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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週年慶
應緊貼市場潮流

市場上一直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酒店

舉辦週年慶活動，這樣的活動想必對客

戶關係維護及酒店形象、業績一定有所

幫助。多年下來，週年慶是營銷上不可或

缺的活動？還是招數盡出、新意有限？無

論如何，市場是動態的，客人的需求在不

斷改變，歸根到底，酒店需要緊貼市場潮

流，以客為先，從客人的角度、個性化需

求制定方案，發揮優勢，才能達到賓主盡

歡。(詳文請見P.12-13)

Airport
躋身國際航空樞紐
必須正視中轉效率

大型國際航空樞紐欲取得國際市場地

位，這與機場的中轉功能和效率密不可

分，而好的中轉樞紐建設離不開前瞻性的

機場規劃設計。

很多人說國際競爭力這個詞已過時，但

京津冀民航協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李豔偉認為，這個「詞」或許過時，但是這

個「事」還沒有過時。也就是說，國際樞紐

的市場地位，主要還是靠中轉品質所決

定。直達旅客量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轉

旅客也應納入考量，要提升機場中轉效

率，必須擺脫硬體條件的約束和軟性條

件的約束。(詳文請見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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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項目本身的經營最好能夠正常運轉

並實現經濟價值，達到正常營利。但在此

之上，旅遊投資還應把政治和社會價值擺

在重要位置，真正實現企業價值。

綠維文旅集團副總裁蔣世和說道，目

前做旅遊投資絕大部分是考慮政治價值，

就是它的穩定性。這樣的旅遊投資企業確

實也需要有一些跟風，而扶貧是目前最大

的一股風。把一個極貧縣和一個大景區有

效的聯繫起來，利用鄉村資源整合發展旅

遊，把有價值的東西做了起來。這麼做的

成果見效非常快，原來農民自己怎麼也解

決不了貧困問題，一旦改變種植結構、勞動

結構，與大景區掛鉤，一下子就解決了脫貧

的指標問題。

這種旅遊企業和旅遊投資的政治和社會

價值要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否則企業

價值在這個層面上是無法實現的。整個社

會開始重視生態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

值，旅遊投資也不能例外。

他認為，市場經濟發展這麼多年后，已

經開始反思——特別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的理論；還有人說金山銀山也不如綠

水青山——其實我們的價值偏了，追求的

目標錯了。我們應該反思：我們的綠水青山

到哪去了？

很多人說故宮的一磚一瓦都是從大運河

漂來的，如果沒有水，北京的首都價值會大

大折扣。而如何通過生態資源旅遊開發建

設提高北京的生活素質、生活水平、生活

品質，提升北京文化現實的自信，這一點確

實需要轉過頭來加大力氣做，不能只是考

慮這件事本身的經濟價值。試問，如果只是

考慮經濟價值，怎麼看待過去這麼多年我

們通過污染河流創造的經濟價值呢？

當然，最好是旅遊項目本身的經營能正

常運轉，能夠實現經濟價值。包括比較傳

統、正規的特別是國外連鎖的旅遊項目，

都是反復精准的核算，最后可以正常的營

利。這樣的項目是投資界應該考慮的重點：

要對投資人負責，至少不要借助其他的手

段來實現應有的經濟價值和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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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HK
高鐵香港段開通在即 
全面實現「一程多站」指日可待

Special Report
以旅遊扶貧攻堅
新興目的地
須把握時勢、審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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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量子精彩时刻

打卡量子
精彩时刻

THE BEST MOMENT 
ON QUANTUM

-向各大旅行社合作伙伴征集在量子号上的精彩照片，

-传至皇家加勒比渠道市场部（内容不限，可以是在量

-子号上的工作照、主题游轮或值得纪念的照片）

-皇家加勒比渠道市场部进行整理筛选

-皇家加勒比渠道市场部将在入选旅行社办公室布置和

-展示“皇家旅业精彩量子时刻”照片墙

打卡量子精彩时刻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海洋量子号”已在上海母港全年

开航超三年有余，将于明年5月30日移师天津母港，并

将在半年后离开中国母港开启全新航程。作为首艘超16

万吨的超级豪华游轮，超凡游轮“海洋量子号”开启了

中国的巨轮时代。作为皇家加勒比在中国市场的跨时代

之举，在中国游轮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了纪

念量子号并助力2019年仅剩的31个上海母港航次销售，

特别开展“皇家旅业精彩量子时刻”活动，为量子号在

上海母港画上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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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一帶一路」的空中絲路走廊
Aviation

中國民航為「一帶一路」促進各個方面

的經濟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

場深度整合的目標正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且正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與發展。

民航局國際合作服務中心翻譯部副主

任王堪林說道，「一帶一路」的主要目的在

于促進各個方面的經濟要素有序流動，資

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整合，而民航業的

屬性與「一帶一路」完全契合。截至目前，

中國已經與「一帶一路」的沿線45個國家、

81個城市開通了432條國際客運航線，占中

國國際航線一半以上，總里程超過150萬

公里。每天，有8.7萬人通過飛機往返中國于

「一帶一路」國家，對「一帶一路」上的人

員流動、商品貿易和文化交流發揮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他介紹，中國民航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的發展思路，可以總結為四個方面。
▼  第一是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比如

沿線省份新建機場33個，完成樞紐機場

改擴建項目51個；重點推進了51個直接服

務于「一帶一路」的民航大、中型建設項

目，總投資達1,636億元；以及提升了西

安、昆明等機場的門戶樞紐功能，與新疆

自治區政府共同制定了烏魯木齊國際航

空樞紐戰略規劃。此外，中國企業還參

與了沿線20余個國家、近40項民航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

▼  第二是開拓國際航空運輸市場：中國民

航與6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雙

邊航空運輸協定；與45個「一帶一路」國

家實現空中直航，每週共有約5,100個往

來航班；國航、南航、東航等國內航空公

司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的運力

投放，新開闢沿線國家航線240條。截至

目前，「一帶一路」國際客運量在國際旅

客中占比已超過50%。

▼  第三是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

航領域的深度合作。他指出，在加強與

沿線國家航空合作方面，中國民航正在

積極探索，不斷發力。民航局充分發揮了

民航業的國際特性，設立了多個對外合

作平臺，其中包括中國民航對中亞合作

平臺、中國民航對非合作平臺、中國東盟

航空區域合作平臺和中國-中東歐空中絲

綢之路。這些平臺都服務于中國民航的

對外溝通和合作。

▼  此外，民航系統現也正積極推進五個

「輸出」，即推進我國民航在管理、技

■鐘韻＝採訪報道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首個美高梅美薈品牌項目2019南京亮相

■鐘韻＝採訪報道

Hotel

2018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銷售巡展近

日分別于在北京、上海和廣州舉辦，釣魚

臺國賓館以及集團旗下5家酒店–上海蘇寧

寶麗嘉酒店、杭州泛海釣魚臺酒店、成都

釣魚臺精品酒店、三亞美高梅度假酒店和

將于2019年開業的法蘭克福釣魚臺酒店的

銷售代表都出席本次巡展，為企業客戶、

休閒旅遊客戶、商務獎勵旅遊客戶和旅遊

行業客戶介紹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的最

新產品與服務。

釣魚臺美高梅酒店集團集團市場營銷

高級副總裁陳延菁女士表示，集團旗下

目前已經在國內開業的包括釣魚臺、寶麗

嘉、美高梅三個品牌，釣魚臺品牌代表中

國禮遇，美高梅品牌的娛樂活力以及寶麗

嘉品牌講究的至臻體驗。2019年集團將再

重磅推出全新品牌美高梅美薈（Mhub），

品牌更多強調輕鬆、歡快、自在和健康等

世界旅遊聯盟日前于北京舉行媒體見面

會，介紹將于今年9月將在杭州舉辦的「世

界旅遊聯盟（WTA）·湘湖對話2018」。首屆

湘湖對話將以「減貧與發展，世界旅遊業的

共同責任」為主題。

今年在杭州所舉辦的「世界旅遊聯盟

（WTA）·湘湖對話2018」，是由世界旅遊

聯盟主辦、杭州市蕭山區政府承辦，以「減

貧與發展，世界旅遊業的共同責任」為主

題，結合當前世界旅遊業可持續發展主題，

元素，相比現有品牌更「有機」。

他指出，所謂有機就是品牌會根據所在

目的地城市不同和針對不同目標客群來決

定酒店設計，有品牌共同調性但也存在因

應市場變化的不同元素，是所謂的1+N的

概念，可以因地制宜；N是根據不同地點的

需求而增加不同功能，而且是具備單獨盈

利能力的，城市需要什麼，我們提供什麼，

美高梅美薈在不同城市會有不同演繹方

式，首個項目南京魯能美高梅美薈酒店也

將于2019年亮相，其他還包括三亞在建中

項目。

她也強調，當今新一代的旅客對酒店功

能需求也不斷變化，比如可能不再拘泥于

酒店內各項分區功能性的需要，大堂是大

堂、酒廊是酒廊等單一功能，未來美高梅

美薈的酒店內部空間將是複合性規劃，就

好比過去的傳統辦公室和當今熱門的共用

辦公空間的概念一樣，衍生出的新工作空

間概念事實上也為多數行業人接受，新時

代的消費群體更能接受多功能型生活型

態，而這些也不是特立獨行而是消費者需

要的新方式。

以首個落地南京的美高梅美薈酒店為

例，在設計上將有兩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如大堂空間將被打破僅是大堂的概念，

大堂可能上午是早餐商務會面的咖啡空

間，也可以是住店賓客簡易工作的空間，

術、標準、產品和服務上的「走出去」。

這5個方面的走出去，並不是將自己的管

理、技術、標準、產品和服務強加給別

人，而是側重于在公平的基礎上通過這

種走出去和輸出，讓各國瞭解和熟悉中國

民航在這五個方面的做法；有好的，能提

高自身安全、管理、服務水平的，也可以

借鑒。這樣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促進共

同進步，共同發展。不希望因為在這些方

面存在較大差異和不同，而阻礙民航業

共同前進和發展的步伐。

王堪林表示，民航參與「一帶一路」發展

共分兩個階段。2016年到2020年是先連快

通、重點突破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民航

將實現雙邊及多邊航權框架下基本完善、

國際航線網路覆蓋廣泛、民航基礎設施保

障能力全面增強、航空運輸品質和運行效

率大幅提升，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

綠色的現代民用航空體系。

2021年到2030年是支撐有力、融合共用

階段。在這一階段，要形成2~3個有較強國

際競爭力的大型航空運輸集團。

更像是一個社區概念；針對的客人也不只

是住店客人，同時亦歡迎本地客人隨時進

到酒店感受社區空間的概念。

另外一個是在酒店餐飲方面，比如酒店

全日制餐廳也不會只是自助餐廳的概念，

除了擺放不同美食外，也許在不同用餐時

間會有不同餐飲功能呈現，中途可以轉換

為酒吧酒廊功能，也可以隨時切換成咖啡

館空間，圍繞客人的需求來變化場景，酒

店內部空間的單一功能性，將被打破。

另據介紹，除了全新品牌在中國落地

外，其他現有三品牌也都在未來五年內有

在建計劃，其中最具里程碑的還有首個海

外項目法蘭克福釣魚臺酒店將于2019年

正式開業；其他包括釣魚臺品牌分別于海

口釣魚臺精品酒店預計2020年開業以及

2023年青島上實釣魚臺酒店，美高梅品牌

2023年也將落地青島。

其他已簽約項目包括武漢和深圳等地；

寶麗嘉品牌則將于三亞、北京以及巴厘島

落地。

首屆湘湖對話9月亮相杭州
探討旅遊業減貧與發展的共同責任

Convention

強調旅遊業反哺社會的責任與擔當。屆時，

世界旅遊聯盟將聯合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

相關國際權威機構三方共同發佈「WTA全

球旅遊減貧案例2018」，同時發佈題為《旅

遊促進減貧：全球進程與時代訴求》的全

球旅遊減貧報告，以發揮典型案例的示範

帶動效應，為旅遊減貧事業貢獻範例和智

慧，並以系統分析、總結和展望全球旅遊

減貧事業。

世界旅遊聯盟秘書長劉士軍介紹，世界

旅遊聯盟·湘湖對話定位為由世界旅遊聯

盟宣導、舉辦的國際旅遊業高級論壇，世

界旅遊聯盟並計劃通過三到五年左右的時

間，將其打造成為國際業界關注、有一定影

響力的聯盟重要活動品牌和國際知名的專

業盛會。

他表示，聯盟認為，旅遊業已成長為世

界經濟發展勢頭最強勁和規模最大的產

業之一，旅遊業應當肩負起促進人類和平

與發展的歷史使命。世界旅遊聯盟的宗旨

是旅遊讓世界和生活更美好，使命是旅遊

促進和平、旅遊促進發展，旅遊促進減貧，

也因此本屆論壇將減貧與發展——世界旅

遊業的共同願景確立為主題，目的是利用

WTA平臺展示全球旅遊減貧的成果，特別

是其在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可持續發展的

模式、可複製的好的案例，來交流國際旅

遊減貧經驗，探討和推動旅遊業在減貧事

業中的責任和作為。

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政府副區長羅林鋒

表示，杭州市蕭山區經濟總量大、區位優勢

明顯、文化底蘊深厚、旅遊特色鮮明、發展

勢頭喜人。湘湖被譽為西湖的「姊妹湖」，

亦是蕭山人民的「母親湖」。湘湖國家級旅

遊度假區是蕭山集全區之力、集各方之智

打造的傳世之作，曾作為兩屆世界休閒博

覽會、四屆中國國際動漫節的主會場。憑借

湘湖得天獨厚的生態與文化優勢，湘湖對

話必將為觀眾留下難忘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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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淘沙岛汇聚多个世界级旅游景点，往返新加坡中央商业区交通方
便，是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商务休闲两相宜。岛上的中档
住宿向来供不应求，远东酒店集团的三间新酒店希望能填补这个市
场空缺，满足精明旅客与本地人住酒店度假的需求。

立足圣淘沙，
       远东酒店集团倾情打造旅游新地标

远东酒店集团是一家国际酒店所有者
及运营商， 拥有10个独具特色、相辅相
成的品牌，涵盖酒店、服务式公寓和公
寓式酒店，并经营着横跨七个国家90
家以上的酒店和服务式公寓，房间总
数超约14,000间，并仍有项目在建。 
旗下管理品牌分别为；豪亚 (Oasia)、 
锦禧 (Quincy)、龙都 (Rendezvous)、 
悦乐 (Village)、远东精选 (Far East 
Collection)、艾迪娜公寓式酒店 (Adina 
Apartment Hotels)、麦迪娜服务式 
公寓 (Medina Serviced Apartments)、 
旅客之家酒店 (Travelodge Hotels)、 
艾博酒店 (Vibe Hotels) 和TFE 酒店
精选 (TFE Hotels Collection)。

更多详情请浏览网站： www.StayFarEast.com/Sentosa
任何询问，请拨电 +65 6830 6355 或电邮至 sales.sentosa@fareast.com.sg

远东酒店集团呈献悦乐圣淘沙酒店、邀堡圣淘沙酒店、百瑞营圣淘沙
酒店及会都里，预计从2019年4月起分阶段投入营业。新度假地段
将包含一系列崭新设施与活动，从精彩餐饮概念到阳光沙滩，让所

有宾客都能乐在其中，各取所需。
  
全新方式体验圣淘沙
悦乐圣淘沙酒店提供别树一格的住宿体验，适合休闲与会议团体或家庭住客，
在酒店里促进感情，探索周边环境的丰富文化传统。酒店共有606间客房，设
计走阳光海岸的大自然风格。向往时髦岛屿假期，邀堡圣淘沙酒店提供在地
体验，193间客房以时髦手法诠释殖民风情的黑白设计。酒店的天台泳池与酒
吧景致怡人，为黄昏鸡尾酒会与社交活动铺设完美场景。百瑞营圣淘沙酒店则
提供一系列贴心服务，带领宾客沉浸于浪漫迷人的美好时光。酒店拥有40间
高级客房, 部分可连接泳池，方便宾客下水畅游或在池畔松懈身心，享受历史
建筑的宁静私密氛围。

毗邻的Mess Hall提供国际餐饮选项，这个前军事基地重新打造为环球村， 
提供多样化的共享设施，新颖零售与餐饮概念精彩纷呈。

探险与浪漫无所不在
泳池区设在升起的平台，呈献特色主题的泳池体验与各种户外空间，供所有住
客使用。The Pamukkale Pool 设计灵感来自土耳其棉花堡的梯田造型水池，
将成为岛上观赏夕阳的最佳地点。面向大海景观或自然绿意，是举行各种活动
的理想场地。

会都里（Events Centre）历史建筑经细心修复，连同悦乐圣淘沙酒店新建的
悦乐广场（Village Square），提供超过800平方米的灵活空间，可承办小型至
中型活动，从企业发布会到私密庆典都很合适。精心设计的欢宴堂，彰显独特
地点的迷人风貌，无论举行婚礼、庆祝会或社交活动，都是最理想的选择。

Mess Hall提供不同国际美食, 
任君选择。（效果图）

天台泳池让宾客放松身心，沉浸于浪漫迷人的美好时光！（效果图）

提供超过800平方米的灵活空间，是举行各种活动的理想场地。（效果图）

酒店房间别树一帜。（效果图）



新航上海線啟用全新A380客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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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霈芯＝採訪報道

Airlines

近日，新加坡航空公司配備全新客艙產

品的A380客機首航執飛新加坡-客機首航執飛新加坡-客機首航執飛新加坡上海航線，-上海航線，-

上海成為繼悉尼、倫敦和香港后，第四條

配備新航全新A380配備新航全新A380配備新航全新 客艙產品的航線。新加

坡航空也借此機會向業界分享未來在中國

市場的重要戰略。

新加坡航空公司中國區總經理曾國銘

先生表示，除了今年8月全新A380月全新A380月全新 執飛上海

-新加坡航線外，今年10月起北京-新加坡航

線上也將投入新的優選經濟艙選擇，每天

三班都將加入優選經濟艙；今年年底新航

還將接收A350-900中程航線客機，其機上

佈局類似于B787-10機型，目前還在評估何

種機型優先執飛中國航線。此外，在未來

三年內勝安航空還將升級服務，為廣大旅

客帶來更好的飛行體驗，並計劃逐步和新

航完成合併。

另外，新航在航空夜的數字化創新服務

方面亦不斷努力，除了電子機票和在移動

用戶端的應用外，國內在數字化發展包括

電子錢包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等等使用也加

入航空應用之中。此外，新航最新研發了

Kris Pay，已于今年8月推出，這是基于區塊

鏈技術等應用，讓旅客可以使用飛行里程

數轉換成點數再做商品購買，比如汽油、食

品等日常生活需求，目前暫時僅在新加坡

地區首先推出運行，未來將逐步推廣到其

他地區。

再者，在其他航空娛樂數字化創新方

面，所有搭乘新航的旅客都可以在飛行前

提前在電子圖書館上下載自身感興趣的雜

誌、報刊音樂、電影和節目等，在新機型上

還可以使用WI-FI連接上即可使用；在全新

A380飛機上的A380飛機上的A380 My Kris World機上娛樂系

統亦可根據客人喜好為您推薦電影、音樂

等娛樂節目，常旅客在飛行途中沒有看完

的影集再次段飛行旅程也會記錄再直接播

放，這些都是基于客艙娛樂個性化方面的

創新服務。

據新加坡航空客戶體驗管理分區副總

裁黃碧瑜女士（Ms.Betty Wong）介紹，

配備全新A380配備全新A380配備全新 客艙產品航班的乘客，可以

享受舒適的座椅、高端的品牌設施、先進

的機上娛樂系統、高速便捷的機上Wi-Fi的機上娛樂系統、高速便捷的機上Wi-Fi的機上娛樂系統、高速便捷的機上

服務以及美味精緻的機上餐食。乘坐首班

自上海出發配備全新A380客艙產品航班

的乘客可以獲得新航定制款真絲眼罩、威

士忌酒杯、The Laundress香氛套裝等首航

紀念禮。值機櫃檯的繽紛活動更添歡悅氛

圍，航班起飛前，登機口更有新航甜品車與

乘客分享精緻甜點。

此外，全新機型的新航套房首次採用了

床椅分離的產品設計，相較于原來的新航

套房面積大了60%，為乘客提供了270度的

旋轉座椅和可以收起平躺的睡床，整體機

上飛行體驗更像酒店，相鄰的兩個套房也

可以連結起來，轉換為全尺寸的雙人床。

在新航套房產品也有2個豪華設計的機上

盥洗室，客人可以享受非常私密空間。

新加坡航空全新客艙產品將被率先配備

于從空客訂購的五架新型A380客機上，隨

后將對14架現役客機進行改裝。新加坡航

空A380客機目前服務于奧克蘭、北京、法

蘭克福、香港、倫敦、墨爾本、孟買、新德

里、紐約、巴黎、上海和蘇黎世航線。

梁發宗先生
上海虹橋康得思酒店董事總經理

近日，上海虹橋康得思酒店任命梁發宗先

生為酒店董事總經理，並負責日常運營管理

工作，加入上海虹橋康得思以前，梁先生在

北京首都機場東海康得思擔任總經理一職。

梁先生畢業于香港理工大學旅遊業管理學士

學位，逾30年的酒店工作經

驗，其中包括任職于中國大

陸、臺灣、新加坡等地的香

格里拉酒店集團約20年。

梁先生在香格里拉的職

業生涯從臺北遠東國際大

飯店擔任房務總監開始，之後被陸續派往新

加坡、大連、深圳、中山及臺灣。于2010年被

提拔為香格里拉區域總經理，並且管理深圳

福田及廣州香格里拉。2014年，被調往北京

擔任區域總經理的同時，管理北京中國大飯

店、北京國貿大酒店、盛貿飯店三家酒店的

運營工作。

艾漫威先生
英國旅遊局中國及北亞地區總監

英國國家旅遊局近日宣佈任命艾漫威

（Manuel Alvarez）先生為其中國及北亞地

區總監。艾漫威先生將常駐英國旅遊局在韓

國首爾大使館新設的辦公室，致力于推動來

自中國、日本和韓國的重點

地區的新老訪英遊客數量

的增長。

艾漫威先生的將著力于

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推動

英國旅遊業的發展：將遊客

對旅遊的渴望轉化為預定行程的實際行為；

將合適的產品在恰當的時間推薦給正確的

顧客群體；開發可預定的地域性及季節性產

品，與旅遊業界伙伴開展合作。

學位，逾

驗，其中包括任職于中國大

陸、臺灣、新加坡等地的香

格里拉酒店集團約

業生涯從臺北遠東國際大

飯店擔任房務總監開始，之後被陸續派往新

地

的增長。

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推動

英國旅遊業的發展：將遊客

對旅遊的渴望轉化為預定行程的實際行為；

New Appointments

w
w

w
.jinlinghotel.com

金陵传奇继续上演
金陵饭店是南京地标性建筑，1983年10月开业，曾以“神州第一

高楼”、“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而蜚声

海内外。金陵饭店不仅屡获“中国最受欢迎十大酒店”和“中国最佳

商务酒店”殊荣，更以独有的“细意浓情”为中国服务业做出了卓越

的标杆性贡献，一举摘得中国服务业领域唯一质量管理最高奖桂冠。

201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亚太商务楼是金陵饭店推出的又一扛鼎

之作，与金陵饭店无缝对接，拥有近10万平方米国际标准写字楼，

365间豪华舒适的客房，6个特色鲜明的餐厅，4000平方米会议场地

及专业会议室，4000平方米健康俱乐部与10000平方米及餐饮、超

市、购物、票务于一体的精品商业。传承金陵饭店国际化标准，缔造

五星级商务生活，并同金陵饭店世贸中心一起合力构筑南京高端国际

商务综合体，续写金陵新的传奇！

近百家世界500强及国际知名企业已进驻办公

紧邻地铁1、2号线新街口站

由金陵饭店全权管理，纯租赁运营

由金陵饭店金陵汇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优质的酒店式物业管理服务

近2000平方米标准层面积，空间开阔

4000平方米会议中心，气派典雅

4000平方米健康中心，健康活力即刻拥有

超一万平方米精品商业，缤纷世界尽在掌握

Celebrate the 35th Anniversaryof Jinling Hotel Nanjing

租赁热线：（86-25）84729808
中国南京 新街口 汉中路2号

电子邮箱: grace.meng@jinlinghotels.com
www.jinlingho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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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遊扶貧攻堅
新興目的地須把握時勢、審慎發展

在政符政策的鼓勵下，旅遊扶貧早已是紅紅火火的產業話題。會選擇以旅遊作為脫貧途徑之一，與

一二產業限制、期待人才回流、天先環境條件等等不無關係；再加上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后所帶來的生活條

件及人心需求改變，從扶貧理念到休閒農業及鄉村旅遊的發展，更是受到各界的肯定與仿效。只是，該怎麼

做才扶得起來?光靠營銷，恐怕遠遠不夠。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去
年底因扶貧不力遭中央紀委追責而

躍上媒體版面的河北康保，今年年

中便高舉扶貧旗幟在北京舉行發佈會，表

示將致力打造旅遊特色品牌。康保發展旅

遊的天然優勢包括：氣候涼爽，空氣好、

水質好，馬背文化與農耕文化相交融，擁

有生態草場、野生動物「遺鷗」以及正在

發展的綠色產業體系。

在這些先、后天條件的基礎之上，康保

縣近年打造了遺鷗攝影周、2014年起已連

辦五屆的康保草原國際馬拉松等品牌賽

事，今年並與中國國旅戰略合作，推出涵

蓋開幕式、越野及房車自駕、旅遊大巴觀

光、七夕搖滾音樂會、戀人露營等一系列

活動的國家牧場「戀人花」文化生態旅遊

嘉年華。

面對限制多 朝第三產業尋突破

會選擇以旅遊作為脫貧途徑之一之一之 ，實際

上也是受到康保縣農、工業在政策上的一

些限制，比如禁止發展灌溉型原料林基

地、紙漿原料林基地，禁止在沙漠化和鹽

漬化高度和重度敏感地區發展傳統畜牧

業，禁止新建白酒生產線，嚴格控制新建

商品住宅地產項目及禁止新建高爾夫球

場、跑馬場項目等。

據繼去年底原康保縣委書記免職后新

上任的現康保縣委書記劉雪松分析，康

保有「六好」：空氣好（PM 2.5達北歐水

平，比海口還好），水好（地下水是天然蘇

打水，比瓶裝水好），風光資源好（風速每

秒5-7米，光照時長全國僅次青藏；任何霧

霾、病毒一陣風就刮到別處），旅遊資源

好（包括南天門、康巴諾爾湖、鑲黃旗山

等），食材好（縣周圍無污染源，農產品有

機無公害），人好（有草原民族的粗曠，曠，曠 又

有壩上人民的忠誠）。基于這六點，他認

為，康保的前途不可限量。

針對旅遊來說，今年康保舉辦的三項大

型旅遊活動為當地政府帶來了許多啟示。

劉雪松舉例，在戀人花節期間，一名蕎麥

餄餎面商戶一晚就掙了六千多元（一碗餄

餎面15元，成本2元），可見旅遊的效益大

于一切。甚至有很多來到戀人花谷工作的

貧困戶在領工資時不願出示身份證（怕取

消貧困戶資格），說明許多貧困戶都在旅

遊中受益。

因此，劉雪松為康保縣的旅遊發展做

了進一步的設想。其規劃為：以縣城為中

心，結合今年的交通建設（投資30多億元

的1,100余公里國省縣鄉村五級道路），呈

放射狀朝四個方向發展。

▼  第一條路是西北方向的「草原天際

線」馬拉松賽道，旨在「運動」。

▼  第二條路從戀人花海進、滿德堂出。

經過和「旅遊專家」的考核之后，縣

政府考慮沿着該條道路以花海形式演

繹世界最知名的十幅畫作（如梵古、

達芬奇的名作），因為陝西洋縣稻田

以水稻「種」出蔡倫頭像后，吸引了上

百萬遊客前去參觀。這條路旨在「藝

術」。

▼  第三條路是即將開通的422縣道。其

兩側正在進行大規模的中草藥種植，

旨在「養生」。他認為，假如設計一個

中途驛站，搞一個500人集體艾草泡

腳的活動，可能就能進入吉尼斯世界

紀錄，一下一下一 在全國乃至全世界打響名

聲。

▼  最后一條路是康保縣城至鄧油坊途

經幾個鄉鎮的路段。這一塊兒水土條

件較好，有豐富的水果、蔬菜等有機

農產品，因此這一這一這 條旨在「美食」。

這四條路可以修建具有停車、購物、飲

食的服務區，交給貧困戶適當經營，並將

沿途已拆掉的村莊當中不是危房的舊房子

改建成民宿，從而全面帶動起康保旅遊，

真正做到旅遊脫貧，同時鼓勵群眾靠自己

的雙手致富。

擴大周邊效益 需求帶動人才回流

對康保情況較為瞭解的河北旅遊投資

集團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李軍輝認為，

萬變不離其宗：沒有產業，「扶貧」無從

談起。為什麼27萬人的康保縣，常住人口

只剩12萬？因為產業不發達，年輕人找不

到工作、夢想無法實現。那麼產業以何為

首？

旅遊是最好的答案，因為它的發展最

快，而且在且在且 休閒旅遊到來之際，恰逢其時。

李軍輝對康保利用每年綻放的蕎麥花打

造「戀人花」主題嘉年華的行動「非常認

可」，並認為這種想法可以一直延伸：「戀

人花開完后，蕎麥收穫時，是不是可以搞

個收穫節？果實收下來后，是不是可以搞

個品嘗節？客人走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能

讓他們也帶個蕎麥皮填充的枕頭走？」

他認為，以旅遊把當地產業發展起來，

就能把外來的人引進來，從而使市場需求

上升，那麼從家鄉出去的人們，可能就會回

來。

設施完善之前 以特色創造吸引力

國旅總社和中旅總社總裁薛曉崗對于

康保的旅遊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言。他指

出，從產業帶動的角度來看，旅遊確實是

扶貧較好的方式，畢竟除了涉及吃住行遊

購娛多種行業，它還能讓人們的物質、精

神水平都在其發展過程中有所提高。對于

康保來說，他認為，有兩點必須重視。

1.首先是「特色」問題，包括特色風

景、特色活動、特色體驗。當前，「體

驗」已經完全取代了遊客在景點前面拍張

照就走的模式。

在充滿大山大水、大風大景的中國北

方，遊客在某處特別流連的幾率非常小；

康保本身就是一個大景區，因此另建景

點，靠門票經濟來扶貧，是不合適的。更

多的精力，應該放在當地獨有資源的體驗

上，比如「二「二「 人臺」。

目的地陳述自己的各種「特色資源」通

常很容易，但對于遊客來說，目的地某種

特色具備「不可替代性」，才是他們到訪

的理由。比如，康保有的草原，交通通達

性更佳的張北也有、內蒙也有，遊客為什

麼要到康保來？假如短期內，交通等宏大

問題無法解決，那麼通過獨有的特色（哪

怕是美食或任何「一個點」的改良或獨到

之處），還是可以把遊客吸引到目的地。所

以在旅遊目的地發展初期，「真正」有特

色的資源一定要深挖掘。

2.其次是「人」。在旅遊設施及其他條

件尚未特別完善的情況下，對當地

服務業從業者進行培訓，使遊客對「當地

人」印象深刻，這也是目的地旅遊主管單

位必須做的事情。

在自媒體盛行時代，政府和傳統宣傳管

道的效果早已較以往大打折扣。因此，應

尤其關注今年來看花海的這7萬7萬7 名遊客，瞭

解他們對康保的印象、認為康保有何可改

進處，因為通過他們來宣傳康保，效果會

比打廣告、做硬推要好很多。

對于大部分人分人分 來說，現在出遊前必須先

做的就是上網看攻略。這實際上就是以他

人的經驗做借鑒。假如攻略內容全是「交

通不便、吃的一般、人很冷漠」，這個旅

遊目的地註定將很難做。但如果內容多為

「儘管通達性不強、儘管大山大水還未系

統性開發，但是當地老大爺、老大媽對我

出自內心的歡迎，讓人找到特別淳樸的感

覺」，那麼這個目的地的旅遊事業還有發

展希望。

成功實現旅遊扶貧

政
策

特
色

人
才

產
品

營
銷

如果內容多為「儘管通達性不

強、儘管大山大水還未系統性開

發，但是當地老大爺、老大媽對我

出自內心的歡迎，讓人找到特別

淳樸的感覺」，那麼這個目的地的

旅遊事業還有發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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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上取得成功，產品自身若跟

不上宣傳裡無論從視覺或文字所

傳遞的承諾，目的地將難以吸引

遊客二次到訪；而無法讓人回味

的目的地，第一次都不值得客人實

地體驗。或許提前製造需求有其

必要性，特別是在需要證明自己在

為「扶貧」做點什麼的時候。但是

這就不能怪短板過于暴露了。

special RepoRt

操之過急 產品和營銷出現斷層

自宣佈與國旅總社戰略合作，康保迅速

鋪開了多個活動和營銷舉措，社交媒體上

時不時能看到相關圖片和消息，特別是關

于以蕎麥花為主題的旅遊嘉年華活動。

但是營銷上取得成功，產品自身若跟不

上宣傳裡無論從視覺或文字所傳遞的承

諾，目的地將難以吸引遊客二次到訪；而

無法讓人回味的目的地，第一次都不值得

客人實地體驗。在產品準備好上線之前，

適合這麼開展大規模營銷嗎？或許提前製

造需求有其必要性，特別是在需要證明自

己在為「扶貧」做點什麼的時候。但是這

就不能怪短板過于暴露了。

假如康保是旅遊扶貧的先鋒之一，那麼

或許它的問題也對后進者有參考意義。經

過實地考察后，筆者認為除了專家們天花

亂墜的美好想像，像康保這樣急于看到產

業成型的貧困縣，還有一些實際面不能忽

略。

以自駕到康保同樣的交通時長，北京的

客人可以飛到北歐看萬座湖泊；康巴諾爾

湖的必看點是什麼？陝西洋縣的「稻田蔡

倫」如果可以被康保縣的「花田藝術品」

所複製，那麼其他目的地以其他農作物複

製了同樣概念之后，康保的魅力在哪裡？

以今年康保在搖滾音樂節上做的嘗試為

例，且不論調性與目的地自身或目標市場

是否吻合；僅今年下半年，就有蘇州半島

音樂節、昆明五百里音樂節、豐寧草原音樂

節、吉林金珠花海音樂節、張北草原音樂節

等十余個大型音樂節。新興目的地可以如

何從音樂節這種形式中尋求突破？

在本次的「康保PM百可維特音樂節」現

場，出現了保安向記者為難、多起本地老

人要求孩子在擁擠的人群中當眾撒尿並與

觀眾爭執的情況。此外，無論是餐廳或會

議廳舉辦論壇的現場，都煙味濃郁，人們

沒有保護無煙環境的意識。這種環境和人

與人相處的氛圍，是否能為目標市場的客

源所接受？政府推進旅遊發展的同時，是

不是也應該對內進行相應的宣導？

如同許多專家所言及，這是一個人人

有話筒的時代。如果在營銷宣傳的吸引

下，首次到訪的客人發現廣義的旅遊產品

（包括目的地、活動和體驗）並不如其初

所預期，營銷有可能反成了產品的致命

傷。產品和營銷之間斷層的銜接，不能不

重視。

一，�交通便利性和景點吸引力是否成

正比？景點被複製之后，目的地

是否還有讓客人前往的動力？

二，�假如長城、西湖、布達拉宮能讓目

的地「有機發展」，那遊樂園、嘉

年華、音樂節、體育競賽確實也是

為旅遊市場人工灌溉的好方法。

但是前提和景點一樣：它是否有

「必去」的理由？一旦被複製，是

否還有投資價值？

三，�政府喊口號的聲量是否與當地人

民的旅遊接待意識、甚至基本素

質，同步提升？

Agricultural Recreation
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
2020年產業目標：收入超萬億

休閒農業及鄉村旅遊是旅遊扶貧的具

體產品面向，也是社會經濟水平提升、人

民有錢有閒后的自然走向，無怪乎產業態

勢越見看好，也備受政府重視。

農業農村部農產品加工局休閒農業處

副處長曹宇介紹，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是

農業、旅遊、文化三位一體，生產、生活、

生態同步改善，農村、一產、二產、三產深

度融合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近年

來，在市場拉動、政策推動、創新驅動、政

府帶動下，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產業呈現發

展加快、佈局優化、品質提升、領域拓展的

良好發展態勢。

總體來看，休閒農業+鄉村旅遊在經歷

了萌芽、起步的階段之后，已進入了快速

發展階段，且目前正發生着三個變化。

□3 �第一是從最開始農民的副業，變成了

現在農村的一種新產業。

□3 �第二是從市民休假的臨時安排，變成

一種經常性的生活方式。

#worktripping

from bedside to cityside

OUR TOOL FOR PROFESSIONALS FOR FLEXIBLE AND PROFITABLE 
MANAGEMENT OF ALL YOUR BOOKING AND THOSE OF YOUR CLIENTS

800 988 0700 · meliapro.com

THE CONFIDENCE OF PARTNERSHIP

MELIÁ PRO AGENTS
BOOK NET PRICES 

DIRECTLY

MELIÁ PRO WHOLESALERS
BOOK YOUR CONTRACTED 

HOTEL ONLINE

MELIÁ PRO CORPORATE
EXCLUSIVE RATES FOR 
BUSINESS & LEISURE TRIPS
MELIÁ PRO MEETINGS & EVENT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THE PERFECT EVENT

TTG 18Sep.indd   7 10/9/2018   上午10:47



SEPTEMBER 2018 • TTG CHINA 8special RepoRt

□3 �第三，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看，其發

展也已從一般性工作演變成一項重

要任務。

她說道，從今后一個時期來看，休閒農

業+鄉村旅遊的產業發展勢頭相當強勁，可

以說是發展的黃金期。其發展特點有幾個

方面。

①首先，發展規模不斷擴大。據不完全

統計，2012年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的接待人

次僅僅是8億，而到了2017年其規模已達

28億，年均增長率超過28%；2012年休閒

農業+鄉村旅遊的營業收入是2,400億元，

2017年其已超7,400億元，年均增長率超

過25%。2017年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的從業

人員達到1,100萬人，帶動受益農戶750萬

戶。

②其次，產業佈局逐步優化。近期，有

規模、有特色的農家樂聚集村越來越多，

已經形成了組團式發展的規模效應，逐漸

形成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的聚集區和產業

帶，總體形式從零星分佈向集群分佈轉變，

空間佈局從城市郊區和景區周邊向更多適

宜發展的地區拓展。

③再次，主體類型更加多元。休閒農業

+鄉村旅遊的發展動力最開始是由農民自

發開展，而今已逐漸轉變到由政府規劃和

引導，農民合作組織、社會資本等主體紛

紛湧入；經營主體從最初以農民自發經營

為主的農家樂逐步發展形成了以農民為主

體、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的新局面，民俗村、

休閒農園、休閒農莊等形式不斷成長、壯

大，農業嘉年華、特色小鎮等形式多樣、

特色各異的新類型不斷創新，開闢了產業

發展的新途徑。

④最后，發展內涵不斷提升。休閒農業

+鄉村旅遊不僅具備了吃住行遊購娛這些

基本要素，且更加注重發掘、利用農業、

農村資源的潛在價值，通過規劃設計和創

意策劃，將資源產品化，產品鄉土化，給農

業的生產過程、農民的勞動生活和農村的

風景風貌賦予了生命的屬性，內涵更加豐

富，推動了文化傳承、農業知識科普和農

業技術推廣等多功能性的全面體現和挖

掘利用。

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的發展勢頭為何如

此強勁？曹宇說道，

從需求側來看，

□3�第一是「有錢。」國際經驗表明，當一

個國家和地區人均GDP超過5,000美

元時，就會形成休閒、度假的消費需

求，休閒消費能力顯著增強並呈多元

化趨勢。2017年，中國人均GDP已達

8,836美元，未來20年，中國人均GDP

水平還將進一步提高，預計人均年休

閒旅遊將超過5次，呈現爆發式增長

態勢。

□3�第二是「有閑。」國家法定節假日在

不斷調整，帶薪休假制度在逐步落

實，2.5天的彈性休假制度也開始實

施。休閒度假將會從少數人的奢侈品

發展成大眾化、經常性消費的生活方

式。休閒觀光的大眾化、家庭旅遊的

普遍化必將成為拉動休閒農業+鄉村

旅遊快速發展的動力源泉。

□3�第三是「有條件。」第一個條件是，

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用手機獲得

信息信息的便捷度已大大提高，一條

朋友圈，很有可能無意捧紅偏遠角落

的一家民宿；導航技術也空前發達，

開着車，憑導航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

方。第二個條件是自駕車非常普及，人

們的活動範圍大大增加。第三個條件

是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發生了

很大的轉變，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成

為大眾化、經常性消費的度假休閒方

式。一到節假日或小長假，成千上萬的

城市居民總會蜂擁至農村度假。

從供給側來看，

□3�第一是具有發展的基礎：農業、農村

工作基礎良好、成效顯著，中央堅持

把三農工作擺在重中之重，大力推動

城鄉一體化發展，不斷加大基礎設施

建設的投入力度，推動公共服務均

等化和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農村水、

電、路、氣、房和通訊等設施都得到

了明顯的改善，科、教、文、衛、保等

社會事業水平也明顯提高，這為發展

休閒農業+鄉村旅遊打下了良好的基

礎。十九大報告的鄉村振興戰略提出

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目標，故休

閒農業+鄉村旅遊有望迎來更多的政

策發展機遇。

□3�第二是產業發展政策的持續推動，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休閒農業+鄉
村旅遊發展。其中，很顯著的標誌是

從2015年以來，連續四個中央一號檔

都提出要大力發展休閒農業+鄉村旅

遊，使之成為繁榮農村、富裕農民的

新興支柱產業；其篇幅亦從2015年的

180字衍變到2017年后的485字。2018

年的一號檔更是明確提出了實施休

閒農業+鄉村旅遊精品工程的要求，

國務院並有多個檔提出了農業與旅

遊、教育、文化、健康、養老等產業深

入融合的要求，並從不同角度提出指

導意見。

與此同時，農業農村部也聯合各部門落

實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積極出臺了政策

措施，推動產業快速發展，並重點打造了

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的品牌體系、開展推

介活動等。在各級政府的重視之下，休閒

農業+鄉村旅遊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

遇，也充分說明了這個產業有着非常重要

的現實意義。

從扶貧攻堅的角度來看，

□3 一方面，休閒農業+鄉村旅遊能夠有

效培育農村產業發展的新動能。相

較于傳統農業，休閒農業+鄉村旅遊

具有更高的經濟、文化和生態效益，

對城裡的資金技術、信息支援、管理

理念等關鍵要素和資源能夠行程逆

向的虹吸效應，打破農村要素向城市

單向流動的科學，使得城、鄉互為資

源、互為市場、互為環境，資源配置

更加優化，經濟文化相互融合，有效

調整和優化農業產品結構、農業產業

結構和農業農村的價值鏈結構，催生

一批懂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激

發農業農村發展的新活力、新動能。

□3�另一方面是可將農業生產、加工及

休閒觀光做出有機結合。在休閒農

業+鄉村旅遊這個產業裡，經營業主

在生產優質農產品、做大一產的基礎

上，發展加工業做成二產，再發展休

閒度假、養老養生、農事體驗，坐擁

三產，便能有機地把農業生產、農產

品加工、休閒觀光服務有機結合在一

起，帶動關聯產業發展，推動一二三

產聯動，實現產業融合發展、拓展農

村發展空間。

通過發展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產業，首

先能在原有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實現物化

產品、精神產品的雙重增值，極大提升農

產品附加值，有效增加農業的經營性收

入。其次可延長農業產業鏈、擴大就業容

量、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有效增加

工資性收入。再次能把農家庭院變成市民

休閒的農家樂園和可以住的旅店。農民可

利用宅基地、庭院、設施等資產入股，以股

東的身份從產業發展中分享收益，從而有

效增加財產性收入，保障農民收入四季不

斷。

總之，通過農業+旅遊+康養+文化+教育

等一系列功能的拓展，延長產業鏈條，可

有效提升農村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土地產

出率和資源利用率，促進農民就業增收。

農業農村部的目標是，到2020年，休閒

農業和鄉村旅遊產業規模進一步擴大，營

業收入持續增長，力爭超萬億元。

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發

生了很大的轉變，休閒農業和鄉

村旅遊成為大眾化、經常性消費

的度假休閒方式。一到節假日或

小長假，成千上萬的城市居民總會

蜂擁至農村度假。

中國休閒農業+鄉村旅遊營業收入 中國休閒農業+鄉村旅遊接待人數

旅遊脫貧關鍵在于視野和人才
Success Factor

貧困縣是如何成為貧困縣，又應如何脫

貧？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認為，脫貧

的關鍵，最終在于本地視野的拓展，以及人

才的保留、引進和提升。

他說道，以康保為例，其距離經濟、社會

高度發達的北京僅三百多公里，為什麼是國

家級的深度貧困縣？

像康保這樣的地方要從貧困到發達，就

必須要有產業的支撐，必須要有市場主體

的積極作為，而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資源開

發。無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其發展和提

升都離不開成千上萬的工商企業，更離不開

成千上萬的專業人才。把人引進來，視野就

會被帶進來。

他認為，很多的「落后」，可能是思維的落

后、視野的落后；把這些打開，其實更重要。

多年以來，由于沒有外來資本的介入、沒有

更高密集的科技介，加上大城市對本地人才

的虹吸效應，如同抽水機一樣把寶貴的本地

人才資源吸走，嚴重制約了本地的市場主體

化。怎麼辦？

戴斌表示，隨著旅行商進帶著遊客進入，

有效擴大市場規模，政府不僅要做空間的規

劃，也要制定產業發展的規劃，在遊客來了、

資本來了、商家來了、本地人也回流之時，更

須思考如何通過培訓、投資孵化等方式持

續提升年輕人的市場意識和專業能力，推動

旅遊領域的創意、創新，實現社會階層的持

續流動，促進本地人的高層就業，以及如何

通過地方商業環境的完善、品質進一步的

升級、產業持續的優化。

特別是科技、教育、文化氛圍的提升，讓

年輕人留下來、讓出去的人回來、讓外地的

人也進來。

2,400

7,400

2012

2017

(單位: 億)

(單位: 億)

年均增長率超過25%

年均增長率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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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202012

目標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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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Luxury
是生活態度，也是商業模式

  Lean Luxury是圍繞回歸需求來做，也就是做自己認為是對的、自己想要堅持去做的事情。非常聚焦于消費

者最核心的體驗，盡可能減去多余的要素，讓消費者更享受自己的生活。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Q.什麼是Lean�Luxury？其跟一般奢華不一樣？

王
：奢華有它傳統的定義，特別是

傳統五星級酒店某些浮誇昂貴

的裝飾、氣派的排場和極致的管家式服

務，這樣的奢華，定義了人們心目中的一

種奢華。不過，通過專業的調研公司發

現，實實在在的年輕國際化消費者，在

消費觀念上，不再需要別人幫自己定義

什麼，而是在找尋自己內心的奢華是什

麼。因此需要根據消費者的生活方式、

喜好和需要，找到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Lean Luxury的定義就是通過有限

的空間和資源，用可持續的方式更關注

客戶的核心本質需求，來打造他們真正

想要的高品質、個性化的體驗。簡單說，

Lean Luxury不是在說一個表像或體

驗，而是要能長期持續地提供給客人他

們真正要的東西。

因此，Lean Luxury既是一種品牌概

念，也是一種商業模式，亦是一種做事情

的方式，更是對消費者的一種承諾。同

時，這跟德國人的系統思考、注重高坪

效很有關係。

Lean Luxury還會根據消費者生活方

式的需要，打造冥想室、瑜珈室、共用辦

公空間，也會聯合一些健身品牌，做一些

戶外露天的陽光露臺和露臺酒吧，回歸

本質，更回歸年輕人的生活方式。現在

商業人士出差住五星酒店一個晚上，除

了體驗客房，很多東西都沒消費到，當中

國土地成本越來越高，政府、招商與地

產對投資越來越理性時，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性也就出現了。

舉個例子，傳統奢華五星的造價都上

百萬，項目至少都上億，但很多地產商會

發現虧錢，酒店本身不賺錢，要賺錢得

用別的辦法，所以很多五星作為一個商

業項目來講，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在中

國政府的八條政策之下，要打造出消費

者真正需要的以及市場可持續的商業項

目，就要善用有限的資源，不需要體量

Ruby AsiaRuby AsiaRuby AsiaRuby Asia
首席執行官王雙首席執行官王雙

Ruby Asia
品牌高級總監馬瑤品牌高級總監馬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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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 Luxury作為生活方式品牌非常堅持

的地方，重點不是教育消費者需要選擇什

麼樣好的產品，而是透過洞察瞭解這群人

本身的生活方式，以及其專注在哪些領

域，進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以馬歇爾音箱為例，其不只是一個音

箱，而是搖滾的標誌，在歐洲、德國就是一

個非常堅守價值觀的品牌，音樂與搖滾基

因的共鳴，促使雙方合作。在歐洲的Ruby

酒店中，客人可以隨時租賃電吉他自己玩，

故要求了酒店的隔音標準，也使得服務與

靈感激發空間相連。未來在中國，馬歇爾

音箱和瑰寶也將繼續攜手合作。而Mini和

寺庫則是瑰寶的全新嘗試，打造更多可能

的選擇。

簡單說，出現了一個生活方式及空間，面

向特定類型的一群人的時候，就會有連接

者的角色出現。Ruby能和Mini一拍即合的

機緣，也就是因為它的理念也體現了Lean 

Luxury的精神，雖然說法不同，但是專注的

東西是一樣的，非常聚焦于消費者最核心

的體驗，盡可能減去多余的要素，讓消費者

更享受自己的生活。

Q.在不同市場要打造同一個品牌但又有個性化的酒店項目，如何確

保Lean�Luxury精神仍能一一體現？

馬
：每一家酒店個性化的體現是相對

聰明的作法，標準化的部份是表面

之下的，像是空間的聚焦、標配的複合大

堂、客房基調、白色色彩與洗浴模塊化的

實際操作，這些都是標準化的基礎。而獨

具個性化的部份在于Ruby每進到一個城

市，看重的設計靈感會完全來自于所在的

城市、社區。這樣的出發點會形成任何項

目，一旦確定了地點，首先就會去挖掘本

地的文化元素，創造出以探索為亮點的酒

店。

身為歐洲的品牌，在用色、水泥、實木等

材質自由組合的碰撞與光線等方面都很歐

式，但整體用一個本土化的元素作為獨一

無二酒店的主題之際，設計理念、空間軟

裝、風格構建都圍繞主題而做。這也就會

看到酒店非常個性化的部份，但是這些不

會影響到Ruby作為連鎖酒店的連貫基因，

像是Ruby的香味、設計手法、客房的感覺、

音樂的基因等，不管在歐洲還是中國，都是

不變的。

王
：把硬體的部份標準化，包括后台

管理方式、執行每一個項目的方式

等，但是在軟性的部份，是開放個性化的，

跟本地社區、跟城市文化、跟當地建築做

一些融合。

馬
：從非酒店行業的洞察來看，其實

現在在做品牌時，跟消費者的關

係更親密了。酒店行業在中國的例子還不

多，但是在跨界的行業，像是快消品牌、

互連網品牌，品牌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互動和相互價值觀的認同，是非常重要

的。消費者願意成為品牌的大使，最重要

的就是價值觀的共鳴。

Ruby一開始在做事情的時候，認為對

的，認為消費者要的，就會往這個方向去

做，而現在在歐洲已經得到了市場的驗證

和很多消費者的認同。消費者的分享，跟

品牌的極親密互動，這樣情況下，個性化

就會體現在另一方面，其已經變成了消費

者生活的一部分了，也就是Ruby所推廣的

“Make it your own story”。這就是消費者

自己願意分享，願意將品牌成為本身生活

選擇的一個環節，這也是個性化、獨一無

二的，因為每一位消費者和他的體驗都是

獨一無二的。

Q.追著年輕的消費族群跑，就必須接受他們快速變化的喜好和習

慣，這時候要如何快速調整？

王
：這可從兩個層面來看，首先要先看

怎麼定義年輕人，一種年輕跟年齡

沒有關係，甚至有一些年紀很大的，但是

有國際化視野，去過其他城市看過很多酒

店，並很認同Lean Luxury的理念。另一方

面，從品牌板塊來看，產品和服務確實應

該跟着市場需求和消費者變化反覆運算，

像是三、五年週期也好。我們怎麼反覆運

算？其實是跟消費者一起塑造本身的Lean 

Luxury品牌哲學，不管怎麼變，核心理念

不會變，也就是品牌的魂，即是酒店行業產

品服務的特色、呈現、體驗和升級，會跟着

市場走。

馬
：提到年輕人，但是要先知道自己

本身的核心目標受眾是誰。以Ruby

為例，不會嚴格用傳統的年紀定義去區

分，而是聚焦人群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這些人群的區隔，如果橫向是價值觀，縱

向是社會地位 /收入階層，Ruby不管在

歐洲還是中國，聚焦的都是象限的右上

角，思想觀念非常開放、不是很傳統、又

有一定中高收入的一群人。在中國市場

這一群人有年輕化的趨勢，但不是說他們

就是年輕人。

Q.在中國市場強大複製性操作的環境下，Lean�Luxury成功的關

鍵要素為何？

王
：外觀、外型可以複製，但是基因、

團隊的文化與認可的理念與價值觀

是無法複製的。而且在市場上，賽道大家

可以選一樣的，但是團隊是無法複製的。

同時，團隊對同一個品牌文化的理解和執

行是難以複製的。因此，在中國市場強大

複製性操作的環境下，要跑得比抄襲的、

複製的快。

作為國際品牌，雖然是一個擁有經驗

者，也是一個學習者，以及一個不斷創新

者。現在Lean Luxury的價值觀，也許還有

業者認為很虛，但這就是打造品牌、打造

產品，像人一樣要知行合一的，所以做這些

事情的這幫人要真正的把這些理念與價值

觀內化成為理解和喜好，才能做出引領消

費者的產品與服務。

Q.在中國要實行Lean�Luxury，需要面對哪些挑戰與機遇？

王
：就挑戰而言，酒店行業在中國

是一個成熟的行業，當提出L ea n 

Luxury確實還會有人不瞭解。酒店要面對

各式各樣的客人，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人

群，而且會根據目標人群的需求，不斷的去

跟他們碰撞、反饋和調整，打造一個共創

的過程。但市場上肯定還是有喜好傳統奢

華的人群，這時候怎麼讓這些人理解與認

同Lean Luxury，這也就是一個挑戰。但是

同時這也是機遇，因為傳統的這些人，處

于社會信息反覆運算的環境下，也會對新

的東西感到好奇，想要瞭解新的東西可以

帶給他們什麼，這些人的思維也在慢慢開

放，使酒店可以和消費者有很多碰撞與摩

合的過程。

另外一個機遇與挑戰，還是中國的房地

產，現在租金成本高起，要求真正要給消

費者帶來好東西，而且是有一定支付能力、

有定價權的好東西。如果現在再去做一個

中端或是經濟型，在中國市場是沒有機會

的。這其實既是市場的機會，也是地產行業

的需要，當他們真的要找酒店項目、酒店品

牌、迷你五星，或是追求高品質又有個性

化產品的時候，也就給Ruby提供了機會。

馬
：Lean Luxury有來自德國很棒的

產品基因、產品體驗，但是來到中

國市場，特別需要的是增加對本地市場的

洞察，因為酒店既是一個面對商業B端又

是一個面對消費者C端的行業，因此挑戰

在于，當國際品牌進入中國，只有到和C端

伙伴有相互的匹配、認同的階段時，大家

一起才能把這個很棒的產品帶給C端；這

也是做生意的必經之路。

C端同樣也有機遇，隨着中國市場的開

放度，以及人群國際化的視野，還有中國

消費能力、審美與個性化需求的發展，酒

店行業，尤其是中高端的產品，相信未來會

有越來越多個性化、聚攏、價值觀認同的

小而美產品會出現。現在進入中國，就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點，Ruby也就想要先在這

階段進行一些嘗試，把Lean Luxury的產品

打造出來帶給消費者。

但挑戰也在于中國現在是一個物質極大

豐富化的階段，會讓消費者的選擇非常多，

而且消費者獲得的信息非常爆炸與碎片

化，信息又充斥在社會中，因此，擁有好的

東西，如何找到對的人溝通，而且要接觸到

他們、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這個對Ruby來

說，是一大挑戰。

Q.在國際市場上，還有出現哪些類似Lean�Luxury的產品？

馬
：在酒店行業，在國外有看到

ACE，其為更早一點、非常有態度

並有自己獨特價值觀的現代藝術玩家。

其他酒店玩家還包括：德國品牌25小時、

Citizen M等，這麼多不同品牌在國外市

場上打造非常個性化、獨特又很棒的產品

時，讓國外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所以在

國外已經可以看到許多將Lean Luxury做

得很棒的品牌例子。

在非酒店行業，也是有很多這樣的玩

家，MINI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其以小

空間打造出專注體驗。而Marshall音箱也是

不在乎很花俏的形式，他們在乎的是接觸

到每一個人內心的搖滾靈魂，不是專業極

致的發燒友才能擁有搖滾靈魂，而是每一

特別大，也不需要做形象，而是通過空間的

合理利用，高坪效的利用空間，打造消費者

真正需要的配套。

馬
：Lean Luxury無法用短短一個詞或

一句話說明，因為其本身是一個品

牌哲學、品牌價值觀，反映出該怎麼做產

品、該怎麼做品牌，甚至是團隊如何做加

法和減法，所有層面其實都會貫穿。中國

引入Lean Luxury，確實匹配目前的商業環

境，以及房地產市場轉型與需求，而在消

費者端，也看到了市場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根據權威調研機構的社

會心理學模型分析，目前消費者的生活方

式與思想觀念是更加的現代和后現代，歐

洲尤其是后現代，而中國則仍處于現代階

段，同時，主要是中高收入階層的一群人。

當聚焦這些人，探討這些人認為的本質是

什麼，會發現他們比較不在乎傳統意義上

那些比較浮誇的奢華，而將核心放在要睡

一個好覺。同時享受生活方式的加法，更

加聚焦在方便性，因此酒店位于城市中心，

步行範圍內可以購物、吃到好吃的，是很

重要的。其他不需要的設施可以去除，只

要保留核心，讓空間大大聚焦，不管是對商

業還是消費者，都可以呈現一個更為Lean 

Luxury的體驗。

從市場策略來看，其實怎麼樣都想回歸

到面對人，如何做一個為人們創造價值的

產品，這也是一個消費者趨勢。歐洲已經

可以看到相對成熟穩定的消費群體，中國

現在也在講消費升級，他們需要的就是

有品質、但是又有個性化的產品。所以，

Lean Luxury是圍繞回歸需求來做，也就

是做自己認為是對的、自己想要堅持去做

的事情。

Q.要做到Lean�Luxury，該怎麼做？什麼又不要做？

王
：要在亞太區，甚至中國市場有一定

規模，除了維持好本身的五星品質

和個性化亮點，圍繞消費者的需要和生活

方式打造和設計產品與其配套，也要跟一

些優秀的地產商、物業、投資人合作，而且

要選擇當地最好的位置，尤其在市中心、

最好附近有購物中心之處，可以與周邊商業

空間良好互動，使現有運營空間能升值。

產品方面，須規劃五星級的客房空間，

加上複合式大堂，也就是結合了前臺、酒

吧、咖啡廳、早餐、自助登記入住等24小時

生活方式的公共空間。而在服務層面，相

對很多傳統奢華五星酒店更多是依靠管家

式的服務，如客人一個眼神員工就知道他

要什麼，Lean Luxury更希望的是，讓客人

進到酒店看到服務員，就像看到自己的朋

友一樣，是同年齡人，跟自己有共同的價值

觀和生活方式，喜歡的品牌和自己一樣。營

造客人真正喜歡的生活、環境和氛圍，不用

假裝給別人看，讓客人可以自在隨心。

馬
：從傳統產品定義上來看，L e a n 

Luxury是在空間上做減法，提供一

個更聚焦的生活方式空間，不需要的設施

就砍掉，客房做到專注、經典、五星品質。

而在加法上，就做的就是體驗，體驗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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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可以擁有的精神追求；其對音樂的

底層基因，專注于消費者這部份的打造，其

他的部分都可以作減法，這麼多年保留統

一的外型，不需要作太多花俏的反覆運算

變化，不在外型上下功夫。

王
：從國際、國外再流行到中國，現

在有商標縮小化、甚至去標籤的趨

勢，回歸到真正本質，一個東西品質好在哪

裡，不需要商標去彰顯，不需要選擇一個品

牌為自己身分加標籤，這也是Lean Luxury

的一個體現，就是回歸內心真正的喜好。

Q.Lean�Luxury有明確的目標客群嗎？

馬
：都市新派菁英，也就是都市新派

旅行者和城市居民，所謂新派更多

的是聚焦觀念模式、思維傾向、心態，不會

無法理解酒店為什麼沒有傳統的24小時全

日制餐廳，不會無法理解為什麼沒有非常

設施齊全的健身房等一些傳統酒店一定要

擁有的東西。現在所說的理念認同跟專注

自身本質的需求，不能只看重門面。

王
：目標客群往往是不選擇常規五

星，而是在附近找一間有趣精品來

體驗的人，或是居住在城市之中，週末不

住家裡，選擇去住一個自己喜歡的酒店、

去體驗酒店舉辦的活動、去感受酒店豐富

的內容的人，這種人就是Lean Luxury的目

標客群。

Q.中國市場準備好了嗎？
王

：一二線城市已經準備好了，Ruby

選擇進入一些有風向標的城市，

就是因為看到已經有這些消費群體了，有

市場了。像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

都、重慶、南京、杭州、蘇州、天津、西安

等城市，隨着越來越多中國城市跟國際化

接軌，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都會慢慢改變，

加上信息的扁平化，或多或少會受到國際

消費方式影響，不管是旅行社還是一般民

眾，都會越來越成熟。

Q.中國不同城市現在都在風迷不一樣的事情，像是深圳人著迷健

身、上海人偏好下班后小酌、北京人喜歡

舉辦多個家庭的聚會，這些居民的生活亮

點，要如何融入酒店項目？

王
：當洞察到市場當下最流行的生活

方式，Ruby會以Lean Luxury的方

式體現，作法和一般酒店不同，不會空出

一個地方放一些機器設備，讓客人自己有

空去鍛鍊一下，而是和與自己理念相合的

運動品牌合作，如Super Monkey、私教聯

合體，這些已經在市場銷售過而且成績很

好的外部成熟品牌，吸引價值觀類似的消

費群體，以更專業的方式，提供給消費者

更好的體驗。

不同城市主打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對酒

店來說也是一個機會，進入城市之前一定

要對本地進行洞察和挖掘，和本地的伙

伴聚聚聊聊，這樣的過程也能讓酒店更容

易打造一些和本地特色匹配的東西出來，

而不會所有東西都一樣，如此才能更好地

體現個性化。

馬
：每個城市的生活方式都有所不

同，每一個酒店項目都是會因地制

宜做一些選擇的可能性，酒店作為連接者

的角色就需要發揮，希望能回歸到消費者

的核心。以深圳為例，也許消費者已經在選

擇一些互助式、開放、共用的健身方式，健

身是核心，再來擁有自己的健身習慣，如有

些人會定制私教等，因此酒店基于此，可跟

一些更加本地的服務者合作，讓這些本地

服務者使用酒店空間，獨立運營，又如，也

可以考慮請他們到訪酒店提供服務。

簡單說，酒店和本地服務者的合作，在

配套方面都會抱持開放性的連接者定義。

每進入一個城市，都會根據城市和建築特

點，因地制宜做生活方式的加法打造。

Q.旅遊行業可以從Lean�Luxury學到什麼？�

王
：在借鑒參考與交流學習的前提下，

旅遊行業應該要知道，所有商業的

成功，都要回歸，同時，自己在后端如何整

合本身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資金，去抓住

自己消費者的本質需求，然后打造出差異

化、個性化的體驗。Lean Luxury就是一個

商業模式的核心，也是商業打造體驗的精

神，更是商業的本質。

Q.從中國目前的政治時機來看，適合推奢華嗎？

王
：現在這個時間點推Lean Luxury，

倒是不擔憂，Lean Luxury的起源就

是認為奢華的東西不一定要那麼複雜，也

不一定要那麼華貴，所謂政府反奢華，是因

為公款消費，以及這些消費不是其必須的

需求，這樣看來，Lean Luxury和一般奢華

的本質不同，聚焦的重點也不同。

而且Ruby說的Lean Luxury是要提升效

益的，要更加有效的利用資源，更是反對

鋪張浪費。可以說，推廣Lean Luxury正是Lean Luxury正是Lean Luxury

對奢華改變形象的契機。相對于餐飲點很

多菜又剩下一堆，Lean Luxury強調的不是

量，而是精緻。

馬
：Lean Luxury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是一個精神品牌價值，希望開啟客

人屬于自己的本真、自由、探索之旅。同

時，聚焦于更加真實、簡單，並希望取悅

自己本身內心的感受，不聚焦于外表的鋪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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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週年慶應凸顯優勢、
緊貼市場潮流

■張廣文＝採訪報道

深
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市場傳訊

經理譚瑩瑩分享到，好的周年慶活

動是對酒店在當地市場

的一次集中性曝光，有助

于提高酒店整體的知名

度和曝光度。

與此同時，周年慶活動

在與客戶的互動中能夠進一步拉進與客戶

的緊密關係，為未來的合作產生良好的鋪

墊。另外，周年慶的促銷活動通常會帶動

酒店的客房、餐飲、康體娛樂等方方面面

的收入。

同樣的，廣州花園酒店

市場營銷總監蔡智華表

示，酒店舉辦周年慶，可

以借一年一度的機會與長

期合作伙伴進行交流，聆

聽他們的聲音，維護彼此之間長期友好合

作關係。

而除了增加市場認知

度，以及創造一個答謝

老客戶的機會，貴陽亨特

索菲特酒店銷售總監姜

麗補充到，週年慶對酒店

業績上的幫助還包括：提升酒店的形象定

位。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市

場推廣及品牌管理高

級副總裁博露芙(Ruth 
Boston)認為，舉辦周年

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

金沙中國對澳門特區政府、合作伙伴以及

世界各地的賓客表達誠摯地感謝。每一個

周年慶都象徵着公司又一年的運營成功和

更廣泛的旅遊業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公司

的知名度。因此，與澳門特區政府、社區各

界人士以及團隊成員一同慶祝酒店里程碑

紀念日，是很有意義的。

蔡智華認為，時至今日，宴會體驗已經

不再囿于環境的局限，以求讓參與者獲

得全感官的享受。參會者不再僅僅滿足于

「觀看」一場宴會，相反，他們更渴望參與

其中。觀眾的體驗更傾向于個性化以及互

動。為此，酒店應該致力于在宴會活動過

程中加入更多互動的元素，例如，LED螢幕

展示、照片牆、互動燈光效果，以及現場直

播，不僅能更好地表現出宴會主題，更為觀

眾提供了更多參與互動的機會。

以廣州花園酒店為例，酒店曾舉辦過一

場主題為「冬季樂園」的宴會，將通往主宴

會廳的過道搭建為一條LED拱形隧道，四

周環繞着絕美的雪景，即使在南國，客人

仿佛置身與漫天飄雪的冬季樂園中。另一

方面，活動的策劃可借助現代化的設施融

入創意，從視覺、聽覺進行充分發揮，就如

近期舉辦的33周年合作伙伴大會，酒店便

借助長達30米的環形LED 高清電視螢幕，

讓華麗寬敞的國際宴會廳搖身一變，用巨

型螢幕為客人帶來一流的視聽享受。

姜麗則說明到，比較傳統的酒店週年

慶，像是客戶答謝會、雞尾酒會、泳池派

對等。而新穎一點的，則包括：垂直馬拉松

（高樓層）、彩虹跑、小豬佩奇主題（當時

流行元素）、泡泡節等。酒店員工應該在

平時盡可能的通過各種渠道瞭解最新的熱

點，然后把這些熱點與市場傳訊同事及酒

店管理層做分享與討論，力求每一次的活

動都獨具特色。

譚瑩瑩強調，周年慶Party、VIP客戶晚

宴、周年促銷、與節慶假日相結合等是各大

酒店慣常會選擇的周年慶節目，除了對客

的各種活動和推廣之外，通常酒店的員工

也會有相應的慶祝活動或者周年禮物。

姜麗認為，酒店要在週年慶中凸顯本身

優勢和亮點，才會讓活動達到效果。以貴

陽亨特索菲特酒店為例，酒店開業一周年

的時候舉辦了垂直馬拉松，活動新穎，不僅

讓貴陽第一高樓的印象深入人心，也給客

戶一些新的體驗。整個活動在現在忙碌的

工作節奏，以及政府宣導大健康的理念環

境下舉辦，讓更多人體會到運動對于生活

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活動還結合了雅高集團21世

紀地球項目(Planet 21)宣導的節能與環保，

結合起來的這些元素，使得周年慶效果非

常不錯。通過這次活動，酒店不僅回饋了自

己的客戶，也得到了媒體及社會的認可，增

加了不少酒店曝光率，讓更多人知道了索菲

特品牌及貴陽亨特索菲特酒店。

蔡智華指出，舉行酒店週年慶，要用心

聆聽客人需求，其實，創意可以是多樣的，

要讓客人每次參與周年慶合作伙伴大會時，

都能發現酒店呈現出來的更多創意設計及

優質出品。

不過，譚瑩瑩則表示，各式花樣玩法多

已經被各大酒店玩壞了。她建議酒店週年

慶接下來可以跟時下流行的社交媒體或前

沿科技相結合，用不一樣的感官體驗讓客

戶覺得有新意。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

今年5歲生日，也有計劃舉辦一場大規模的

生日派對。

而博露芙(Ruth Boston)表示，其實，舉辦

週年慶的同時，酒店要不斷地為賓客提供

豐富的項目和優質的服務，來增強酒店吸

引力及保持新鮮感。以金沙中國為例，除了

堅持為賓客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及服務，週

年慶方面會繼續以慶典、優惠活動、品牌

推廣等方式來紀念酒店的一些標誌性的時

刻，並感謝及回饋各界人士一直以來對本

身的支持。

蔡智華強調，市場是動態的，而客人的需

求在不斷改變，很難定義哪些方案必然奏

效。歸根到底，酒店需要緊貼市場潮流，以

客為先，從客人的角度、個性化需求制定方

案。同樣的，譚瑩瑩解釋到，週年慶的招數

管不管用，需要留給酒店的客戶來評斷，不

過，只要是客戶覺得有趣、有新意的活動，

或者是對他們來說受益的推廣信息，相信

客人們一定會覺得是有用的。他們也能分

享一份酒店周年慶的喜悅。

姜麗以貴陽亨特索菲特酒店為例表示，

管用的招術包括：客戶答謝會、垂直馬拉

松，以及一些獨具熱點的活動等。另一方

面，酒店會考慮甄選本身的忠實客戶，在酒

店做一些體驗式的活動。比如，免費給客

人策劃一天尊享免費體驗。讓自己最忠實

的客戶體驗酒店產品，然后他們會分享自

己的體驗在朋友圈以及社交媒體。通過這

種方式，酒店可以積聚一批鐵粉。

姜麗認為，週年慶的招數肯定不會用

到快沒招了，因為酒店的市場理念是與時

俱進的，酒店員工也都會保持一顆年輕的

心。同樣的，蔡智華指出，市場及客人的需

求是動態的，酒店的創意也不會枯竭。富有

經驗的宴會體驗團隊一直不斷地創新，甚

至很多時候基于與客人的交流，迸發出許

多靈感。而譚瑩瑩則強調，很多玩法確實

都被很多酒店採用過，所以才需要不斷的

突破創新。

譚瑩瑩表示，周年慶與業績不相關。酒

店業績是酒店全體部門全體員工努力而來

的碩果。是否舉辦周年慶活動，也需要依據

各家酒店的實際情況綜合評判。蔡智華也

認為，酒店週年慶是與合作伙伴交流及分

享的機會，不能簡單地和業績好壞掛鉤。

姜麗則解釋到，周年慶是酒店市場知名

度的助推器，不過，最核心的還是酒店自身

的條件。酒店業績受到很多因素影響，比如

說：硬體條件、服務品質、品牌知名度等。

一個酒店能否在各方面都推陳出新，把顧

客的需求考慮到第一位，制定出符合市場

需求的酒店產品，提供舒適的服務，這才

是酒店穩定業績的重要條件。

市場上一直可以看到越來越

多的酒店舉辦週年慶活動，這樣

的活動想必對客戶關係維護及酒

店形象、業績一定有所幫助。多年

下來，週年慶是營銷上不可或缺

的活動? 還是招數盡出、新意有

限? 無論如何，市場是動態的，客

人的需求在不斷改變，歸根到底，

酒店需要緊貼市場潮流，以客為

先，從客人的角度、個性化需求制

定方案，發揮優勢，才能達到賓主

盡歡。

好的週年慶活動
可以帶來那些效益?

酒店週年慶一般會通過那些方案

以提升活動效益？

未來，酒店週年慶還能施展那些

招數或朝那些方向思考？

有沒有哪些招術是肯定管用的？

幾年下來，會不會用到快沒招了？

是不是沒有週年慶，酒店業績就

不容易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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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客戶的互動中能夠進一步拉進與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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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他們的聲音，維護彼此之間長期友好合

業績上的幫助還包括：提升酒店的形象定

金沙中國對澳門特區政府、合作伙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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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華表示，酒店一向注重將濃郁的文

化底蘊融入客人的體驗，從客人的需求出

發，打造一系列以本土文化融入國際視野

的主題活動。過去幾年，酒店團隊從每一

場活動的策劃、佈置、出品、服務等環節都

累積了豐富的經驗，讓自己每一次都以更好

的狀態服務客人，以豐富的活動策劃、執

行經驗為客人的活動主題和個性化要求，

提供專業的意見，完善服務方案，以確保每

個細節都符合客人需求，全面提高客戶體

驗。

姜麗強調，酒店周年慶應該是開業以后

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了，這樣可以獲得更多媒

體曝光，讓更多的客人瞭解到酒店的特點。

通過周年慶活動也可以讓酒店與客人之間

的距離更近，更有利于今后工作的開展。

自己曾經在以前工作的酒店和貴陽亨特索

菲特酒店都參與過周年慶的策劃與執行。

籌備周年慶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點是要用

心，其次就是要把握每一個細節，尤其在

前期準備之時。最后就是要有創新，每年

都要有不同的活動形式，因為現在客人接

受新鮮事物的能力越來越強，所以活動也

必須要有創新，要有新意。

根據這幾年的週年慶操作經驗，

酒店累積了哪些心得？

去年上演的澳門威尼斯人十周年志慶，結

合了各項慶祝活動，包括晚上在戶外池畔舉

行的大型慶典，盛裝歌舞大巡遊、澳門威尼

斯人外牆3D光效投射匯演，煙花匯演、盛大

私人慶祝晚宴等，重點就是與大眾共同慶賀

這個極具紀念意義的時刻。

為慶祝10周年慶，澳門威尼斯人的酒店套

房進行了全面翻新，套房的嶄新設計以現代

清新風格為主。

「十分非凡·十分威尼斯人」的10周年志

慶，還推出了一系列優惠，從時尚潮流到饕

餮美食，讓賓客可親臨體驗。「購物狂歡賞

·非凡十周年」推廣活動，也讓賓客在澳門

金沙購物城邦內消費皆可獲得獎賞優惠。

十周年志慶的另一個亮點是五場在澳門

威尼斯人的金光綜藝館隆重舉行的張學友·

經典世界巡迴演唱會。澳門威尼斯人也邀賓

客分享過去10年在度假村內拍攝的珍貴照

片，以獲得酒店住宿及餐飲禮券。八月生日

的賓客更可在澳門金沙度假區內的指定餐

廳享受折扣優惠，購買向邁克爾·傑克遜致

敬的《THRILLER LIVE》音樂劇門票還可享

受「買一送一」的優惠。

較早之前，澳門金沙城中心五周年慶舉行

之際，金沙城中心為酒店賓客及訪客推出一

系列適合家庭共用的歡樂活動。當期推出含

有購物禮券、免費住宿及其它豐富獎品的金

沙城中心五周年尋寶曆奇，以及周年慶之尋

找復活蛋遊戲。除此之外，為了讓訪客及賓

客可以體驗親子同樂活動，特別準備了五周

年禦桃源嘉年華，還有幸運大抽獎等回饋活

動。

另外，還為澳門本地居民推出娛樂項目的

專屬優惠以及指定的餐飲折扣優惠。與此同

時，金光飛航推出其十周年志慶優惠，乘客

可以港幣10元購買單程船票，于網上訂票的

乘客更可在澳門享用免費豪華專車服務。

今年8月17日舉行的「三十三載，傾心為

您」廣州花園酒店33周年合作伙伴大會為

例，晚宴共計400人出席。花園酒店以繁花

相迎，國際會議中心以盛放的馬蹄蓮、荷

花、非洲菊及繡球劃分為不同區域，除了別

出心裁的桌面佈置，花園廚師團隊為賓客設

計四款主題菜單，呈現超過三十款不同菜

式，以不同味覺及視覺給客人打造全方位的式，以不同味覺及視覺給客人打造全方位的式，以不同味覺及

創新宴會體驗。

當晚，經典大氣的酒店大堂化身為時尚酒

吧，賓客們在此開啟這場繁花盛宴的前奏。

走進華麗寬敞的國際會議中心，舞臺上長達

30米的環形巨幕映入眼簾，為客人帶來一流

的視覺享受。

在此，花園酒店再一次以創意刷新了客人

的宴會體驗，伴隨著嶺南地區第一支大編制

的爵士大樂隊—維度爵士樂團的開場表演，

18名樂隊成員共同演奏一首首經典爵士

樂，客人于浪漫、唯美的氛圍中開啟晚宴。

晚宴以盛放的鮮花劃分為不同區域，

每個區域為賓客呈現不同特色菜單。花園

酒店團隊共準備了四款菜單、三十多道不

同菜品，包括撈起雪花牛、香茅竹排叉燒

及龍蝦魚子醬凍面特色美食，相當于四場

不同主題晚宴同時在國際宴會廳中舉行，

不論是對廚師出品，還是對服務流程把控

的要求均極為嚴格。花園廚師及服務團隊

以后豐富經驗把控每個細節，晚宴精彩

紛呈，以高水平為客人帶來獨一無二的體

驗。

此外，酒店全新駐店樂隊Three Lines此外，酒店全新駐店樂隊Three Lines此外，酒店全新駐店樂隊 當

天也隆重登場，客人在用餐時品味美酒美

食之余，在現場樂隊的伴奏下，盡享悠然

樂曲，徜徉其間，來賓們盡興而歸。

活動中，酒店強調團隊致力于從策劃、

佈置、出品、服務等方面全面提高客人體

驗，並在33年中不斷創新，應因客人需求

提供細緻專業和周全考慮的宴會及活動

體驗。同時，也分享了過去一年的大型會

議和移動宴會，包括：2017年12月，廣州市

政府作為《財富》全球論壇的東道主在廣

州塔下舉行盛大的招待晚宴酒會，歡迎來

自世界各地近千名參會嘉賓，花園酒店成

功承辦此次宴會服務。

以及2018年5月，博古斯名廚晚宴在廣

州花園酒店舉行，晚宴邀請了一百多位來

自世界各地的名廚，包括多位知名星級主

廚，並由其中五位蜚聲國際的名廚連袂花

園酒店專業廚師、服務團隊獻技，為嘉賓

們呈現一場難忘的美食盛會。

<個案分享>

澳門威尼斯人
十周年志慶

廣州花園
「三十三載，傾心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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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國機場非航收入 系統優化迫在眉睫
Non-airline Revenues

大型機場的非航行業紅利巨大，中國大型

機場在此領域總體表現不佳。要從非航角度

使機場流量變現，系統優化迫在眉睫。

羅蘭貝格管理顧問公司全球合伙人于占

福說道，得益于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品質

的提升，據過7年的資料顯示，中國機場輸送

量10.6%的年均增速，明顯高于8.2%的全球

平均水平。隨着全國人均出行次數提升，中

國航空旅客的總運輸量有望在2022年超越

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航空市場。但是

從非航收入的角度來看，中國和全球大型樞

紐機場相比，差距卻非常明顯。會出現這樣

的景況，他歸納出幾個原因。

▼  首先，中國機場非航服務的業態單一，

是一個最重要的根源。他解釋，中國很

多機場的非航收入目前較局限于餐飲、

購物等等，而國外有些機場能夠參與到房

地產建設，甚至是更多元的業態組合。反

過來看，相關調研顯示，旅客其實也非常

希望在機場裡能找到電影院、博物館、遊

戲廳、觀光台、游泳池、個人體驗區等等休

閒設施。隨着中國遊客的國際性體驗越來

越多，這些需求在中國的機場行業裡也將

慢慢出現。

▼  其次，中國機場同城不同價（尤其是在餐

飲方面）導致旅客降低消費意愿，也造成

了一種惡性循環。于占福認為，從物流成

本、用工成本等等的角度來考量，機場的

商品確實是會比城區高；但是從商業的角

度來看，如果換一種思路，在前期做一些

投入、把水平拉平，消除旅客心理的門檻，

達到平價消費，其實完全可以利用價格上

的調整，啟動正迴圈。

▼  再次，客觀來講，中國的機場很多商品擺

設沒有任何特殊之處，且國內航段也沒

有免稅優惠。因此無論是服裝、箱包還是

食品、超市等，多數人除非在特別緊急的

情況下（比如特別口渴、餓，去買一些吃

的，）並不會明顯的實際消費意愿。入駐機

場的商家本身商業表現非常差強人意，機

場的非航收入自然連帶會受到影響。

▼  此外，中國的機場（尤其是一些新修的機

場），似乎潛意識裡都在追求建築形態的

高、大、上，因此會出現從地面到頂棚非常

寬敞、空曠的內部空間。這對于商業氣氛的

打造非常不利。對于單個店面來說，花心思

所設計的局部佈局，其實非常容易稀釋在

特別空曠的背景裡，使得機場整個商業氛

圍非常受影響。從消費心理學的角度，這

從某種程度上會沖淡旅客的消費意愿。

▼  最后，從細節角度去看，中國很多機場店

面的動線設計，明顯缺乏合理規劃。比

如，常規的高頻、高消費人群的航線都

會去到哪些登機口，其實在路線上都可

以更有意識地去佈設單品價格較高的店

面。他指出，在微觀層面上，中國的機場

還有很多分析和優化工作可以做。

他表示，中國的機場可以從五種維度改

善提升非航收入。首先是在機場硬體設施設

計理念上做一些調整，使硬體優化、環境轉

變。其次是使業態更為豐富，從傳統非交運

基礎設施的定位，向現代城市生活的公共設

施功能進行轉變。再次是價格調整、啟動正

迴圈。利用平價消費解除旅客的心裡芥蒂，

其實客人消費的閘門和欲望可以快速打開。

接着是專門針對特定客群，進行定向聚焦。

最后是廣告收入。通過廣告技術手段的變

革，增加在機場這個場景裡面廣告的互動的

效果，未來可以引導市場對廣告效果的評價

為更為直觀、量化和具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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躋身國際航空樞紐必須正視中轉效率

Hub Airport

大型國際航空樞紐欲取得國際市場地

位，這與機場的中轉功能和效率密不可

分，而好的中轉樞紐建設離不開前瞻性的

機場規劃設計。

很多人說國際競爭力這個詞已過時，但

京津冀民航協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李豔偉認為，這個「詞」或許過時，但是這個

「事」還沒有過時。也就是說，國際樞紐的

市場地位，主要還是靠中轉品質所決定。

據相關資料分析，從東南亞到歐洲的中

轉市場中，廣州機場從地理位置來看其實

並不差，然而排位比較靠后；從東北亞到

美國的中轉市場中，中國三大樞紐的排名

同樣比較靠后。她指出，有一種業內觀點

是，中國的機場直達旅客收益比中轉旅客

收益要好，且資源緊張，不應過于顧及中

轉客人。

但她並不認同這個觀點，因為資源瓶頸

可以突破或者改變。她認為，直達旅客量

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中轉旅客也應納入考

量，而要提升機場中轉效率，必須擺脫硬

■鐘韻＝採訪報道

體條件的約束和軟性條件的約束。

□3 �硬體條件方面，

1.首先，機場的規劃設計先是決定了機

場的最大容量，接着決定各個方向的旅客

流向。一旦規劃建設完成，該設計將在很

長時間之內，對機場運輸業務的運營模式

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后期若想改變，往往

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機場改擴建、再

投入、再改，往往比蓋一座新機場還要費

勁。

2.其次，在機場建設規劃當中，影響中

轉效率較大的問題，是對于各個方向中轉

旅客流量的預測。

3.再次，在設施設備方面，一是需要留意

到行李系統的功能和穩定性對流程的支

撐作用尤為重要。二是需要注重旅客疏散

設施的建設。她強調，機場的硬體檢測規

劃就是機場的基因；這個基因一旦決定了，

便決定了機場未來幾十年的發展模式。

□3�軟性約束方面，

①首先，歐洲的一線樞紐面對二三線機

場發展，事實上是更加強化了自己航線網

路這樣的中轉銜接能力，因為只有這樣

做，才能夠最大可能的增加自己航線網路

的連線性，也更快的服務旅客，這才是在

競爭當中致勝的根本。她並提到，中國的

大城市比較多，點對點的網路它有存在的

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國際航線網路的銜

接性，還是需要有目的地去打造和設計。

②其次，流程設計還需不斷優化。她舉

例，史基普機場在中轉流程設計當中區分

了國家，比如，來自北美的客人中轉可以不

必過安檢，來自東南亞、東北亞的客人可

以從另一條動線再過一次安檢；繁忙期，

小包可以通過專門的通道；旅客甚至可以

在飛機起飛前，通過免費APP進行安檢預

約等等。

當然，中轉產品的設計和流程的效率，

還和很多其他因素有關，比如海關連檢單

位的配合程度與效率、跨航司中轉等。她強

調，目前中國旅客對于機場中轉效率並非

沒有需求，也不是需求量不高，而是因為中

國的機場在這方面的能力還是有一定的提

升空間，所以旅客在選擇的時候，往往就會

把自己國家的樞紐自然而然地遮罩掉。

她說道，如果北上廣的定位是大型國際

航空樞紐，未來又想在三大世界級城市群

取得國際地位，除了謀求運輸規模的增長

之外，更應注重國際市場當中的地位。而

這種地位的獲得，與機場的中轉功能和效

率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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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香港段開通在即�
全面實現「一程多站」指日可待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今年9月23日正式開通運行。屆時，深圳到香港僅需14分鐘，武漢到香港搭高鐵也只要4.5小時，北京到香港最快

不到9小時即可抵達。高鐵開通將為香港旅遊業帶來新機遇，有助推動「一程多站」旅遊發展。而香港旅遊發展局亦計劃配合高鐵開通，展開

一系列宣傳。

（
提
供
·
港
鐵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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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文＝採訪報道

香
港地理位置優越，航空交通連接全

球各地，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

岳博士表示，高鐵開通

后，香港正式與內地的高

鐵網路接軌，將鞏固香港

作為中國南大門的角色。

借着高鐵網路，現實進行

的「一程多站」旅遊推廣將可進一步深化，

透過香港及內地業界合作，整合高鐵沿線

的旅遊資源，高鐵網路亦為內地訪港旅客

提供了多一個便捷的交通方式，有利開拓

內地華中及華西地區的過夜旅客市場。

他指出，香港旅遊發展局正積極與香港

及內地業界商討，開發以高鐵為主題的旅

遊產品，配合高鐵開通推出市場，例如，

聯合郵輪公司推出結合高鐵和郵輪的產

品、高鐵體驗團等。同時，香港也將把握機

會向全球旅客宣傳這項大型交通基建的

開通，為香港爭取更多曝光。

簡單說，一方面，香港具備完善的國際

交通網絡，借着各個城市的優勢互補，打

造區域旅遊品牌；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

區將實現「一小時生活圈」，高鐵香港段

與內地龐大的高鐵網路接軌，為往來香

港及內地多個城巿的旅客提供額外的交

通選擇。而在與內地旅遊機構進行聯合推

廣時，會根據不同客源市場消費者對旅遊

目的地的需求，與當地業界開拓不同的旅

遊路線，長途市場對歷史文化、自然風光

較有興趣，可以包含粵港澳大灣區內具特

色的景點；短途市場旅客如東南亞國家以

家庭客為主，行程將結合區內多個主題樂

園。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指出，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具有重要性，一方面是

可評估的經濟重要性，另外會帶來更多的

無形效益，包括促成「一程多站」旅遊。

香港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海

外遊客來到香港以后再前往澳門和內地旅

遊將更加方便，高鐵通車將促進他們進行

更多的「三地聯遊」和「一程多站」。在大

灣區概念基礎上，「三地聯遊」的基礎條件

比以前更加完備，旅遊的蓬勃發展和產品

多樣化將更具競爭優勢。近兩年來港旅客

有所增長，廣深港高鐵的通車將為內地旅

客來港提供更大便利，並進一步帶動珠三

角地區的旅遊增長，尤其會吸引福建、湖

南、江西、雲南等周邊省份的旅客。這部分

客源群將促進香港過夜遊客人數的增長，

並拉動酒店、餐飲等方面的消費。

記者從民建聯瞭解到，高鐵營運初期班

次安排數目略為不足，特別是行走廣東、

福建一帶地區的班次，由于屬較多港人的

籍貫，期望運行一段時間后按實際需要逐

步增加班次。不過，香港段連接44個站，

遠多于早前公佈的18個，大大提升高鐵香

港段的吸引力，期望這一實現灣區「一小

時生活圈」的重要基建為香港帶來長遠發

展效益。而短途新增的光明城及慶盛站，

岳博士

后，香港正式與內地的高

鐵網路接軌，將鞏固香港

作為中國南大門的角色。

借

的「一程多站」旅遊推廣將可進一步深化，

（（
提
供
·
旅
發
局

提
供
·
旅
發
局
））

高鐵香港段以西九龍站為起點，

連接超過25,000公里、以八條東西

線及八條南北線為主軸(八縱八橫)

的國家高鐵網路，直抵內地各個主

要城市。

（
提
供
·
港
鐵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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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濟增長迅速及發展潛力大的創新和

技術產業新發展區，有利內地及香港的經

貿及創科合作。

便捷往來內地短途及長途市場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全長26公里，始自西

九龍站，列車最高運營時速為200公里。香

港來往內地的高速鐵路服務分為短途及

長途，短途連接4個車站，包括福田、深圳

北、虎門和廣州南；長途可直達14個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武漢等。

高鐵開通后，乘客可通過西九龍站人工

針對北京即將直通香港，香港旅遊業

者一致看好此便捷交通將帶來的全新商

機，也認為將刺激內地遊客改變旅行模

式，相關準備早已啟動。

香港九龍海逸君綽酒

店總經理栢廷凱(Peter 
Pottinga)表示，香港市

場產品勢必會因交通便

利而產生變化，一來高鐵

香港段將連接起香港和中國多個城市，為

香港創造全新機會，香港將可以透過中國

內地與香港之間大大提高的交通方便性，

在中國內地進一步培養更大範圍的客源

市場。同時，全新基礎設施的完工，也將使

的香港成為全球焦點，香港也可以趁此機

會重塑旅遊形象，鼓勵海外遊客從香港開

始旅遊，再前往中國內地旅行，而且也將

刺激內地遊客改變旅行模式。

亞博館首席策略總監

劉小慧則認為，交通便

利有助推動「一程多站」

博覽旅遊，例如，獎勵旅

遊主辦單位可更靈活選

香港房間量的增加，使市場上的競爭

壓力也跟著提高，同時讓招聘及培育優

質員工的挑戰更為凸顯。

針對今年香港酒店市

場，香港8度海逸酒店銷

售總監Karen Chow回應

到，香港酒店房間供應持

續增加，預料下半年將有

1,500間新房供應，至2018年底總供應量每

晚將達84,000房，競爭十分激烈。而受中美

貿易戰及匯率影響，內地旅客增長放緩，

加上鄰近地區的競爭，都讓香港作為短期

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下降。而談到酒店目

前面對最大挑戰時，Karen Chow解釋到，

2019年香港將再有約3,000間新房供應，當

中以中價酒店為主，預計將影響整體平均

房租。另一方面，設備及工資成本不斷提

升，加上就業率一直高企，人力市場供應緊

張，都為酒店業的營運增加挑戰。

同樣的，栢廷凱(Peter Pottinga)認為，由

于酒店市場規模相較于一年前已經幾乎翻

售票處、自動售票機、本地旅行社代理、電

話熱線、網上購票等5個途徑購票。乘客

購票時除了可用現金、信用卡和八達通支

付外，還可使用多種電子支付方式，包括

Apple Pay、Alipay、WeChat Pay、Google 

Pay及Samsung Pay付款等。而且西九龍站

將實行「一地兩檢」，在同一層設「內地口

岸區」和「香港口岸區」，上車之后無需再

下車進行邊檢，省去了以往排隊、轉車、過

關一系列手續。乘客在此乘車前須完成購

票、車票實名驗證、行李安全檢查、入閘、

安檢、香港離境及內地入境手續等環節，

擇交通工具，陸路的準點度較高，方便安

排旅程，又或陸空兩者兼選，令行程設計

更多樣化和具彈性。部分旅遊景點早前已

公佈優惠措施吸引旅客，不少商戶亦增設

配合內地旅客的電子支付服務，例如支付

寶、WeChat Pay等。亞博館亦繼續加強與

周邊旅遊景點的聯繫，為與會人士提供會

后或專為同行者家庭而設的「商務+旅遊」

計劃書，而亞博館場內購買指定景點門票

更可享折扣。

香港8度海逸酒店銷售總監K a r e n 
Chow補充到，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預計將

于9月23日通車，屆時將直達全國6個短途

站及38個長途站，從香港西九龍站可于9

小時內直達北京，為旅客提供多一種出行

選擇。香港旅發局正積極與香港及內地

旅遊業界商討，開發與高鐵相關的旅遊產

品，如聯手郵輪公司推出結合高鐵及郵輪

的產品、高鐵體驗團等，吸引旅客以香港

作為鐵路遊的起點或終點。加上港珠澳大

橋的啟用，「首發」高鐵旅遊產品將先以

貴陽、武漢、長沙、廈門、南昌、福州、汕

頭、廣東、東莞及深圳為目標城市。

了一倍，酒店現在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

找到足夠的員工來為酒店客人提供服務。

香港擁有低失業率，因此要在市場上找到

人才，一直是一個挑戰。這也代表酒店必須

非常聚焦于培訓，確保一些即使沒有很多

酒店經驗的員工，也一樣能使自己的表現

達到客人預期的水平。招聘員工更多的是

聚焦在樂觀、友善的態度，而不是經驗。另

外，酒店仍然是外國酒店學校受訓人員的

熱門選擇，確保酒店本身能夠提供有趣多

元的技能、不同國籍員工，和豐富經驗，以

歡迎所有新客人。

但無論如何，持續優化服務仍是必要之

重。Karen Chow分享到，酒店穿梭巴士除

往來尖沙咀消閒購物中心、港鐵紅磡站及

港鐵太子站，今年起更增設往來機場快線

九龍站，為酒店住客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配

套。同時，酒店亦于8月起與香港支付寶合

作，客人無須帶備大量現金，可透過支付寶

App輕鬆付款。就客人行為或數量變化而

言，現今旅客多喜愛瀏覽網上平臺搜尋旅

才可登上高鐵列車。

西九龍站內面積達40萬平方米，是全球

最大地底車站之一。為方便乘客使用站內

設施及前往各位置，站內安裝約1,500個

包括在牆上及地面的標示，不同樓層設置

約170個乘客信息顯示幕，讓乘客查閱即

時車務信息及班次狀況，更設有12個育嬰

間及15個無障礙洗手間等，供有需要的乘

客使用。同時，還將設有28個售票櫃檯，處

理購票、取票、改票和退票事務，其中預

留5個櫃檯辦理不以香港為始發站或終點

站的內地段車票。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

區銷售策略及業務總監

江敏儀說明到，隨着港珠

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相繼落成，旅

客穿梭中港兩地從此變得更快捷方便，這

兩項基建發展勢必將吸引更多內地賓客

前來香港及香港迪士尼旅遊。為迎接高鐵

遊客，廣深港高鐵九龍站將設香港迪士尼

「賓客服務中心」，訪港賓客一抵達，已經

即時可以獲取香港迪士尼的最新信息及優

惠。同時，酒店賓客可以直接在服務中心

辦理酒店入住登記，並即時托運行李至香

港迪士尼三間酒店，令出行更輕鬆方便。

另外，香港迪士尼團隊亦積極在高鐵各個

沿線城市推廣樂園度假區的嶄新體驗及

遊樂設施、優惠行程等，包括在9月將會到

長沙、福州及廈門等高鐵沿線城巿，進行

大規模的宣傳推廣及媒體推介會。

隨后港珠澳大橋亦即將開通，屆時旅客

經由珠海或澳門前往香港只需45分鐘，由

大灣區其他主要城市前往香港，更大大縮

減至1至3小時以內，形成全新「黃金3小

遊信息及酒店價格，亦趨向直接于網上平

臺預訂酒店，直至今年7月，網絡預定約佔

酒店23%，較去年同期升幅約4%。由于網

絡，社交平臺及旅遊App的普及，旅客更可

于入住后即時反映意見，與平臺管理員或

酒店負責人交流，溝通更直接方便。

另外，栢廷凱(Peter Pottinga)指出，酒店

正在經歷一個全面的改造過程。首先將完

工的是時尚的大堂，包括智慧全新接待櫃

台設施，以及精緻的「光影棱鏡」，也就是

一個巨大的15米閃爍150,000顆施華洛斯

基STRASS水晶，整個環境大膽呈現現代

感和高雅氛圍，盛大的歡迎客人到訪，也

為酒店的翻新定調。另一方面，酒店兩個餐

飲選擇也一樣落成，濱水酒吧和露臺保持

了其美麗的港灣背景，又新添了全新面貌，

華麗的戶外庭院已經證明了自己身為下班

后人群和私人活動的熱點。而陽光明媚的

角落咖啡廳也默默經歷了改造，現在提供

優質咖啡和自製糕點、小吃。

到了2018年年底，酒店下一期改造工程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列車已于4月1日起進

入試運行階段。廣深港鐵路的開通將帶領

香港真正迎來高鐵時代，不僅拉動香港與

珠三角的地方經濟發展，更多地為大陸與

香港的共同繁榮創造了便利的紐帶，也讓

香港民眾的出行更為方便快捷。由香港至

廣州南，將由現在的2小時縮短至48分鐘，

由香港至北京更由24小時縮短至只需8小

時45分鐘。其勢必會加強大陸與港商的

經濟往來，共創互惠互利的良好經濟大環

境，對于拉動地方經濟有着不可替代的促

進作用。

時旅遊生活圈」。這兩項大型交通基建項

目預計將為香港旅遊業帶來更多新發展機

遇，有助促進香港旅遊業發展。

對于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而言，香港

迪士尼本身毗鄰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將

可進一步吸引基建覆蓋網路內，尤其是大

灣區的賓客，前來投入香港迪士尼度假體

驗。同時，香港迪士尼希望將「宅度假」的

概念，進一步推廣至大灣區，帶動更多業

務發展機會，為鄰近地區的賓客提供一站

式的旅遊度假體驗。

江敏儀指出，作為香港旅遊業界的一分

子，香港迪士尼一直積極與大嶼山各旅遊

伙伴及不同政府部門等商討，配合兩大跨

境基建帶來的發展機遇，同時積極向廣東

特別是粵西地區的賓客推介及宣傳來港旅

遊及舉辦活動的便捷性。針對內地賓客的

喜好、消費習慣及模式，香港迪士尼亦持

續與業界設計多元化的旅遊產品，以方便

賓客到訪樂園。其中，香港迪士尼特別推

出大灣區居民專享優惠套票、一票價錢、

包樂園一日標準門票及直通巴士單程交

通，即買即用，說走便走，一車直達香港迪

士尼。大橋開通后，更可選擇經大橋直達

香港迪士尼。

即將啟動，360個全新客房和套房將加入市

場，使得酒店一共提供超過900間房間選

擇。同時，酒店還將為了延遲退房的客人打

造專屬大堂，且酒店會議設施規模也將翻

一倍。當中，新翼將推出一系列全新客房與

套房，包括：可欣賞迷人全景海港景色的港

景塔房、擁有大型窗戶面對黃埔活力城市

景觀的城景塔房等。所有房間都將設有現

代傢俱、優雅大理石衛浴，以及展現拋光

風格和精緻氛圍。

在新翼中，酒店一樣將打造專為延遲退

房客人而設的大堂，讓所有客人享受進階

的服務，以及在他們搭乘晚班飛機回家前

的一個放鬆和提神的專屬空間。另外，也將

推出全新的會議中心，使酒店會議和活動

場地增加至1,800平方米。額外的房間將為

現有的大宴會廳和迎賓區提供補充服務，

可以舉行接待600名客人的活動，鞏固酒店

在香港領先聲譽—東南亞最熱門會議中心

之一。

到2019年，翻新工程將開啟最終篇章，酒

店原有的555間客房、餐廳和現有活動場地

都將經歷全面翻新。

業者看好便捷交通帶來的全新商機

酒店市場規模擴大加劇人才競爭

Market Response

Hotel

店總經理

Pottinga)
場產品勢必會因交通便

利而產生變化，一來高鐵

香港段將連接起香港和中國多個城市，為

劉小慧

利有助推動「一程多站」

博覽旅遊，例如，獎勵旅

遊主辦單位可更靈活選

區銷售策略及業務總監

江敏儀

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

路香港段相繼落成，旅

客穿梭中港兩地從此變得更快捷方便，這

場，

售總監

到，香港酒店房間供應持

續增加，預料下半年將有

間新房供應，至

（
提
供
·
香
港
8
度
海
逸
酒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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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發展局日前公佈2018年上半

年訪港旅客數字，1月至6月累積計算，整

體訪港旅客數字超過3,060萬人次，較去

年同期成長10.1%，當中，過夜旅客超過

1,385萬人次，提升6.2%，內地及國際旅客

均有增長。

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

事劉鎮漢表示，今年上半

年訪港旅客數字取得增

長，主要是由內地旅客增

長帶動。內地旅客為主力

軍，內地旅客升幅顯著，達2,367萬人次，

同比增長13.4%。在國際市場方面，長途市

為了讓旅遊業界及市民更加瞭解大灣區

旅遊，香港旅遊業議會計劃在今年12月，

推出香港及大灣區旅遊信息電子平臺。屆

時有旅遊部門及業界提供最新信息，包括

香港及大灣區的旅遊特色、大型活動等項

上半年訪港旅客增一成 旅發局加強短途市場

Inbound Market

場有較佳表現，整體旅客數字增長2.6%。

短途市場方面，則因持續面對鄰近旅遊

目的地的競爭，表現較為波動，按年下跌

1.5%。

展望下半年，在貿易戰等環球經濟及匯

率波動影響下，旅遊業的經營環境將面對

不同挑戰，旅客增長速度或會受到影響。

香港旅遊發展局將繼續聯合業界爭取更

多不同客源巿場的過夜旅客訪港。

針對短途市場情況，香港旅遊發展局已

分別于日、韓、台及東南亞市場擴大夏季

推廣規模，並以家庭及年輕客群為重點推

廣對象。通過積極與航空公司，特別是廉

目，不止香港及內地旅客可以看到，海外旅

客也可以加深瞭解，進一步認識大灣區的

旅遊新動向。

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表示，港珠

澳大橋及高鐵今年內通車，將會為香港帶

價航空，以及與其他業界伙伴的合作，推

出優惠旅遊產品。例如，與國泰合作，在

南韓市場推出8折機票，而旅客可以登機

證享景點、餐廳及酒店優惠，同時，于馬來

西亞及印尼，針對回教徒客群進行推廣

等。

下半年，香港旅遊發展局計劃繼續與業

界合作，配合在香港舉行的多項大型活動

進行宣傳，推出相關旅遊產品，從多方面

吸引更多旅客訪港。同時，繼續其他推廣

工作，包括繼舊城中環后，將推出深水埗

地區推廣項目。

另一方面，因應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以

來不少新商機。往返廣東省的交通便捷，

可以吸引海外旅客「一程多站」來香港及廣

東省旅遊。現在海外旅客可向內地申請144

小時便利簽證，參加香港註冊旅行社安排

的旅行團到廣東省旅遊。如果內地推出更

及港珠澳大橋陸續開通，香港旅遊發展局

亦會透過不同途徑，如與海外媒體合作，

加強報導及宣傳，以及聯合粵港澳大灣區

多個城市宣傳十城高鐵產品等，推廣以兩

大基建為主軸，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的香港

旅遊體驗。港珠澳大橋每日將約有400班

巴士，不過，至于兩大基建預計可為香港

帶來多少旅客，劉鎮漢認為現階段難以估

計。

多便利措施，相信會令「一程多站更有吸

引力。

其實，香港旅遊業非常關注大灣區旅遊，

7月底有超百名業界代表隨團到廣州、東莞

及佛山考察。今年3季度還將有另一團到澳

門、珠海、中山及江門。業界一直都有辦廣

東省團，現在大灣區9加2城市，越來越多業

界人士想參與考察，探尋更多同內地合作

機會，挖掘通車后的新機遇。

事劉鎮漢

年訪港旅客數字取得增

長，主要是由內地旅客增

長帶動。內地旅客為主力

（（
攝
影
·
張
廣
文

攝
影
·
張
廣
文
））

【2018上半年訪港旅客統計】
國家/地區

合計

中國內地

非中國內地

   短途市場

   長途市場

   新市場

2017/1～6月

27,808,883

20,892,678

6,916,205

4,375,987

2,171,692

368,526

2018/1～6月

30,606,039

23,688,868

6,917,171

4,311,932

2,228,247

376,992

增長率%

+10.1

+13.4

1.5

+2.6

+2.3

Great Bay Area

提供新動向 大灣區旅遊信息電子平臺12月問世

AD_TTG CHINA_SC_180828: 236MMW X 180MMH

TTG 18Sep.indd   17 10/9/2018   上午10:48



SEPTEMBER 2018 • TTG CHINA 18DoMestic RepoRt-sha

（
提
供
·
上
海
海
昌
海
洋
公
園
）

許
多業者對上海這波主題樂園的發展

都表示樂觀，並預計未來上海將成

為體驗式旅遊目的地，類似美國奧蘭多、洛

杉磯主題樂園的集聚效應，特別適合來自

本地、國內以及國際遊客專程到訪旅遊。

即將在2018年第四季度開業的海昌海

洋公園，項目總用地面積約為29.7公頃，

規劃總建築面積約20.5萬平方米，總投資

金額約50億元，期望在項目到達成熟期

后每年可接待500-600萬人次。作為中國

舉足輕重的海洋主題公園開發運營商，已

在環渤海、華中、成渝經濟圈以及上海、三

亞、鄭州，開發建設運營了11個主題公園產

品，上海海昌海洋公園則將作為其國內旗

艦樂園項目。

要發展戶外主題公園，冬暖夏涼氣候好

非常重要。上海嚴格來說，夏天太熱、冬天

太冷，全年一半時間不太適宜長時間戶外

活動，因此對長三角來說，發展高品質的室

內主題公園，或許勝算會更大。

就在海昌海洋公園對面，新加坡高鴻

集團開發的上海冰雪之星也計劃在2022
年建成開業。項目選址于浦東新區臨港新

城，將與上海迪士尼度假區、上海海昌極地

海洋世界和上海天文館並肩打造上海旅遊

觀光新地標群，也是目前臨港新城的重點

發展項目。上海冰雪之星地上總建築面積

達22.7萬平方米，焦點在以阿爾卑斯山為主

題的9萬平方米室內滑雪場，其中配備的亮

點包括可從酒店直接進出滑雪場的設計、

超過25個戲雪項目和奧林匹克標準的雪道

設施，使該項目預期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

室內滑雪勝地。

事實上，隨着國內主題公園市場出現井

噴式增長，世界各大主題公園運營商紛紛

加大投資力度，看好中國市場的巨大增長

潛力。

英國梅林娛樂集團旗下的小豬佩奇玩

趣世界室內主題樂園確定進駐上海LCM置

匯旭輝廣場，預計于今年第四季度開業。

提
供
·
上
海
海
昌
海
洋
公
園
）上海主題樂園紮堆
全新旅遊格局可望成型

上海迪士尼樂園在2016年率先開啟了上海未來幾年的主題樂園紮堆第一響，正在加速發展的臨港新

城區域和位于川沙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僅距離30公里，幾大主題樂園相繼選址于該區域，其它更多的國

際投資亦陸續湧入上海，上海吸金能力及未來的發展，備受看好。惟整體的管理能力及服務品質能否跟

得上市場期待，有待觀察。 ■劉霈芯＝採訪報道

（
攝
影
·
劉
霈
芯
）

小豬佩奇的玩趣世界主題樂園內有十個趣

味遊戲區，專為學齡前兒童打造，激發孩子

們的想像力，在還原動畫片的同時，還將設

置電影院、禮品店、供全家休息娛樂的便

利設施及眾多拍照場景，讓每個家庭都能

享受小豬佩奇的世界。

再者，英國梅林娛樂集團並計劃2019
年在上海推出小豬佩奇室外主題樂園，以

及未來落地更多樂高樂園和貝爾大冒險

項目。2017年梅林娛樂集團也與景域國際

旅遊運營集團達成戰略合作，雙方確定在

上海青浦澱山湖區修建樂高主題樂園，初

步計劃在2022年前建成開業。

另據不完全統計和相關報導指出，世茂

集團與三麗鷗合作引入的Hello Kitty室內

樂園，也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度于上海南京

東路步行街的上海世茂廣場開業，另外世

茂集團還有一個位于松江地區的世茂深坑

動漫主題樂園在建中。

此外，法國達高集團今年也宣佈與上海

泫龍集團合作，旗下IP包括藍精靈和加

菲貓，擬在上海松江建設國內首座達高

泫樂園及泫龍國際村，與其他主題公園的

區別在于其面積小，佈局緊湊，設施密度

大，強調身臨其境的感覺，且技術含量高，

加入人工智慧、AR、VR等技術。高科技含

量高、注重家庭設計、擁有眾多深入人心

的動漫形象，這將對遊客形成較大的吸引

力。

強大IP可以發掘出無限價值

驢媽媽旅遊網景區玩樂事業群上海大

區負責人陸定益表示，近年來非常火的IP

在兒童族群中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以中

國兒童喜愛的卡通人物小豬佩奇為例，據

悉小豬佩奇樂園是以《小豬佩奇》的動畫

故事作為題材進行設計核心的，針對的是

學齡前的親子家庭，在國內二胎化政策實

施以后，未來更多家庭會多次前往這類適

合孩童寓教于樂的主題樂園場所。

他進一步表示，而一個好的IP可以發掘

出無限價值，具備高辨識度的IP在上海旅

遊界落地，可以有效地激發上海當地旅遊

消費潛力。此外，強IP具有較大的周邊輻射

效應，還將帶動周邊景區客流，旅行社可組

合衍生出更多的產品，吸引消費者；而如果

善于利用新強IP的特點，主題樂園產品可

以作為爆款，提升流量，提高轉化。

龐大的人口基數加上人們收入水平

的快速提高，中國已成為主題公園發展

的新熱土。主題娛樂協會TEA（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聯合AECOM共

同發佈的《2016主題公園和博物館報告》

就曾預測，中國主題公園整體遊客量將在

2020年前超過美國。據歐睿國際2016年發

佈的《世界旅遊市場全球趨勢報告》也估

計，到2020年，中國的主題公園零售額將

達到120億美元，較2010年增長367%，日均

遊客數量將超過3.3億人次，將成為全球最

大主題公園市場。

主題公園可串聯形成集聚效應

新加坡高鴻集團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長王芝菁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多個巨

無霸級的公園聚集、聯動，對于一個城市

旅遊業的發展來講有着倍量級的效應，據

臨港新城管委會相關人士透露，幾大主題

樂園項目建成后，臨港新城每年預計將吸

引1,000萬遊客，屆時單是臨港新城就同時

擁有三座主題樂園暨文化場所，將推動上

海成為類似美國奧蘭多和洛杉磯等城市的

全球著名主題樂園旅遊目的地。

海昌海洋公園政總裁王旭光曾表示，遊

客可以將海昌海洋公園與上海迪士尼樂園

串聯遊玩，迪士尼或與周邊主題公園形成

集聚效應，未來也不排除與旅行社合作，

推出包括迪士尼樂園和海昌海洋公園在內

的打包聯動產品，與迪士尼分享客源。從

上海打造國際旅遊城市的角度來看，上海

海昌海洋公園和上海迪士尼將會形成公園

「雙引擎」，可以拉動浦東旅遊發展。

王芝菁進一步表示，搭乘中國消費者渴

望旅行、休閒、新奇體驗的流行趨勢，因此

多個國際主題樂園運營商近幾年紛紛選擇

進駐中國市場，而上海冰雪之星進駐中國

也恰逢最佳時機，項目計劃開業時間正值

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中國正大力

發展冰雪運動項目，冬季運動和中國冰雪

產業也進入了黃金發展期；上海最新公佈

了體育產業30條，上海市體育產業目標到

2020年實現2,000億元規模，2025年達到

4,000億元，躋身世界體育產業發達城市行

列。所以也希望通過這個項目打造屬于中

國人自己的滑雪文化。

豐富旅遊產品 延長遊客停留時間

春秋集團董事長兼春秋旅遊副總經理

周衛紅表示，和中國其他古跡諸多的北京、

西安等城市相比，上海的歷史不長，原有的

歷史古跡旅遊資源並不如其他歷史城市多，

但在諸多不同特色的主題樂園項目集結

后，加上原有的陸家嘴高樓、郵輪母港等

新型旅遊特徵，勢必延長遊客在上海的停

留時間。

她指出，上海過去給人的印象更多是一

個經濟發達城市而非真正的旅遊目的地型

城市，來自全國各地或者境外遊客最多一

年到訪一次走走幾個主要景點，但隨着幾

個主題樂園未來逐步落戶上海，加上高鐵、

高速公路等交通便捷拉近各地到上海的時

間，所謂「同城化發展格局」更加體現于

此，特別是上海旅遊造訪人次的增加和停

留間夜數，平日週末三天兩晚或者小長假

隨時隨地可以計劃出遊，對旅行社業者在

產品包裝組合將更加多元。

她接着指出，迪士尼在中國強勁發展的

背后，也彰顯了這一輪中國娛樂消費升級

的新趨勢。單是居住在上海地區3,000萬人

口，若換算以家庭為單位就有將近400-500

萬個家庭，而家庭出遊考慮都會以孩童子

女為主；而當今旅遊出行的景點觀光的方

式早已轉變為需要更多時間停留的體驗式

觀光消費，而主題樂園帶給消費者的正是

體驗式旅遊，甚至可以多次造訪。

舉例來說，單是自由行產品組合就可以

有多種搭配，因為幾個主題樂園項目都不

在上海市中心，從早到晚上一天在樂園裡

遊玩也很耗費體力，因此主題樂園搭配酒

店的產品基本上全都適用所有遊客；而針

對多次前往的遊客還可以選擇搭配周邊鄰

近酒店產品，不需要每回都住在主題樂園

的酒店嘗鮮。

此外，一個城市同時擁有迪士尼和海洋

主題公園在世界上已有多個先例，如香港

的迪士尼和海洋公園、美國奧蘭多的迪士

尼和海洋世界。海洋公園與迪士尼樂園在

旅遊功能定位上有明顯差異，兩者的旅遊

娛樂功能有互補性，完全可以分享旅遊資

源，共同培育周邊區域市場。雖然雙方存

在一定的競爭，但也能在互相競爭、借鑒中

提高管理水平，以及遊客的舒適度和體驗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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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港新城即將華麗轉身
Spotlight

按照臨港新城規劃，已經將旅遊業作為其

支柱產業之一。位于臨港新城的首個落成的

大型主題樂園項目海昌海洋公園項目建成及

投入運營，浦東新區也將逐步建成新的旅遊

格局，成為全域旅遊時代新的旅遊目的地。

作為浦東新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興區域

臨港地區的面貌日新月異，是上海建設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主體承載區和

開放創新先行試驗區。隨著包括上海海昌海

洋公園在內的一大批旅遊、商業以及文化項

目的入駐，臨港地區勢必將逐步成為浦東新

區旅遊板塊的新核心。

從臨港新城管委會公佈的內容瞭解到，臨

港新城積極打造以產城深度融合、生態美

麗宜居、海洋文化繁榮為內涵的「濱海未來

城」。在推進實施「兩區、兩城」藍圖過程中，

產城融合是貫穿臨港地區發展的主線，臨港

地區需要引進一大批優質的城市功能性項

目，更好地集聚人氣、帶動城市配套建設，加

快臨港地區整體發展。海昌海洋公園的建成

即將開啟臨港地區旅遊資源集聚和城市功能

提升新篇章，隨著海洋文化主題旅遊資源在

臨港的集聚，將進一步放大臨港地區自身特

色優勢，在海洋科技創新和產業集聚發展方

面發揮引領示範作用，助力臨港創建「國家

海洋經濟創新發展示範區」。

另據介紹，2020年臨港還將建成上海天

文館，連同已經建成的中國上海航海博物館

和最新開工的冰雪之星樂園、帆船帆板訓練

基地中心等，共同構成臨港「兩館兩園一中

心」的文化旅遊體系，提升臨港地區城市品

質，對接聯動迪士尼，打造上海浦東旅遊文

化新高地。而除了大型主題樂園項目外，目

前臨港新城的一些旅遊資源還包括滴水湖、

候鳥遷徙的主幹道、世界級的觀鳥點南匯東

灘濕地、多樣花圃展示的上海鮮花港以及

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外海跨海大橋東海大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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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發佈的《2018年
清明假日旅遊及景區消費報告》顯示，今

年在清明小長假，歡樂谷、迪士尼、常州

恐龍園都位列熱門目的地前十名，主題公

園的熱度一直不減。但樂園的服務品質、

人才培育及市場競爭性，仍受到各界關

注。

今年3月，在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

會的宣導下，長三角主題樂園產業聯盟正

式成立，意在促進長三角地區主題公園企

業之間的聯動發展，目前的成員包括常州

恐龍園、華強方特、華僑城集團、萬達集團

等11家主題公園企業。業內人士表示，長

三角地區旅遊一體化趨勢明顯，在區域整

體發展當中企業單打獨鬥已經不是一種最

好的選擇，政府必然要在一體化進程中發

揮推動作用，多家主題公園聚集長三角，

有競爭也有合作，對于遊客來說，一個區

域就可以體驗多種類型的主題公園，有了

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出行也更加方便；對

于主題公園來說，則有助于克服目前散、

亂、小的問題。

新加坡高鴻集團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長王芝菁就相當看好未來上海旅遊市場，

並大膽預測未來這些主題樂園項目會更

加容易吸引客源，越多的聚集效應肯定帶

來更大的旅遊經濟。

但她也強調，主題樂園的運營方需要正

視的是服務問題，如果把全球主題公園按

照主題歸類，可以分為影視類、歷史類、科

技類、海洋類等等，但每種主題樂園都有

其自身獨特需要特別做人力資源培育的

部分，主題樂園項目的投資不僅燒錢，而

且業態跨度大，集合了商鋪、酒店、餐飲、

遊樂、演出、后勤、醫護、教育、物流等功

能及全產業鏈，堪比一座微縮版城市。同

時，這又是人才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需

要創意設計人員、工程人員、藝術包裝、

表演人員、導演創排、舞臺科技、運營管

理等，高級人才稀缺，統籌管理是一種考

驗。

另外，在所有主題樂園都有部分涉及科

普教育意義以及創意展現的部分，甚至為

消費者拓展視野、增長知識，宣傳環保理

念等，對主題樂園的開發運營來說需有較

高的專業門檻，並非投資買設備、用鋼筋

水泥建造就能成功，如何將主題樂園內提

供的所有娛樂與遊客的觀賞互動有機結

合，是一道很高的行業門檻，需要大量專

業人才。

然而也有其他業界聲音表示，各大國際

品牌IP主題樂園進入中國主題公園市場，

各自擁有品牌及管理經驗等自身優勢，短

期內在國內依舊會面臨來自國內外主題公

園運營商的競爭壓力。以上海為例，在周

圍長三角地區不僅有歡樂谷、華僑城、宋

城演藝等本地運營商，還有迪士尼樂園、

室內樂園JOYPOLIS、六旗娛樂等國際品

牌，雖然主題公園之間不只是競爭關係，

還有聯動或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否會如外

界預測的市場效益，還有待項目落地后實

際運作才能看出競爭力。

Challenges 專業人才稀缺，統籌管理是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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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上海浦東黃浦江畔，曾經為亞洲

最大的糧倉——民生碼頭8萬噸筒改頭搖

身一變成為浦東文化藝術的新地標，2017

年的上海空間藝術季就首次在此展開。

民生碼頭建于始建于清光緒34年（1908

年），是上海港裝卸糧食、食糖的專用碼

頭，舊稱英商藍煙囪碼頭，可同時停靠萬噸

級遠洋船4艘，是為當時上海港內設備最先

進的碼頭，也是當時亞洲最大的碼頭之一。

1954年，藍煙囪碼頭正式更名為民生路碼

頭，70年代和90年代對糧食裝卸區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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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帶着狗一起來運動，十分有趣。要爬得比

較輕鬆，就走山上已經開闢出來的成熟碎

石子步道，路程會比較繞，但是一路很平

穩。如果喜歡快點登頂，體力好的人，可以

選擇隨便另闢自己的路線，直接往上爬，

只要看到可以往上踩的地方都是可以走的

路；不過，有些地方需要手腳並用，路線很

原始，速度上則可以節省幾乎一倍時間。

我自己是很輕鬆的心態，沿着步道緩慢

的往上移動，累了就停下來欣賞一下風景，

拍拍照喘口氣，休息夠了再往上繼續走，

走到后來會發現，由于坡度不抖，其實穿

着高跟鞋、甚至夾腳拖，走起來也都沒問

題。一路上還有幾個平台，可以俯瞰愛丁堡

全景，看得到卡爾頓山和愛丁堡城堡，也能

遠眺東邊海岸，站在上面欣賞山下城市的

不同風景，不同角度一樣壯觀，美到讓人想

倒抽一口氣，看久了心情會有豁然開朗的感

覺。漫山遍野的蒲公英等野花，更是讓山

上風景也美了起來，人也就不知不覺放鬆

了下來。

世界真奇妙
外出旅遊享受的是美景、美食，更是各地

融入個性與文化的特色景象。因為不同，所

以散發魅力，這裡的每一個照片，都在詮釋

旅遊的真正意義與終極內涵。

有機會去愛丁堡，一定要走一趟亞瑟王

座，從制高點俯瞰全城。從山腳下往上看，

一開始內心確實會膽戰心驚，想說到底要

爬多久才能登頂，山怎麼看起來這麼高，

路途感覺相當遙遠，但是真正走上去，就算

是跟我一樣走的超級慢，不到半小時也能

登頂；不用緊張，看起來很威懾的山，其實

很容易被征服的。

往上和返回的路線是同一個，常常會在

路上聽到返回的人給往上爬的人加油打

氣，不僅會遇到很多觀光客，也有許多當地

愛丁堡的天氣就像是女人的脾氣，從山

腳下開始往上爬的時候，豔陽高照，熱到

出汗；爬到半山腰，突然就變成了陰天，整

個烏雲密佈，雲層不斷加厚，突然涼快了起

來；到了最頂處，傾盆大雨加上刮起超大強

風，讓人完全不想站起來，深怕一站起來

就被風吹走了，或是腳一滑不知道摔到哪

裡去，又濕又冷直打哆嗦。

但是不到十分鐘，這樣風雨交加的天氣

突然又變回了陰天，變化之大與快讓人傻

眼，回到山腳下，又是晴空萬里；一小時中

就經歷了一年四季，也留下了極度印象深

刻的旅遊記憶。整座山充着了男子漢的雄

性氣息，登頂之后俯瞰愛丁堡，會有一種

「我征服了這個世界」的感覺，相當爽快。

聽當地人說，很多人會到山上野餐，且

亞瑟王座是非常適合欣賞日出和日落的地

方。可千萬不要小看這座小山，它可是已經

有3.5億歲的高齡了。3.5億年是什麼概念？

太陽繞銀河系一圈不過才3億年。

為什麼叫亞瑟王座?亞瑟王是英格蘭傳

說中的國王，這座山的地位在現代地質學

中可以與亞瑟王光輝業績相提並論。

■張廣文＝撰文．攝影

從制高點欣賞英國愛丁堡

千湖之國，萬湖之 州？

這個州真的那麼厲害嗎？其實上網一

查，還真沒有，不過這兩地的相似之處多

到明尼蘇達本地人都會訝異。比如，如

果你說Sauna（桑拿）時，au的音發美式的

「哇」而不是芬蘭式的「傲」，會被明尼蘇

達人取笑。

又如湖邊度假都是最受認可的度假方

式。幾乎無論貧富，家家都在湖邊有自己的

小木屋（當然富人會有個大木屋）。逢年過

節、平日或週末，湖邊木屋都是理所當然的

家族聚集地。在湖邊兩、三晚做什麼呢？一

家人開着汽艇環湖一周找老鄰居串門兒，

游游泳、垂垂釣，晚上搭個篝火，拿着紅酒

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到在潛鳥(Loon)的叫聲

中昏昏欲睡。

作為本地人，這可能是這個州最值得推

薦的旅遊資源。對：湖。懶散的在湖邊度

假。

但是從旅遊目的地的角度，這真的相當

難。怎麼繞過自己真正獨有的個性，從目標

市場的眼光出發，另外再找到「契合他們

興趣點的，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色」？顯然，

「特色」和「賣點」不一定總能吻合。這種

情況下，怎麼真誠的做自己？萬湖之州的特

色就是湖，但是遊客們來到萬湖之州，為的

是…？全美最大的購物中心？其他州也有的

遊樂園、博物館、高爾夫？

目的地推廣還真沒那麼容易。

■鐘韻＝撰文．攝影

明尼蘇達的千湖、萬湖

兩次大規模的改建，圓形筒倉不會形成死

角，儲藏體積大，其中八萬噸筒倉是當時

遠東笫一大單體糧倉，30個大筒組成長140

米、高50米連續聳立在黃埔江邊，氣勢磅

礡。

隨着工業時代的繁華褪去，黃浦江岸線

產業轉型、工業外遷等原因，坐落其中的8

萬噸筒倉，也不再用作倉儲功能，廢棄多年

不用。上海城市借鑒了英國利物浦、德國魯

爾區等地區對于工業遺址活化的經驗，將

民生碼頭改建成一個定位成文化創意與休

閒娛樂的綜合體。

如今，民生碼頭已成為黃浦江兩岸45公

里岸線濱水空間的一部分，在民生碼頭既

可以感受筒倉建築本身的工業文化帶來的

震撼，又可以觀看極具前瞻性、多樣性、體

驗性、公眾性的展覽，同時還可承扶梯一覽

黃浦江亮麗的風景。

■劉霈芯＝撰文．攝影

改頭換面的上海民生糧倉

2018-9-05.indd   22 2018/9/9   9:30:56 PM



#keeptheworldmoving

www.iltm.com/china

“德迈国际与ILTM已经共同走过11年，
通过ILTM的专业平台，我们获得了今
天的成就。我们将继续与ILTM共同成
长，永不止步。”

keeps the world 
moving

CAROL
CHEN

“Diadema has been growing with 
ILTM for 11 years. Without ILTM, 
we couldn’t have achieved the 
performance that we have. We will 
keep moving with ILTM and grow 
our business with them.”

Carol Chen, Director
Diadema Group

Shanghai, 31 Oct - 2 Nov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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