，顯著提

升了品牌知名度，與“溫德姆酒店”以來的

行業基準相比，Microtel的平均可出租客

房收入房價，表現穩步上升。」

她進一步表示，「這一轉變還加強了溫

德姆獎賞計劃的力量，繼續推動對整個品

牌家族的忠誠度。客人現在可以輕鬆地將

每個“溫德姆”品牌與排名最高的項目連

結起來，並有理由一次又一次地返回。」

集團計劃將在紐約證交所上市

另據溫德姆酒店集團首席執行官

Geoff Ballotti先生還宣佈一個令人振奮

的消息：「該跨品牌計劃也彰顯了溫德姆

集團及其品牌組合的進一步發展，並為作

為一家純粹的酒店特許經營和酒店管理

公司 - 溫德姆酒店及度假村（Wyndham 

Hotels＆Resorts）將在紐約證交所上市預

熱，其將于今年6月1日正式發佈。股票代

碼為“WH”。」

↑溫德姆酒店集團執行副總裁兼首席營銷官Bar r y 
Goldstein先生

↑溫德姆酒店集團全球品牌高級副總裁Lisa Checchio
女士

借由本次史上最大規模的溫德姆全球大

會，除了公佈溫德姆酒店集團全新統一的

品牌名稱，也進一步加強了溫德姆酒店集

團的全球形象，其過去一年內接連收購了

三個品牌，壯大集團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

規模。據介紹，在此之前，集團還先后收購

了位于布宜諾賽勒斯的Fen Hotels的兩個品

牌Dazzler和Esplendor，並于2015年收購了

Dolce Hotels and Resorts。

2017年以來，去年6月集團首先收購

了Trademark Hotel Collection，標誌着集團

第19個品牌誕生，該品牌由一系列的三至

四星級的單體酒店組成。

Lisa Checchio女士在溫德姆酒店集

團全球會議上介紹，不同于溫德姆旗下的

溫德姆至尊酒店或是Travelodge等其他品

牌，Trademark Hotel Collection不受制于

嚴格的品牌標準。對單體酒店的經營者而

言，成為這個品牌系列的一員，可以共用集

團超過5,500萬的溫德姆獎賞計劃會員和

超過9,000家公司的全球分銷網路，而無需

犧牲自己原有的品牌和標識。

緊接著，同年溫德姆酒店集團再收購美

國中端酒店品牌AmericInn。AmericInn在

全美擁有200家酒店，大部分為特許經營

的酒店，總房間數達到11,600個，覆蓋21個

州，主要分佈在美國中西部、俄亥俄流域、

明尼蘇達州、威斯康辛州、愛荷華州、密歇

根州和北達科達州。

Lisa Checchio女士說到，AmericInn的服

務品質優異且保持良好。住客滿意度指數

顯示超過85%的AmericInn酒店評分超過

四星，其在TripAdvisor上的評分都至少達

到了四顆星。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休閒酒

店品牌，一個藍領商務品牌，尤其對于溫德

姆酒店集團計劃進行市場拓展的上中西部

地區，有很大助益。

2018年1月，集團母公司溫德姆環球公司

（Wyndham Worldwide Corporation）再度

宣佈收購拉昆塔酒店（La Quinta），並預計

將于2018年第二季度完成交易。

L i s a  C h e c c h i o女士進一步指出，

AmericInn是一個強大的品牌，但相對較

小，集中在中西部，而如果談到溫德姆是

如何在中高檔領域成為持續增長的最大經

濟體，拉昆塔在當今經濟中高端市場的定

位，是集團未來想要發展的領域中最具戰

略意義的服務業務。待兩家的忠誠計劃合

併，拉昆塔將會成為公司的旗艦品牌之一。

交易完成后，拉昆塔將成為溫德姆旗下僅

次于Super 8和 Days Inn的第三大品牌。

而在完成對La Quinta品牌的收購工作

后，集團的酒店品牌數量將達到21個，酒店

數量也將達到創紀錄的9,100家。

溫德姆年內接連收購三品牌 
酒店數量將達創紀錄的9,100家

Expansion

溫德姆宣佈啟動全新品牌形象建設

今年溫德姆酒店集團的年度全球會議

選于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辦，來自全球各地

包括亞洲、北美地區、拉丁美洲、中東、非

洲、以及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集團代表、

區域傑出酒店代表、酒店業主、行業相關

供應商和贊助企業代表等，總計超過6,000

人參與今年年度大會。

作為酒店行業巨頭，溫德姆酒店集團在

全球80個國家經營超過8,400家酒店，擁

有約728,200間客房。

其中，2017年，大中華區的成績尤為亮

眼－截至2017年12月底，溫德姆酒店集團

在華酒店數量已經突破1,380家及136,830

間客房，成為全場焦點。

溫德姆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晨軍

先生在全球會議上表示，在「全星級，多

品牌，廣跨界」的戰略下，集團在大中華

區持續擴張備受業主青睞的既有品牌，

如屢獲佳績的溫德姆至尊（Wy nd ha m 

Grand）、溫德姆（Wyndham）以及在華酒

店數量已突破90家的華美達（Ramada）。

同時，也不斷引進新品牌以豐富其在中

國的品牌線，如2017年落戶在古都西安

的精品潮牌酒店爵怡溫德姆（TRYP by 

Wyndham），及2018年推出市場的溫德姆

蔚景（Wingate by Wyndham）和溫德姆麥

客達（Microtel by Wyndham）。

大中華地區于2019年末，溫德姆極有

可能在華酒店數量，將突破2,000家的愿

景。

和新一代消費需求進行結合

他進一步表示，雖然集團在全球範圍內

品牌多達21個，但針對不同區域規劃品牌

全球年度大會
聚焦中國市場發展勢頭

Targe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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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酒店從前期準備到運營管理 都離不開大資料

近年酒店業和旅遊業常常探討互聯網和

大資料，當我們在互聯網看到大資料時往

往覺得非常有道理，也很清楚，但是真正

拿到這些資料以后，若依此來指導我們自

己做計劃、做預算、做未來發展規劃的時

候，就開始有點含糊，究竟大資料應該如

何運用？大資料對酒店集團或者旅遊企業

究竟有哪些幫助？

銀泰旅遊產業發展集

團首席執行官朱曉東表

示，大資料對企業運行的

助力主要體現在下面三

方面，一個是市場營銷，

第二個是客戶信用度，第三個是管理。

一、市場營銷。通過人臉技術採集客戶

基本信息，比如說男女性別或者年齡，獲

得這些基本信息就可以畫出客戶畫像，這

個對將來市場營銷精准度極有幫助，以前

只能大概估算客戶年齡階段，如果將來用

了人臉技術，資料就會非常精准，你的客

戶畫像也會非常清楚，來自于哪裡，哪一

個省年齡結構是什麼樣的，這對企業營銷

有非常大的幫助。

二、客戶信用度。現在基本上很多人用

網路支付，將來可能現金用得越來越少。

只要通過這種互聯網的支付方式，一個人

的信用度一定有資料可查。也就意味着在

客戶分類上，很清楚這個客戶消費能力多

大，它的信譽度多好。其實還是跟營銷有

關，大資料精准判斷客戶的資質和能力，

信用度是會提供很大的幫助。

三、毫無疑問就是從管理層面來說。通

過大資料帶動我們整個管理一些效率，

比如說通過人臉技術。最簡單一個案例，

西口景區一張門票是15個景點，過去15個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景點每個入門口有一個售票人和檢票人，

以后通過大資料和人臉技術，可能不需要

票，只要在票務中心做了登記，進出所有

點只要刷臉就可以。

大資料之于旅遊和酒店的應用，其實在

酒店價值鏈每個環節都可能看到它的應

用，比如酒店選址、酒店融資、企業評估

消費者信用、獲得融資和信貸，都可用大

資料來判斷。還有酒店的設計，包括酒店

房形的設計、酒店佈局，甚至記錄酒店客

人在酒店內消費行為，相應改善和提升產

品，直到客人離開酒店之后的軌跡也可記

錄，應用非常廣泛。

大資料對酒店管理公司
有何效益？

▼  對此，開元酒店集團執

行總裁侯峰則表示，首

先，資料告訴我們，我

們的客戶是誰，這個非

常重要。我們在投資酒

店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個客戶是誰，

酒店才能投的有效率，到底投在什麼地

方，投的多大，酒店應該花多少錢，大

資料通過專業公司，通過自己資源的整

合，我們怎麼獲取客戶；通過大資料分

析，我們的客戶想要什麼，他們的消費

習慣是什麼。我們如何打造這些產品，

這些產品包括我們投資客房產品，以及

我們經營日常酒店提供服務產品，通過

大資料有效分析，無論是我們這個行業

或者說跟我們這個行業有關的區塊鏈，

比如說跟阿裡巴巴行業合作，或者跟銀

泰商業公司的合作，我們可以瞭解到我

們酒店客戶消費過程到底想什麼，我們

在產品創造過程當中，我們把他們想法

注入到產品製造過程當中。

▼  另外，大資料對這樣公司來說，最大幫

助是幫助我們非常有效提高我們運營

管理效率。在過去管理過程中，比如說

總經理強調的是經驗，年紀越大越好，

對一家規模比較大的酒店總經理，我們

首先看他當過多少年的總經理，因為年

紀越大經驗越豐富。但現在很多酒店總

經理都年輕化，這也體現了我們對資料

的理解和捕捉。中年人對一些新的科

技，一些新的資料反應比較慢，但是年

輕人更多技術層面怎麼樣獲取信息，他

們這些能力比我們強。

而大資料從經營管理者角度來看，為什

麼越來越多酒店用年輕總經理，實際上也

跟大資料有關，因為大資料說明我們在經

營管理各個方面，從人才招聘，從供貨管

道建立、產品製造和服務流程改善，以及

從客戶服務管理方面，大資料對我們酒店

產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這是過去五年看到

的變化，來的很快，但是非常快的變化，一

下子讓酒店鋪天蓋地感受到大資料在日常

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成功案例>
侯峰以開元酒店集團2016年在歐洲收

購的酒店為例，其中在一家在德國法蘭克

福，集團嘗到了大資料甜頭，其與中國旅

遊研究院合作非常緊密，利用中國旅遊研

究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一年有多少中國

人去法蘭克福、去歐洲，有多少人去德國，

去法蘭克福這些客人消費水平、消費習慣

是什麼?等等，這些資料在前期酒店建設

和設計過程助益甚多，因此酒店2016年開

業后市場反響特別好，特別是中國人特別

喜歡住這個酒店。

在經營過程中，其也運用大資料，特別

是來自于渠道資料分析，住在酒店裡面客

人到底來自于哪裡？他們從什麼管道過

來？此外，集團也與華為、中信，中國四大

航空公司，以及跟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客

戶建立的非常有效的聯繫。這些資料在酒

店收購、投資、建設以及后續經營管理過

程中，提供集團極具參考值的分析。

店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個客戶是誰，

李軍先生
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副總裁

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日前宣佈，正

式委任李軍先生（Kevin 
Lee）為集團酒店發展、

品牌戰略及設計工程副

總裁，帶領團隊創造輝

煌佳績，並推動集團的

整體品牌戰略規劃和產

品創新。

李軍先生在2009年加入釣魚臺美高梅

酒店集團，分管設計工程部，于2015年晉

升為集團設計工程副總裁，並于2016年
增管集團品牌戰略。此番再度授命，將有

利於進一步整合集團內部資源，集中優

勢，更好地傳遞集團旗下四大酒店品牌以

及住宅品牌的獨特理念。

李軍先生擁有20多年高端豪華酒店設

計管理經驗。在加入集團之前，李軍先生

曾在萬達集團酒店建設有限公司、美國酒

店設計公司HPS和金茂裝飾公司擔任管

理要職，參與了多個國際品牌酒店項目的

設計和建設，如上海金茂君悅酒店，杭州

凱悅酒店，西安香格里拉酒店，三亞康萊

德酒店等。

自加入集團以來，李軍先生帶領團隊

成功開展了十餘個酒店專案的設計工程

管理工作，其中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成

都釣魚臺精品酒店、杭州泛海釣魚臺酒店

和上海蘇寧寶麗嘉酒店皆已盛大開業。

New Appointment

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日前宣佈，正

式委任李軍先生（

Lee
品牌戰略及設計工程副

總裁，帶領團隊創造輝

煌佳績，並推動集團的

整體品牌戰略規劃和產

品創新。

引進時也要思考當地市場空間和需求，以

及當地酒店市場的競爭品牌；最重要的，

還是要回歸傳如何將酒店和新一代消費

需求進行結合，因為這才是未來的消費主

流。根據他們的需求或習慣，思考如何推

出適合新一代住客、適合未來發展的新型

的服務方式、理念或品牌。

針對千禧年輕一代，溫德姆在中國地區

與紅紡文化合作，為消費者帶來定制的辛

普森和大嘴猴主題客房等驚喜體驗，還將

推出和電遊、手遊相關的跨界主題；科技

上，通過引入HTC VIVE的虛擬實境(VR)

技術在房間佈局上進行跨界，營造360度

虛擬空間，讓消費者能夠實現漫遊世界，

甚至社交跨界。

溫德姆起源于美國，辛普森及大嘴猴都

是在美國成熟超過20年以上的IP，在中國

市場雖不比迪士尼那樣家喻戶曉，但也通

過IP商業集團的運作進入大眾視野；而在

得到IP方正式授權的前提下，包括易耗品

在內的客房所有用品，都將採用IP授權廠

家生產的產品。

3.0版本則是從體驗房的視覺效果進行

延伸，進階到能與使用者產生情感、內容

互動的效果。比如在大嘴猴的主題房裡，

除了所見的IP符號，溫德姆還在研究引進

HTC VIVE一款VR眼鏡，設計與大嘴猴

相關的VR的內容，比如大嘴猴全球探險

的內容。3.0就是跨界，將IP與科技、娛樂

相結合，讓IP動起來。這是正在發生的事

情。

劉晨軍也以今年即將開業的麥客達溫

德姆（Microtel by Wyndham）為例，這一

品牌服務無需現金支付，可實現無紙化、

智慧化、數位化的酒店體驗。相比傳統的

酒店，麥客達僅有一種房型，提供極簡主

義的設計風格和更簡便的餐飲選擇，為

旅客帶來更聰明的服務回饋。酒店實現了

WI-FI 全覆蓋和智慧化的娛樂設備。在美

國，麥客達在2002年至2011年，2013年至

2016年被J.D. Power連續評為「滿意度最

高的經濟型連鎖酒店品牌」。

讓流程更加靈活又不失秩序

此外，2017年最新于西安開業的大中華

地區首家TRYP，也展示了溫德姆為新一

代住客提供的潮人體驗。

作為一個新型的社交酒店產品，TRYP

一改傳統酒店大堂空曠、除入住/退房辦理

之外無人駐足的景象，而要將其打造成具

備社交體驗的城中潮流品牌集成店，目標

是讓本地的年輕人從星巴克走出來，走

進TRYP的時候也不會因為沒有房卡而尷

尬。

「傳統酒店在硬體設施、星級標準、軟

體服務流程等方方面面都有非常嚴謹的

標準，這些標準沒有錯，但已很難製造驚

喜，如何依據年輕人所追求的個性化體驗

改造標準化流程，讓流程更加靈活又不失

秩序，這也是溫德姆酒店集團在全球範圍

讓內應該去思考的方向。」

劉晨軍先生進一步表示，新品牌在最初

幾個項目落地之后，在選擇擴張城市時，

不只停留在一二線城市，更有可能走進度

假區、旅遊城市，也有可能是擁有相當消

費水準的三線甚至四線城市。在國內三、

四線城市的人口數量和當地政府政策利

好指引下，預計溫德姆的進駐都將很容易

做到當地最好口碑的酒店，前提是保證業

主的投資回報率和ADR。

↑溫德姆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晨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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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程旅遊部門公共關係總監彭亮

為了保障遊客的遊覽體驗以及充分考慮

到遊客的安全，熱門景區大多會有限流措

施。現在比較常見的為：制定每日進入景區

的人數上限，即一旦購買門票的遊客數量

達到上限值，就停止售票。例如：北京故宮

每天只在網上銷售80,000張門票，售完即

止。特別是在暑期等旅遊旺季，由于人流

量較大，熱門景區普遍會採取限流措施。

不過，國內景區限流並不是國家強制規

定實施的，各景區根據其實際情況進行實

際處理，並不存在進一步強化的問題。例

如：黃山根據天氣設置不同的遊客上限，

保證遊客的體驗與安全。(整理/張廣文)

景區限流並非國家強制規定實施

中國的景區限流是否有落實？
是否應進一步強化?

深圳市報業國際旅行社產品總監葉淑芳

目前只有部分知名景區有落實，例如，

北京故宮、九寨溝、稻城亞丁、敦煌莫高

窟、西藏布達拉宮等熱門景區。中國的景

區限流主要指小長假以及熱門節假日黃金

周，不限但包括例如國際賽事等。

國內還是有絕大部分的景區並沒有落實

到的，中國人口眾多，加之我國國際地位不

斷上升，吸引許多國際友人前來中國旅遊，

執行起來也是有諸多的難點：

1、遊客數量逐年遞增；

2、知名景區接待能力有限，例如：雲南

元陽梯田，假期自駕車驟然增多，車位難

尋，道路有限，往往前方有事故或者塞車

便會導致長達1小時到3小時的堵塞情況發

生；且當地招徠車輛停車事宜並不規範，隨

意停車，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狹隘的道路進

行疏散，甚至靠近懸崖邊，存在着嚴重的

應克服執行難點以提升出行體驗
安全隱患。

3、國內知名景區相對分散在國內各個

路況較為不好的地段，遊客好不容易有

假期想出行，但是卻因為限流無法出行等

諸多不便，引起遊客不滿。

中國的景區限流應進一步強化，特別

是旺季。對景區限流，一是對該景區的一

種緩慢但卻有效的保護，如敦煌莫高窟，

人數過多則會導致遺跡慢性毀壞等，如北

京長城，人數過多則會發生踩踏、甚至經

常摔跤等現象發生；二也是對遊客體驗

品質的一種保證。其實，景區限流，可分日

期、分時段、分人次來做。(整理/張廣文)

同程旅遊副總裁、同程文旅首席執行官王凱

目前比較主流的方式如根據即時客流

量減慢售票速度、利用價格杠杆、實行錯

峰價格，如北京歡樂谷、樂多港奇幻樂園都

曾推出夜場票等，分流白天的人流量；又比

如冬季是冰雪遊的旺季，通過價格杠杆吸

引有適當空閒的遊客休假避開節假日來滑

雪，周末節假日將近300元而平日滑雪價格

僅為100多元，另外有效借助媒體力量和遊

客的口碑傳播，告知滑雪者平日滑雪價格

便宜，又不用排隊等候。

在消費升級的大背景下，遊客越來越追

求出遊的體驗和品質，用戶出遊需求亟需

更多管道、內容的釋放，這也對景區、目的

地、酒店等傳統的遊客承接端提出了更高

的服務要求。

從實踐經驗上來看，有條件的景區可以

考慮引入智慧旅遊，實施時空分流技術，

最重要的是要解決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

題，從而也讓遊客理性選擇到底要不要

去擁堵的景區，這也能有效地緩解這種

情況。

針對景區出遊高峰的痛點問題，同程

文旅推出的微信小程式訂票系統、人臉

識別購票入園系統、多媒體智慧終端機

機，最快可做到免排隊10秒入園，可有效

幫助景區購票分流，減少高峰時段入園

擁堵；利用大資料系統，可實現景區入園

量即時監控，到達峰值時發出預警，配合

景區啟動限流措施。目前以上技術已在

南京總統府、無錫拈花灣等全國數百家

景區推廣。(整理/劉霈芯)

要解決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途牛旅遊網國內短線事業部門票採購經理戴瑋

根據《旅遊法》規定，景區接待旅遊者

不得超過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大承載

量。景區應當公佈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

大承載量，制定和實施旅遊者流量控制方

案，並可以採取門票預約等方式，對景區

接待旅遊者的數量進行控制。旅遊者數量

可能達到最大承載量時，景區應當提前公

告並同時向當地人民政府報告，景區和當

地人民政府應當及時採取疏導、分流等措

施。

我們從不少報導可以看出很多景區都開

始實施了限流政策，例如成都此前就曾對

外發表聲明，成都九寨溝景區從4月24日到5

月7日五一前后假期高峰期的門票已全部售

罄，達到每日2,000人的接待量上線；而上

海迪士尼樂園也在4月26日的時候通知業

者，由于有新主題園區開業活動，或在后面

幾天臨近五一假期即將達到每日上線6萬

人，會隨時關閉票池。又比如，故宮在旺季

的時候現在已經實現了全面的網上預約，

現場已經不再售票，每日限定參觀人數，如

故宮旺季單日限定的客流量是8萬人次，如

通過網路預約能有效控制人流量 果沒有買到票的話就無法進場，所以通

過網路預約的方式簡單方便還能有效控

制人流量。

隨着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近年來

網路訂票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趨勢。現在

很多人的票務消費都轉移到線上旅遊平

臺上，通過線上旅遊平臺購票已經成為

一個大趨勢，能起到一定的預警作用；此

外，現在已有通過電話和微信預訂的成熟

系統，並且有些景區網路預訂可享優惠，

所以，對于到場人數的預估基本準確。

作為旅遊業者，除了也會積極配合合作

景區來做好限流工作，我們也應該宣導

更多的景區能夠網上預約，這樣也保護了

消費者的權利。(整理/劉霈芯)

攜程旅遊部門公共關係總監彭亮

景區限流並非國家強制規定實施

故宮旺季單日限定的客流量是8萬人次，如

客的口碑傳播，告知滑雪者平日滑雪價格客的口碑傳播，告知滑雪者平日滑雪價格

途牛旅遊網國內短線事業部門票採購經理戴瑋

通過網路預約能有效控制人流量

行疏散，甚至靠近懸崖邊，存在着嚴重的

同程旅遊副總裁、同程文旅首席執行官王凱同程旅遊副總裁、同程文旅首席執行官王凱

要解決一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New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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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震撼

更多资讯，敬请访问 tourism.gov.ph | tpb.gov.ph               @tpbphl

菲律宾地处东南亚“珊瑚礁三角区”，拥有超过7000个魅力无限的热带海岛，
清澈温暖的海水、不尽其数的美丽珊瑚礁以及缤纷多样的水下动植物，使菲
律宾成为世界最佳潜水胜地！潜水员朋友们可以在菲律宾享受到极高的水下
能见度和宜人的水温。无论您是一个潜水初学者，中级潜水爱好者，还是经
验丰富的资深潜水员，在菲律宾都可以尽情探索迷人的海岸线和丰富多彩的
水下世界。除此之外，热情的菲律宾人民一定会让您感到宾至如归。菲律宾
人民是世界上最友好、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来到菲律宾您一定可以尽享难
忘的悠闲假期！忘的悠闲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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