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匯率及貿易問題或將強大旅遊消費

Agent Chat Room
人人說IP，旅行社也該大談IP嗎？

重中之重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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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關鍵不在于資料接通

而是如何智能化運用

News Clipping

Culture and Tourism
文旅行業發展
已成為國家高度的戰略思維

十九大為文旅融合提供了廣大的發展

空間，在此背景下文旅投資發生了一些變

化，文旅地產、文旅行業在未來三到五年

也有新的發展趨勢。對比旺盛的旅遊產業

投資，其實更重要的是消費者需求的變

化。今天文旅行業當中，其實消費渠道的

投資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

80、90后是既注重物質又注重精神及

現實的一代，他們未來的消費需要更多的

體驗化、移動化、個性化。他們也渴望在

生活當中旅行，在旅行當中生活。所以他

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種消費習慣，將

會滲透到文旅行業發展的每一個細節當

中。(詳文請見P.14)

Business Travel
企業差旅付款方式
走向電子化、和自動化

在當今的企業支付領域，企業客戶要求

能夠以無縫、方便、即時和多渠道的方式

交易支付。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支付技術

和平臺/系統提供商正在創建與數字支付

解決方案相關的全新解決方案，這些解

決方案將在未來幾年顯著地改變公司差

旅部門的支付方式。這些變化也將改善旅

行者體驗，提高旅行計劃的效率，並增加

整個行業的進步，進而影響旅行者的決策

和行為，提升公司照顧員工的管理機制與

履行關注義務。(詳文請見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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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和貿易問題正為中美旅遊行業帶來

擔憂，但是從旅遊局的角度來看似乎未必

悲觀，一方面，中國經濟在經歷短暫的過

渡期之后，實力將更加堅實，旅遊消費能

力也會更加強大；另一方面，旅遊局向中

國市場不斷投放的「隱藏的珍寶」也會持

續帶動中國遊客對于前往洛杉磯或美國

其它城市旅遊的興趣。

洛杉磯會議及旅遊局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恩武德（Ernest Wooden Jr.）坦言，

人民幣值下滑、美元穩健上漲，確實影響

到了洛杉磯部分地接社的業務。有些地接

社因為淨利率實在太低，當人民幣下滑時

他們無法把差異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使得

這些地接社的業務面臨到無可避免的挑

戰。

但是國際商人都知道，外匯總是會有起

伏；有時形勢險峻，有時又一片向好。恩武

德舉例，一年前他在巴黎時，1歐元相當于

1.25美元，而今年，1歐元只需1.15美元。不

到一年的時間，美元就有顯著的上升。當

前美元的強勢為某些事情帶來優勢，對其

他事情又造成劣勢，比如，美國人更願意

出境旅遊，但出口貨品卻變得比較困難。

不過，中國政府不久前改變了人民幣兌換

美元的匯率計算方式，使得人民幣值回

穩，被美國商業圈視為中美雙方在貿易爭

端之際中國伸出的一個橄欖枝。

此外，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在過去十幾

年間，中國社會非常仰賴于商品的出口。

但是依賴他人的購買力對于一個國家的

經濟來說是非可持續性的。意識到這樣

的兩難之后，中國政府開始了兩項重要

舉措。一是強化中國本土經濟，促使國民

GDP上升，二是鼓勵更多本土創新和發

展，而不是單純複製他國的科技。

回頭來看，中美貿易戰正以一種奇妙的

方式刺激中國變得更加自給自足，使得中

國雖然在從仰賴貨品出口轉向自給自足的

過渡期間會有一段較艱難的路要走，但最

終中國經濟實力將會更加堅實，並會有更

多自主研發的科技，從而逆轉當前所能看

到的短期內中國遊客赴美消費意願下滑

的潛在形勢。

 A TTG ASIA MEDIA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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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Greater Bay Area
須加快建構粵港澳大灣區

旅遊協作機制

Special Report
消費升級、品質旅遊
中國高端奢華旅遊市場，
正在崛起！
ILTM China即將登場
■ PAGE  6-9

9月18日，首屆亞

洲郵輪M ICE大會

借亞洲最成熟的

M I CE展會—亞洲

獎勵旅遊及會議展

(IT&CMA)暨亞太國

際商旅大會(CT W 
Asia-Pacific)的平

臺同時舉行。

■張廣文＝泰國採訪報道

泰國重新定義你的商務活動MICE

泰國國家會議展覽局宣佈推出全新品牌

計劃「泰國重新定義你的商務活動」，透過

重新定義成功的秘訣，協助商務活動利益

相關者和國際行業伙伴抓住泰國4.0政策所

產生的增長商機。計劃目標是要滿足不斷

變化的商務旅客需求，透過試驗性和獨特

體驗等新觀點，提高企業活動成功機率。

泰國國家會議展覽局商務資深副總

裁Nichapa Yoswee表示，在泰國4.0政策

的驅動之下，泰國的經濟藍圖促使泰國國

家會議展覽局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以使

泰國能夠在高度競爭和快速發展的商務大

環境中保持領先地位。全新重新定義的全

球品牌計劃，展現了當地對市場變化提升

的調整能力，可以滿足國際市場商務活動

更高的期待和更多需求。商務活動將被視

為獲取有價值體驗、包容合作、伙伴關係和

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品牌計劃運用獨特、別格一個的泰國產

品和服務，主打當地充滿知識、創意、連線

性，以及專業視角等核心資源，一方面讓商

務旅客體驗更多試驗性、獨特和全新的體

驗，一方面也吸引想要爭取更多收入的商

務旅客，同時滿足商務旅客不斷增加的需

求，讓所有投資獲得回報、所有目標能夠

達成、幸福能夠感受，進一步鞏固泰國作

為商務和國際市場樞紐的地位，展示泰國

勇于進步、快速變化、充滿創新的商務活動

目的地形象。

在全新品牌計劃之下，會議、獎勵旅遊、

大會、展覽都將執行戰略規劃，進一步提

升泰國在該行業的國際市場知名度，並且

積極以增加收入為目標。印度和印尼的商

務客人增長幅度預計達11.3%和8.7%。

HOTEL & SERVICED APARTMENTS

Introducing
our new
Studio Premier
Apartments

For more details and bookings please visit dubai.frasershospital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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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A旅遊交易會蘭卡威登場
馬來西亞鞏固目的地優勢

Trade Show

PATA亞太地區旅遊交易會（PATA 

Tr ave l  M a r t）9月12日至14日在蘭卡

威Mahsuri國際展覽中心舉行，本屆乃與蘭

卡威發展局（LADA）合作舉辦。這是馬來

西亞第三次舉辦PATA交易會。

馬來西亞旅遊、藝術和文化部長Datuk 
Mohamaddin Ketapi先生表示，「由亞太

旅遊協會主辦的旅遊交易會（PATA Travel 

Mart）是馬來西亞鞏固自身作為亞太地區

該首選度假勝地聲譽的良好平臺。該活動

展示馬來西亞作為多元文化目的地的獨特

性。馬來西亞不僅僅是提供商業投資，還

為遊客提供豐富旅遊活動選擇，從數百年

歷史的雨林、島嶼和海灘，到各種豪華度假

產品皆有；同時馬來西亞也是物有所值的

旅遊目的地，從酒店、餐飲到購物都可以最

低價格享受到高價值服務。此外，馬來西

亞也是適合舉辦會議、商務活動、蜜月和婚

禮的理想目的地，近日上映的好萊塢大片

《Crazy Rich Asian》實際就在馬來西亞吉

隆玻、檳城以及蘭卡威等地取景拍攝。」

「2017年馬來西亞共接待全球遊客達

2,590萬人次，並為馬來西亞帶來822億元令

吉旅遊收入，馬來西亞希望到2020年能達

到接待3,000萬人次的遊客目標。」

他進一步表示，馬來西亞即將迎來的全

新開發旅遊資源包括位于佛柔州的迪沙魯

海岸（Desaru Coast）、麻六甲地區的印象

城市（Impression City）、以及雲頂高原的

20世紀福布斯全球主題公園（20th Century 

Fox World Theme Park）等，都將帶領遊客

以一個全新視野認識馬來西亞。此外，在

酒店發展方面，也以年增長8.5%的速度前

進，2017年馬來西亞新增了250家酒店，未

來還將有130家酒店在建中，另外，包括威

斯汀、瑞吉、W、四季、凱悅以及美爵等國

際酒店品牌在本地的投資開業，也都為馬

來西亞提升了不少旅遊價值。

今年，PATA交易會聚集了來自34個目

的地的212個參展單位，以及來自53個客源

市場的260個買家，參展國家包括中國、香

港、印度、印尼、日本、哈薩克斯坦、韓國、

尼泊爾、新加坡、泰國等地；馬來西亞由67

個參展單位，包括吉打州、沙巴州、沙撈越

州、雪蘭莪州、柔佛州和檳城州政府。同步

舉辦的活動還包括PATA金獎、青年研討

■劉霈芯＝蘭卡威採訪報道．攝影

■劉霈芯＝採訪報道

緬甸10月對華實行落地簽 零團費問題隱隱浮現Burma

據緬甸酒店與旅遊部發佈公告，2018年

10月1日起，緬甸當局將對從國際機場入緬

的中國遊客給予落地簽待遇。此次緬甸對

中國遊客實行的落地簽與以往不同，中國

遊客無需攜帶緬方邀請函、邀請單位註冊

證明等繁瑣的資料，只需要一本中國護照，

就可以在抵達緬甸國際機場之后辦理落地

簽並入境。

據瞭解，此前的規定顯示，中國、日本

和韓國遊客們，被授予落地簽及免簽入境

時，需出示現金1,000美元、返程機票，簽證

期限為30天。經過協商，中國、日本、韓國

等3個國家的遊客，入境時不需出示1,000美

金和返程機票。而現在把原來不需要的規

定，即包含機票事宜的兩項規定取消，又

是一個好消息。

落地簽證費用為每人50美元，回程也

必須從機場離境，只限于團隊旅遊或自助

遊。

除此之外，緬方在辦理落地簽的海關處

還增設了有「中國特色」的服務，那就是

支援微信和支付支付，也就是說你只需要

用手機掃掃支付的二維碼就可以繳納簽證

費用了，這就如同在國內支付一樣方便快

捷了。

近年來，隨着中國出境遊的蓬勃發展，

越來越多的遊客赴緬甸旅遊。來自緬甸酒

店與旅遊部的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到訪

緬甸的遊客人次超過20萬。2018年1~6月，

赴緬中國遊客同比增長36%，達13萬人次。

但這一數字與同樣位于東南亞的泰國、越

南、柬埔寨等國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以

泰國為例，2018年上半年，中國前往泰國旅

遊人次高達593萬，為泰國旅遊業創收超過

900億泰銖。

資源豐富 旅遊成本相對高 

緬甸時光旅遊運營總監Nan Pwint女
士在近日剛舉辦的PATA旅遊交易會上向

記者表示，這是否直接將可能因落地簽手

續辦理繁複而導致的通關時間長等問題完

全拒之門外，並因此在中國出境遊市場分

得更多的蛋糕，作為地接社仍在觀望，因

為對緬甸來說似乎還不太現實。目前緬甸

面臨的挑戰是由于基礎建設還在逐步完善

之中，在緬甸境內主要城市比如仰光、曼德

勒、蒲甘等城市都是通過國內飛機飛行最

便捷，但也因為如此，旅遊成本相對周邊國

家來講稍顯偏高。

在此背景下，目前卻也看到不少中國的

旅行社業者紛紛提前佈局，推出一系列緬

甸旅遊線路，最普遍的便是打出入住四星

級酒店、舒適度和體驗度較高的一周遊。

然而，她也指出，正因為即將開放落地簽證

旅遊，有消息顯示，一些相對不規範的零團

費操作已開始被業界討論，值得關注。

當然，緬甸旅遊資源相當豐富，旅遊業

發展前途相當樂觀，換個角度看，也正是

因為目前中國遊客赴緬甸旅遊人次相對較

少，其增長空間和潛力才更值得期待，作為

會和Travolution亞洲論壇，這是該論壇首次

被納入展覽計劃的一部分。它關注行業的

主要趨勢，以及新興技術、定制旅行選擇

和增值服務如何促進旅遊業務。

L ADA首席執行官Datuk A z izan 
Noordin先生也表示，通過此次PATA旅遊

交易會，希望蘭卡威能成為遊客訪馬來西

亞的首選目的地之一，並將蘭卡威發展成

為通往吉打州等北方各州的門戶。早在20

年前馬來西亞作為PATA旅遊交易會的主

辦地時，國際遊客還沒有聽說過越南、柬

埔寨、菲律賓或印尼，但現在這些國家也

都和馬來西亞稱為旅遊競爭對手，他們在

成本方面同樣具有優勢，同時是相對較新

的參與者。

PATA（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是一個非營利性協會，致力于負責任地開

發亞太地區的旅行和旅遊業。PATA為其成

員組織提供咨詢服務，包括95個國家、州和

城市地區旅遊機構等等。

地接社都希望在落地簽政策的助力下，緬

甸在東南亞眾多旅遊目的地中的競爭優勢

可因此而顯著增加，赴緬旅遊產品亦將迎

來新一輪升級，緬甸距離成為中國遊客出

境遊熱門目的地的目標有望越來越近。

她進一步介紹，仰光作為曾經的緬甸首

都，這座緬甸境內最大的城市也是東南亞

最大的港口之一，不僅有壯觀的佛塔，還

有殖民時期的建築以及美不勝收的自然景

觀。相信極具特色的風土人情、濃厚的宗

教文化，一定會讓遊客有別致的體驗。

另外，曼德勒作為緬甸的第二大城市，聚

集了不少華僑，這裡被列為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可以參觀的地方非常多。靠近烏本

橋的馬哈根達揚僧院是緬甸最為重要的佛

學院，僧院最知名的是每天早晨十點半進

行的「千人僧飯」，他們從早上大概十點開

始沿街化緣，中午之前回到寺廟吃完。數以

千計的僧人整齊地排成兩排，赤着腳，安

靜有序地向着前方移動。

而在擁有2千多座佛塔的「萬塔之城」蒲

甘，隨便登上一座佛塔，靜靜等候蒲甘的

日出日落，看仰光傾瀉或是消失在叢林深

處，也是在緬甸不能錯過的絕美體驗。

馬來西亞2020年接待遊客目標

3,000萬人次

2018年1~6月赴緬中國遊客

36%同比增長

達13萬人次

澳洲航空
宣佈擴展全球貴賓室升級計劃

澳洲航空 (Qantas Airways) 近日宣佈擴

大全球貴賓室升級計劃，將投資數百萬澳元

對奧克蘭、布里斯班、霍巴特、悉尼、塔姆沃

思和東京六個機場貴賓室進行升級改造。8
月23日，澳航公佈了2018財年的全年業績報

告，而擴大全球機場貴賓室的升級計劃則作

為集團未來投資成為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洲航空首席執行官艾倫．喬伊絲(Alan 

Joyce)先生表示，機場貴賓室升級計劃的

範圍覆蓋了各大國際、國內和區域機場航站

樓。新增的六座貴賓休息室為： 
●  澳大利亞悉尼——悉尼國際頭等艙旗艦

貴賓室將進行翻新，並擴建15%空間容

量。 
●  新西蘭奧克蘭——奧克蘭國際機場頭等

艙貴賓室和商務艙休息室都將以澳航倫

敦機場貴賓室和香港機場貴賓室為參考，

進行重新設計，合併為一座貴賓室，並將新

西蘭的特色元素融入整座休息室的設計

中。 
●  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貴賓休息室將

重新設計翻新，並增加更多餐飲選擇。 
●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布里斯班國際貴

賓休息室將擴增100名旅客的容量，整個

擴建工程預計于2019年初完成。 
●  澳大利亞塔姆沃思和霍巴特——對兩個區

域機場貴賓休息室進行重新設計，並增加

更多客座和空間。 
目前澳航對于墨爾本和悉尼機場貴賓室

的升級工程已在施工。

阿聯酋航空
一張票直抵達意國27火車站

阿聯酋航空與意大利鐵路公司Trenitalia

近日簽署代碼共用協議，乘客可方便由飛機

轉乘火車，探索更多意大利目的地。輕鬆預

訂一張票，乘客即可搭乘阿聯酋航空到達羅

馬、米蘭、威尼斯或博洛尼亞，再從當地轉乘

高速、現代且舒適的火車，前往意大利一些

風景最優美的城鎮。

意大利鐵路公司與阿聯酋航空簽署的這

一協議是邁向鐵路與航空高效舒適聯動的關

鍵一步。乘客現在只用一張票，即可方便由

飛機轉乘火車，抵達意大利27個火車站，同

時享受兩家公司提供的先進且舒適的搭乘體

驗。頭等艙和商務艙乘客將被直接預訂在火

車的頭等艙。

Airlines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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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香港開设的第四家物业，香港嘉里酒店為酒店奢华享受重新定义，配以合時
的方針接待客人。酒店由著名建筑師及室內设計師傅厚民 (Andre Fu) 构思及操刀，以「城市度假」
為设計概念，塑造逸閒豪华感覺。
 
香港嘉里酒店拥有寬敞的酒店会議、活动及宴会場地。提供17间配套完善的多功能廳，包括面積達
1,756平方米無柱宴会大礼堂，以及多个面向無际海景的户外空间，不論是室內或室外活动，由理想
婚禮至創新的团体建设活动，我們均能為您量身訂造。
 
座落九龙半島市中心，香港嘉里酒店会成為本地客人及游客聚集的地區樞紐，為他們献上天衣無縫的
商业、休閒、康休樂健身服务和本地資訊。



空客盼將A220推進中國市場

光大集團推四大計劃、八百工程  振興鄉村旅遊

OCTOBER 2018 • TTG CHINA 4News

■鐘韻＝採訪報道

Project Plan

中國光大集團攜手旗下中青旅、中國光

大銀行、光大永明人壽、中國光大實業等企

業日前于北京舉行「鄉村振興·旅遊先行」鄉

村旅遊項目發佈會。光大集團將借四大計

劃、八百工程振興中國鄉村旅遊、推動鄉村

環保。

中國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李曉

鵬介紹道，光大集團將實施四大計劃、打

造八百工程，全面助力鄉村振興戰略。這

四大計劃指的是：啟動鄉村旅遊計劃、致

力推進「廁所革命」計劃、大力推廣先進

垃圾焚燒發電計劃、加緊推進生態環保計

劃。八百工程指爭取在未來5年內于光大旗

下打造100個特色旅遊項目、建成400個生

態廁所、建成200個「城鄉一體化」垃圾焚

燒發電項目、打造100個污水治理、危廢處

置、土壤修復項目，為鄉村振興貢獻力量。

在鄉村旅遊方面，光大集團提出了

「一二三四五」鄉村發展計劃。其涵蓋：建

設「一個」鄉村旅遊頻道，重點發展家庭和

企業「兩類」用戶，組建特色鄉鎮聯盟、紅

色旅遊產業聯盟、鄉村IP實驗室「三個」合

作平臺，打造鄉村週末、鄉村度假、鄉村主

題行、鄉村運營「四類」特色業務，同時依

託在旅遊、健康方面的優勢，創新推出紅

色旅遊、鄉村旅遊、會展旅遊、景區旅遊、

康養旅遊「五大」產品線。

在光大集團從2015年就開始推動的「廁

所革命」方面，其將著力打造景區廁所和

農村廁所等亮點工程，積極跟蹤國內醫療

行業、工礦、高速公路等潛力市場，重點開

發移動廁所、可攜式廁所，降低固定廁所成

本，立足資源整合，發揮品牌優勢，力爭在

未來5年內建成400個生態廁所。

李曉鵬說道，光大國際是亞洲第一、世

界第二的汙水處理、垃圾焚燒企業，並首

創了「城鄉一體化」垃圾焚燒發電模式。在

2017年與國家旅遊局聯合舉行「推進廁所

革命政企對接儀式」的基礎上，下屬光大

生態公司目前已經建成生態廁所139個，形

成了一整套技術解決方案和成熟產品。

對于中青旅來說，作為光大集團

大旅遊板塊的重要平臺，同樣將實施

「一二三四五」鄉村旅遊計劃。中青旅首

席品牌官徐曉磊介紹，中青旅將建設「一

個」鄉村旅遊網站（頻道），服務「兩類」

重點用戶，搭建「三個」合作平臺，打造鄉

村度假、鄉村主題線路、鄉村定制、鄉村文

旅「四類」特色業務，從產品研發、機制平

臺、活動營銷和組織保障四大領域，同時

依託在旅遊、健康方面的優勢，創新推出

紅色旅遊、鄉村旅遊、會展旅遊、景區旅

遊、康養旅遊「五大」產品線，助推中青旅

鄉村旅遊整體方案落實推進，將中青旅發

展成為中國鄉村旅遊的旗幟性力量。他透

露，截至9月底，中青旅遨遊網已提前一個

季度完成全年鄉村旅遊預算目標。

李曉鵬在致辭中表示，「以此次鄉村旅

遊項目發佈會為契機，光大集團的鄉村振

興方案必將為國家推動鄉村旅遊、環保等

大繁榮大發展作出更突出的貢獻，為鄉村

振興貢獻更大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鐘韻＝採訪報道

古巴擁有文化遺產、陽光沙灘、先進的

醫療資源和熱情好客的氛圍。隨着與美國

關係緩解，古巴旅遊市場已開始顯著發展，

但中國遊客對其瞭解不足、當地網路建設

落后及旅遊產品價格高，當前仍是中國市

場進一步發展的阻礙。

隨着古巴和美國關係解凍，中國遊客也

開始對這個加勒比海國家多了些瞭解，到

訪興趣逐漸提高。天博國際旅遊公司總

經理韓慶山據其公司情況舉例，在古巴市

古巴旅遊漸引中國遊客關注
認知度不足 仍待進一步推廣

Cuba

場發展初期，因中、古兩國政治關係良好，

赴古中國遊客以公務團為主，但一年的接

待量也就約莫兩、三千人。隨着中國經濟

水平提高、大眾消費者出境游範圍由東

亞、歐美一路擴及中南美洲，以及政治風

向刺激商務市場發展的背景下，近兩年，

古巴的中國遊客量每年都以18-20%的速

度增長。

韓慶山說道，今年，其公司預計全年接

待量將突破6,000人；這反映了市場總體發

展情況。

他指出，雖然老一輩中國人對古巴有感

情，但古巴的目標客源並不局限于老年市

場。它不僅擁有文化遺產，還有陽光沙灘、

先進的醫療資源以及南美普遍散發的熱情

氛圍。因此無論是休閒度假、醫療旅遊、革

命之旅或文化之旅，都能獲得多元市場的

青睞。

從交通來看，除了國航已開通的北京

經蒙特利爾至哈瓦那航線，中國客人經歐

洲、加拿大或美國中轉至古巴也都頗為便

捷，不過由于航程較遠，多數客人還是會

把古巴作為連線目的地之一，平均停留約

四天左右。

隨着中國市場逐步成長，一方面，古巴

已對內推展中國遊客接待措施，比如接軌

銀聯、酒店提供熱水壺、培養漢語人才、國

有旅行社來華參加展會等，另一方面，古巴

政府也開始考慮重新在華設立旅遊局辦公

室，開展旅遊推廣計劃。

至于未來進一步開發中國市場的挑戰，

韓慶山認為，當前能看到的主要有三點。

1. 認知度仍然不足：古巴的開放雖已開

始勾起中國遊客的到訪興趣，但由于

古巴自身釋放出的信息太少，中國客人對于

這個目的地的資源還不甚瞭解。

2. 網路問題：古巴上網困難，對于遊客

體驗和旅遊供應商之間的溝通，都

會造成影響。

3. 價格問題。對于中國客人來說，古巴

並不是一個「便宜」的目的地，而高

昂的旅遊費用中，機票又占大宗。但他表

示，這個問題可以扭轉：一旦中國遊客市場

開始有更強勁的增長，兩地航班便有望增

加，如此，產品價格便會下降。

■鐘韻＝採訪報道

空客新機型A220截至目前來自各大洲

的400多個訂單當中，尚未有一家航空公司

來自中國。自信于A220對次一級網路提供

良好支撐力的空客公司，正朝着將A220

推進中國市場努力。

空客收購加拿大龐巴迪旗下Ｃ系列飛機

項目后納入自身產品線體系並更名而來的

A220系列飛機，自推出以來已收到歐洲、

美國、中東、非洲和東亞的訂單，但至目前

Aircraft

尚未有訂單來自中國。不過隨着中國支線

系統不斷強大，空客認為A220系列未來將

能很好地滿足中國市場的新需求。

空客中國市場部航空市場及行業研究

負責人宮輝說道，作為製造商，空客最終

的產品是飛機，而飛機最終的使用用戶是

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則要滿足市場和旅客

的需求。

他指出，長久以來，空客一直推行的都

是在不同區域市場進行不同的產品覆蓋

策略和戰略。包括A220在內，空客不同類

型的飛機針對不同的市場都有一個適用範

圍。比方說A350系列，實際上適合的是長

程幹線市場；A330系列則對于包括中程市

場在內的中遠端市場，能提供非常好的覆

蓋。

空客新的A220系列載體機在同一脈絡

下，對于相當于毛細血管的次一級網路，

是一個很好的產品的支撐。

換句話說，產品本身就是為了市場而服

務的，空客正好也非常自信的認為，其整

個產品系列能夠很好的服務于中國未來10

到20年內，建設國家層面綜合一體化的多

層次網路結構需求。

結合樞紐體系和A220尚未接獲來自中

國訂單的問題，他表示，一般來說樞紐體

系會有幾個評判標準或者幾個要素，包括：

這個樞紐體系的地理位置；這個樞紐體系

或者中轉程度、中轉能力如何；是否有足

夠的銜接力；樞紐下面是否有一個主導型

的航空公司；這個區域的發展潛力；這個

樞紐體系網路的深度和廣度；樞紐的有效

運營效率。

而空客的產品實際上在后幾個維度，可

以對整個樞紐體系的建設起到一個非常

好的促進和補充的作用。宮輝表示，讓該

機型進入中國的航空市場正是空客在努力

的方向，也期待這方面的消息。

雲頂郵輪集團宣佈，星夢郵輪船隊將

于明年春季迎來前身為麗星郵輪「處女星

號」、排水量達75,338噸、可搭載1,870名

旅客的「探索夢號」。「探索夢號」並將于

2019年3月起，進行耗資三千萬美元的翻新

升級工程。

「探索夢號」將增設50間「宮皇宮」貴

賓專屬區域、「水晶生活」中西式SPA，同

時，提供套房尊貴歐式管家服務，並且提

高餐飲體驗。工程后，「探索夢號」將于

2019年春季進駐上海及天津母港，展開日

本、俄羅斯、香港及菲律賓等多國目的地

航次，以更加豐富的旅遊航線選擇提升星

夢郵輪產品的吸引力和競爭力。2019年冬

季，「探索夢號」將駛向南半球，將陽光燦

爛的澳洲及新西蘭帶給鐘情夏日郵輪旅

程的旅客，推出每週由悉尼或奧克蘭出發

的全新母港航線，包括21個每週出發之7

晚航次。

雲頂香港主席兼行政總裁丹斯裡林國

泰表示，星夢郵輪將于明年春夏進軍中國

北方市場，為華東、華北區的3億中國旅客

服務，進一步提升星夢品牌在上海、天津、

北京等地的知名度。星夢郵輪更將于明年

冬季首次從亞洲走向世界，邁出「亞洲環

球郵輪船隊」的第一步，推出極具吸引力

的澳洲及新西蘭母港航線，讓亞洲旅客透

過飛航假期搭乘「探索夢號」環遊世界。

「探索夢號」將與超級巨輪「雲頂夢號」及

「世界夢號」並肩啟航，致力于成為源自亞

洲的環球郵輪船隊。

「探索夢號」加盟星夢郵輪  將推秋冬澳新航線Cruise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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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升級、品質旅遊
中國高端奢華旅遊市場，正在崛起！

隨著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消費者會更頻繁地出遊以及更積極地消費，高端奢華旅遊市場已然成

型，使得國國際奢華旅遊供應商必須積極積極積 加大投入資源，並組織專業展會積極積極積 開拓市場。

■張廣文．鐘韻．劉霈芯＝採訪報道道

在
經濟帶動下，許多中國民眾都在尋

找不同的新消費模式，自2016年后，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界上界 最大的旅遊客源市場，

根據攜程和中國國家旅遊局（CTA）的資

料顯示，在2017年中國出境遊人次達3,000

萬，消費達1,152.9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出境遊人遊人遊 次增長了7%，人數也多于往年。

此外，最新的凱捷全球財富報告顯示，

中國的高淨值人口攀升了16.2%，達到100

多萬，成為世界第四大財富國家。隨着中國

財富的持續增長，預計中國公民在奢侈品

旅遊上遊上遊 的支出將越來越多。

根據《中國奢華旅遊白皮書》，有6成多

的高端遊客每晚住宿預算超過3,000美

元，平均每晚預算近3,800元，年輕一代

高端旅遊者的住宿預算也達到平均每晚

3,325元，事實上，32%的高端旅遊者每晚

住宿預算超過5,000元。同時有六成考慮

坐商務艙或頭等艙，這在十年前是絕對不

關于奢華旅遊者本身，Alison Gilmore認e認e

為，中國市場的獨特性在于中國奢華旅遊

者都在尋找高度度身定制的驚豔體驗，且

雖然願意為最高品質的體驗買單，但期望

其計其計其 劃和執行都完美無瑕。

與此同時，相對于其他市場，中國奢華旅

遊者還傾向于尋找設計更為細緻的旅遊行

程。例如，在單趟行程中涵蓋三個以上的

歐洲國家的行程就非常普遍。客人們希望

在行程中一次獲得盡可能多的體驗，也因

此尤為仰賴事前的規劃，以確保他們能充

分發揮行程的價值。

Alison Gilmore表示，中國的規模使模使模 其具

有絕對的影響力，但同時其內部也有非常

大的多元性。其中，很突出一個特色是多世

代旅遊。作為家庭中率先體驗國際旅遊的

一個世代，千禧旅遊者如今喜歡帶着自己

的父母一同體驗全球旅遊，而在日益普遍

的三代同遊當中，千禧一代通常會擔起計

可能的，可見他們對旅行綜合體驗的要求

更高了。

此外，超超過半數的高端遊客體驗過「私

人訂製」旅行服務。未來私人

訂制旅行的市場在中國高端

旅遊者中將越發廣闊。40%的

高端受訪者表示未來三年計

劃使用私人定制服務，而傳統

的跟團遊只占到10%。

《中國奢華旅遊白皮書》也指出，中國出

境旅遊呈現「消費升級、品質旅遊」的特

徵與趨勢。選擇升級型、個性化的旅遊產

品，及深度體驗目的地的遊客占比提升。

出國目的也從觀光購物轉向享受海外優

質生活環境和服務。中國年輕高端旅遊者

將延續他們對海島的熱愛，30%的年輕高

端旅遊者表示三年內想去海島海濱旅遊。

在地域分佈方面，高端人群主要集中在

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其次是以杭

州、南京、南昌為代表的省會城市成長迅

速。在2017年已顯示出二、三線城市高端

旅遊者強烈的出遊意願，預計未來該地高

端出境遊力度將越來越強，西部地區城市

高端旅遊也將逐漸升溫。

One&Only唯逸度假酒店集團總裁兼

首席運營官Philippe Zuber先生表示，中

國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與機遇的市場，在

過去的25年間，中國經歷了深刻而積極的

變革，正逐步轉變為一個充滿活力的消費

型經濟體。儘管近期經濟放緩，中國取得

的成功仍毋庸置疑。繼英國、美國和俄羅

斯之后，中國已成為推動全球奢侈品消費

增長的主要市場之一之一之 ，有着很大的發展空

間。中國是One &Only全球四大客源市場

之一之一之 ，尤其是對于即將開業度假酒店的重

要性。

One &Onlylyl 也發現，相比跟團旅遊，中國

遊客近年來更傾向于體驗式旅遊。而One

&Only唯逸度假酒店恰恰作為體驗式度假

酒店品牌，所以這對于酒店來說是個很大

的機遇。

斐濟旅遊局大中華區總監鄭入瑞

（Vincent Zheng）表示，隨着中國GDP及P及P

可支配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中國出

境遊人遊人遊 數逐年攀升，升，升 而隨着消費升級，中國

遊客則逐漸追求更高品質，這也為高端出

境遊市場帶來巨大的機遇。注重生活品質

的中國富裕人群和中產階級需要的不再是

常規觀光旅遊產品，而是精品度假服務和

新鮮獨特的生活方式體驗。

永利澳門則表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

持續增長，也將創造新的市場機會機會機 ，因為這

個新興市場的成員願意在高端服務、休閒

活動和家庭娛樂等方面，花費更多資金，所

有這些都會促成目的地提供越來越多的高

端旅遊項目。

因此，國際旅遊業者認為在未來的5到8

年內，中國將持續支配並帶領全球奢華旅

遊市場的強勁發展。

在ILTLTL M Portfolio總監Alison Gilmore
看來，奢華旅遊品牌首先必須善加運用微

信、微博等中國最大的社交媒體平臺。在當

今的中國市場，在這些平臺上沒有帳號，就

如同十年前沒有自家網站一般。

其次，接受銀聯、支付寶等中國最通行

的支付方式也是迎合市場的重要手段。這

在目前雖還被視為「加分」分」分 項，但這不用多

久就會成為基礎服務，而不接受這些付款

方式的品牌將被甩在后面。

China -Specific
探究追求豐富體驗的中國奢華遊客

> > > > > > >Numbers Talk
中國的高淨值人口攀升了16.2%
成為世界第4大財富國家
2017年中國出境消費達

1,152.9億美元

那麼奢華旅遊品牌應如何提升

其在中國市場的能見度，並更好

地滿足中國遊客的需求呢？

劃行程及為父母、孩子帶隊的責任。因此，

對于供應商來說，迎合多代旅遊者在中國

市場尤為重要。

永利澳門則表示，隨着時間的移轉，可

以看到中國遊客變得更加冒險、渴望尋求

新的體驗和高質量的服務。因此，在談到

奢華旅行時，產品質量和風格，以及更高水

平的客戶服務，是滿足客足客足 人客人客 期望的關鍵。

另一方面，中國仍然是本世紀最大的消

費市場商機之一之一之 。中國的遊客正在成為精

明的旅行者。奢侈品購物狂歡和大型團體

旅遊仍然很受歡迎，但越來越多的中國遊

客正在尋找獨特的文化體驗和選擇自由

行。

澳門政府致力于將澳門轉變為真正的旅

遊和休閒目的地，使其產品多樣化，以確保

其繼續為遊客提供令人令人令 興奮的各種景點。

因此，每個公司必須找到自己的利基，而不

能只是跟隨人群，要為中國奢侈品旅行者

帶來新鮮的想法和客製化的體驗。

永利在市場領先地位上享有盛譽，這體

現在對產品與服務的強烈需求，包括：豪華

住宿、獨特的娛樂、放縱的水療中心，特別

是屢獲

星夢郵輪總裁兼水晶郵輪(亞洲)董事

總經理戴卓爾．布朗(Thatcher Brown)
表示，中國奢華遊客的重點有三：

1.追求更多個人化/客制化產品、專屬

體驗。中國高端旅客會在會在會 服務細節上節上節

要求更多的個人個人個 化人化人 調化調化 整，也會進一步需求客

制化的產品，追求個人個人個 化體驗，他們也希望

擁有其他人沒有的、獨特的專屬體驗。

例如星夢郵輪設有設有設 的「T「T「 he Palace皇宮」

尊貴套房，以及其配備的貼心歐式管家服

務。管家一直以體貼周到的服務態度、出色

的語言溝通能力、豐厚全面的專業知識為

旅客打造個人個人個 化的奢適體驗。而「世界夢

號」設有V有V有 intage Room供旅客舉行私人品

酒晚宴──由澳洲國寶級名莊Penfofof lds的

侍酒師們從全球葡萄園甄選極品佳釀，搭

配由頂級大廚烹製的私享美食菜單，為旅

客呈獻遠超一般餐酒搭配的星級盛宴。另

外，雲頂郵輪將私人定制旅程提升到新的

高度，提升旅客的完整旅程體驗，所以推

出水晶航空，將水晶郵輪馳名的、奢華的

郵輪旅遊體驗推展至空中。旅客可以選擇

包機自組環球行程，遨遊世界。水晶航空

專業的策劃團隊將為旅客提供一個輕鬆無

憂、全包式尊尚假期體驗。

2.越來越重視旅遊體驗。高端旅客的

知識水平水平水 較高，能接觸到較多的媒體

信息，而且他們擁有更多海外旅遊經驗，所

以傳統的旅遊產品、購物行程已不能完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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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
供
·
星
夢
郵
輪
）

獲殊榮的餐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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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升級、品質旅遊
中國高端奢華旅遊市場，正在崛起！

滿足中產旅客。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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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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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攜

程發佈的「國慶旅遊消費升級報告」也指

出，今年中秋國慶，遊客更願意花多點錢在

體驗上。因此作為郵輪公司，更需要為旅客

設計豐富的旅遊體驗，提供更具特色的行

程、活動以吸引旅客。

另外，郵輪要瞭解每位旅客獨特的文化

背景，及需要配合的生活習慣。雖然高端旅

客對國際奢華旅遊文化已有一定認識，但

始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背景、生活

方式，在提供國際奢華旅遊體驗時，亦需

要瞭解每位旅客的獨特性格，及需要配合

的旅遊習慣。

星夢郵輪著名的A s i a n  a t  h e a r t , 

International in spirit體驗，是針對旅客的文

化背景，在服務溝通語言、中西美食及娛樂

節目等，提供親切自在的氛圍和賓至如歸

的體驗。星夢郵輪亦針對市場口味，與多

個奢華品牌合作，例如，與奢華品牌蒂芙

尼推出全球首個海上蒂芙尼下午茶，滿足

高端旅客的體驗需求。而水晶郵輪、水晶

河川郵輪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

國際化的六星級旅遊體驗，但在細節上仍

會配合亞洲旅客的個別文化需要，例如提

供中文服務員及中式餐飲等等。例如，「水

晶天際1號」去年的農曆新年之旅，特別邀

請中菜大廚隨團出發，為中國旅客精心準

備一頓中式年夜飯。而且「水晶天際1號」

在每個目的地悉心制定四款觀光項目，為

旅客量身打造多達七個專屬度假體驗。整

個舒適豪華的旅程將安排入住頂級酒店、

度假村、生態村和野外豪華木屋，並提供

全程接駁及景點暢玩特權。行程亦包含頂

級餐飲體驗，讓旅客帶回家的不單是購物

袋，而是對旅途特色體驗的豐富回憶。

此外，提升出行舒適度也很重要。對比

大眾旅遊，高端旅遊強調旅行中的體驗和

收獲，他們不希望旅途中舟車勞頓、強制

消費，他們追求的是舒適的出行和住宿享

受，讓整個旅程都是快樂的回憶。此外，雲

頂郵輪旗下船隊提供的歐式管家正是針

對提升出行舒適度而設，管家會在旅途中

全程為旅客打點細節，減少旅客費神安排

行程，讓旅客專注體驗旅途的人文風光。

水晶河川郵輪更特別設計全包式旅程(一

價全包餐飲、船上活動、岸上觀光費用)，讓

旅客在旅途中無需為消費煩擾，享受真正

「無憂無慮」的旅程。

3.年輕一代奢華旅客崛起。旅遊在年

輕一代的每年消費，佔了一個很重要

的地位，而且越來越多年輕一代旅客會購

買奢華旅遊產品，他們非常重視休閒與享

受。年輕一代旅客的好奇心強，對創新體

驗非常有興趣，只要他們認為這個奢華體

驗對他們是有價值的，他們就非常願意花

錢和花時間去旅遊(在傳統節假日外的時

間)。有些年輕一代甚至並不是收入高的一

群，但他們願意平時省下消費，再一次花在

奢華旅遊的體驗上。

分析中國奢華遊客的特色，One&Only
唯逸度假酒店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

官Philippe Zuber先生表示，

4.家庭的影響力大。中國旅遊市場和

其他市場最大的不同在于，「家庭」

是中國旅遊市場中一個重要的因素。One 

&Only品牌的發展將會與家庭的概念相一

致，為中國遊客提供一個極好的機會，與

家人和朋友在One &Only一起探索和嘗試

生命中美好的時刻。中國豪華旅遊行業勢

頭強勁，遊客經驗豐富，精通科技，對旅遊

頗有研究，並且有着高要求。與其他市場相

比，他們更有可能從信任的家庭成員、朋

友、商業伙伴和值得信賴的旅伴那裡獲取

第一手建議，而不是從線上評論中獲取信

息。

5.中國客人特別期待與文化有關的交

流，以及符合他們文化訴求、根據自

己需要量身定制的體驗。因此，對中國旅

客而言，旅遊體驗不僅是個性化和互動性

強的，更是與自身息息相關的。

在One &Only，酒店非常熟悉如何為客

人提供高端定制體驗，而這些體驗不僅是

特殊的，更是獨一無二的。Philippe Zuber

先生說到，One &Only一直致力于採用

高端定制的模式，為賓客打造永生難忘

的體驗，其賓客都擁有不同的願望和需

求，所以酒店必須真正理解他們的生活

方式，從而打造出令他們產生共鳴的極致

體驗。One &Only所關注的是一種休閒的

度假體驗，為賓客提供始終如一的極奢

服務、極奢生活方式和極奢目的地。One 

&Only同時也致力于反映當地文化的獨特

個性，提供相應的獨特體驗，力求吸引他

們親自到訪並體驗個性化服務。

在One &Only唯逸度假酒店所在不同目

的地也有不同比例的中國遊客，比如，澳大

利亞作為中國遊客大量增長的出境遊目的

地，澳大利亞藍山沃根谷One &Only唯逸

度假酒店的高端中國遊客比例，就達到起

國際客源的30%。

澳大利亞藍山沃根谷One &Only唯逸

度假酒店總經理James Wyndham先生

就表示，澳大利亞藍山沃根谷One &Only

唯逸度假酒店坐落于世界遺產的大藍山地

區，在占地7,000英畝的沃根谷，酒店最多

只有80名賓客入住，是全球第一家可持續

發展且碳中和酒店，體現原汁原味的澳洲

特色是酒店重要優勢，包括源自本地的建

築材料、食材以及緊緊包圍着酒店每間別

墅等自然風光和野生動植物。

中國和美國並列為酒店增長最快速的國

際市場，針對中國市場主打蜜月和家庭遊，

尤其是多代同遊，因為酒店有滿足此類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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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Edition
奠定奢華旅遊發展新臺階
ILTM China建立個性顯著的新展會品牌

正因為中國市場的高速成長，首屆中國

國際豪華旅遊博覽會（ILTM China）將

于2018年10月在上海舉辦，再次僅聚焦

于中國的豪華出境旅遊買家和策劃者。

ILTM于2017年宣佈將于今年舉辦此次全

新盛會，並預計將有100名參展商參加，

但由于需求較大，參展商數量目前已增至

約200名。

ILTM作為豪華旅遊業的頂級展會，已步

入亞洲市場12年之久。往年，ILTM Asia 涵

蓋中國市場，但應參展商要求，且調查結

果顯示許多豪華出境遊公司已將中國和亞

洲其他國家視作兩個不同的市場，並由此

制定了不同的業務計劃和市場策略。ILTM

也緊隨這一趨勢將展會分為ILTM Asia 

Pacific和ILTM China，為不同受眾舉辦專

屬展會。

本屆ILTM China將延續往年ILTM展會

提供的定制服務，根據參展商和賣家雙方

時間提前預約並提供一對一會議安排。來

自世界各地的參展商將會在ILTM China

見到精心甄選的中國奢華旅遊策劃者和

旅行社，屆時預計將迎來200余名中國買

家，其中有超過30%的展商是首次參加

ILTM展會。

中國對全球旅遊市場的影響會繼續上

升，這已成為即將參加2018 ILTM China

的眾多參展商的共識。一些未參加往屆

ILTM Asia的品牌也要求參展此屆ILTM 

China，比如代表紐約市、專注于豪華旅

遊產品的紐約旅遊局NYC&Co，中國精

品酒店品牌S Hotel、太古酒店（Swi re 

Hot e l s）、摩洛哥豪華遊目的地管理公

司Alizes Travel，維京內河遊輪 Viking 

River Cruises，以及呈現加拿大奢華火車

旅行體驗的洛磯山脈登山者號（Rocky 

Mountaineer）。

Alison Gilmore：ILTM在2016年所做

的市場調查顯示，市場對于亞太地區和中

國地區的看法正在發生變化。隨着這兩個

區域的高速成長，奢華產業也開始傾向將

當前和未來的商務及營銷計劃拆分成兩

塊，以不同的團隊和策略來分別開發中國

和亞太地區的商業機遇。由此，ILTM決定

借鑒此種策略，針對不同受眾分別舉辦兩

大展會：每年五月在新加坡舉行的ILTM 

Asia Pacific歡迎來自亞太地區21個國家的

奢華旅遊買家和旅行社；10月31日至11月2

日在上海舉行的ILTM China則僅歡迎中國

買家。

再者，從悠久品牌、獨立品牌到尚待市

場發掘的奢華旅遊寶藏，ILTM China將為

最優質的中國奢華旅遊買家帶來全球最吸

引人，且分別為中國市場度身定制產品的

奢華旅遊品牌。這將是至今為止，奢侈旅

遊供應商與來自香港和中國大陸、代表着

中國最富裕遊客的旅遊買家建立關係的最

佳機會。

我們期待未來將有新產品發佈、新體驗

萌生、中國國際旅行進入新時代。

Alison Gilmore：ILTM China將致力于

促進中國豪華出境遊產業的增長，並為來

自世界各地的品牌提供與上百名中國VIP

買家和旅行策劃者的最佳交流機會。每一

年希望能參加ILTM的中國豪華遊策劃者

都在增多，有了ILTM China，我們就能專注

于中國市場，來自全球的豪華遊供應商都

深諳ILTM China蘊藏着巨大商機。

中國遊客雖然在數字化方面早已領先許

多市場，但對于通過旅行社進行行程規劃

仍有高度的傾向性。這與奢華遊客與其旅

行社的關係多少有關。可以觀察到，專為高

要求奢華旅遊客戶提供禮賓型旅遊服務的

定制遊旅行社，正在崛起。

Alison Gilmore：ILTM China將延續

ILTM系列其他展會獨有的成功模式，但同

時就中國市場做針對性的設計。該展會將

找到生產力和關係網絡最強的中國買家，

讓他們透過雙向對接的一對一洽談會與目

標供應商見面。展會還將邀請高達30家中

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參與，並以幾乎完全

針對中國受眾的內容通過微信、微博等平

臺達到交流目的，同時全程提供翻譯和雙

語服務。

買家方面，ILTM展會期間所有活動都

  專業的旅遊貿易展有效地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與業內不同的參與者會

面，促進全球豪華旅行的發展，特別是在實現面對面的聯繫方面。這也是將客戶體

驗變為現實的機會，使其更加切實可見。以永利為例，經常與旅遊業合作伙伴，包括

航空公司和政府機構。一起合作，推廣自己的產品，並將澳門本身推廣為世界級的旅

遊和休閒目的地。

   透過參加不同的專業展覽會，可以更好地瞭解到市場的趨勢、業內新產品的發展

等。作為郵輪運營商，在展會中也可以認識旅行社、業界不同方面的代表，與他們直

接見面會談，瞭解他們的需要。業界亦可以互相交流學習，分享經驗，攜手發展郵輪

旅遊業。

   今年的展覽會是一個推廣品牌的好機會，雲頂與許多旅遊業者在展會中會面，並

瞭解對方及市場的需要，對本身日后無論是設計產品或者計劃產品推廣策略時都非

常有幫助。雲頂將繼續與展會中亦認識的新朋友進一步深入瞭解，尋找合適的新商

機。           星夢郵輪總裁兼水晶郵輪(亞洲)董事總經理戴卓爾‧布朗(Thatcher Brown)

  在奢華旅遊展中，和關鍵的玩家建立有效的連接，有效的策略有二，分別是把握

機會認識業界持分者並與他們見面會談，以及把握機會向業界(旅行社/供應商)推

廣品牌及產品。另外，要最大化伙伴關係的有效性，可在展會中加設培訓環節以進

一步幫助業界發掘更多商機。

（Sellers’Talk）

   根據國際旅遊業的發展動態，斐濟旅遊局通過展會為

出境遊的中國買家和決策者提供深入整合的旅遊資源，力

求在日益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為中國遊客打造獨特純正的

高端海島目的地的體驗。目前，斐濟旅遊局與國內領先的

高端定制旅行社建立了廣泛的合作，包括打造斐濟高端定

制產品和斐濟專有的高端體驗。

斐濟旅遊局大中華區總監鄭入瑞（Vincent Zheng）

   奢華旅遊展致力于促進中國奢華出境遊產業的增長，並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品牌

提供與上百名中國VIP買家和旅行策劃者的最佳交流機會，也更好地幫助品牌瞭解

中國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旅客渴求保持年輕心態。旅客追求保持身心年輕，通過旅遊他

們可以獲得新體驗、瞭解其他文化，從而讓他們感到充滿活力及保持年輕心態。

（
提
供
·ILTM

）

執行嚴格的准入政策。合格的受邀買家必

須：操作至少涵蓋兩洲的多元目的地出境

遊產品、有近期或未來有客人預定奢華旅

遊產品的證明、提供三個背書（其中兩個必

須是向奢華物業直訂的記錄）、提供的所

有預定記錄必須是在過去60天內所下的單

（如果是未來的預定記錄，買家則必須是

已在市場運行至少12個月受認可的企業），

且是資深決策者。

至于ILTM對于展商的吸引力，展商會不

斷重複參加ILTM展會的原因，除了為了會

見新買家及維護與具影響力的旅行社的關

係，以達到拓展業務和商務關係的最終目

的之外，也是因為ILTM總是有讓人愉快的

活動體驗。

每場ILTM展會都有專題研討會。此次

ILTM China的主題是「未來」，探討科技、

政治和旅遊等各種話題；除了在展會期間

舉行論壇之外，ILTM China也將將製作一

些專門的研究報告，供所有與會者參考。

Alison Gilmore：在首屆展會當中，

ILTM China將專注于它的目標：向中國最

挑剔的奢華旅行者引薦全球最棒的奢華旅

遊供應商。目前，此展會已較其正式發佈

時的規模翻了一番，這表明了全世界對進

駐這個充滿活力的市場興趣。

參與此次展會的供應商包括了中國多個

目的地的酒店，比如西安（及吉隆玻）W酒

店、杭州和浙江JW萬豪酒店、北京和上海

瑞吉酒店、南京麗思卡爾頓酒店及其他橫

跨全國的多個小型獨立品牌。

對于首屆ILTM China展會，可以感受到

市場的關注和興奮度一直持續提高，我們

也對展會的未來發展倍感期待。

人非常好的條件，比如入住酒店的多代家

庭成員中，祖父母可以在戶外散步、呼吸

新鮮空氣，父母可以跑步、SPA和品酒，孩

子則可在專業嚮導的帶領下探索自然保護

區、戶外活動學習自然和可持續發展的知

識。

事實上，高端中國客人實際上對中式服

務的需求相對不高，中國遊客習慣的設施

服務酒店都能滿足，而他們對體驗當地生

活方式非常感興趣，酒店希望能在預訂前

期就能更多瞭解客人個性化需求，以為客人

提供更完善的量身定制的周到服務。

那麼作為完全針對中國市場的

新展會，ILTM將在ILTM China

提供哪些服務或做哪些調整，以

確保展會有令人信服的一致性？

從籌備ILTM China的過程中

取得了那些心得？

在已有的ILTM Asia Pacific

展會基礎上，為何還要在中國另

立ILTM China？

今年乃ILTM China首度亮

相，就未來，ILTM China是否有

更多計劃或目標？

（
提
供
·ILTM

）

ILTM Portfolio
總監

Alison Gi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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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華旅遊世界正在快速學習、瞭解如何

瞄準中國奢華旅行者。如國際供應商們知

道，農曆新年是吸引新的中國客戶及其朋

友和家人前往位于溫暖氣候的目的地關

鍵時刻，特別是東南亞。

Alison Gilmore表示，精明的品牌已紛紛

農曆新年及一年中的其他重要旅行時間為

中國遊客創造專屬套餐，並確保其在滿足

中國遊客最重要的一些事項上做好準備。

這包括：為家庭提供有連門的相鄰客房；

若是沒有全套中式菜單，那麼至少提供充

分的中式早點選擇；為各個年齡段提供各

種各樣的活動：全包式海灘和滑雪度假村

正越來越受歡迎。

郵輪產品是奢華市場中的要角之一。戴

卓爾．布朗(Thatcher Brown)指出，在發展

新商業模式和習慣以滿足中國市場的同

時，必須學習到三項重點。

1. 首先，要教育市場。如郵輪的好處。

中國高端旅遊市場對于郵輪產品存

在誤解，旅客還沒有領悟到郵輪旅遊也可

以迎合到他們個人化的需求。業界需要把

郵輪旅遊的價值正確地傳達予更多旅客─

坐郵輪除了可以省下舟車勞頓之苦，郵輪

旅遊更是一個完整的體驗，從船上住宿、

餐飲、娛樂享受到岸上遊，每一個環節都可

以配合到客制化體驗。就如先前所提，星

夢郵輪特意在船上加入「船中船」概念，打

造了「The Palace造了「The Palace造了「 皇宮」，讓旅客更容易瞭解

到郵輪也可以配合旅客個人需要提供個人

化體驗。

2.再者，建立新品牌需時/需要慢慢建

立旅客對產品的忠誠度。也就是說，

需要在高端旅遊市場推出新產品，必須要

在旅客心中優質的品牌形象，才能建立旅

客忠誠度。如水晶郵輪在歐美高端市場已

有30年的悠久歷史，其六星級服務一直享

負盛名，多年來獲頒的「全球最佳」獎項超

越任何一間郵輪公司、酒店或度假村，容易

讓旅客建立信心，加上水晶品牌一直保持

高水平服務，對建立旅客忠誠度亦有莫大

幫助。

3.其次，必須瞭解本地文化及語言。一

來要迎合亞洲旅客的語言需求—歐

美郵輪船上的主要語言為英語，但亞洲旅

客較喜歡使用母語，所以星夢郵輪及水晶

郵輪船隊也備有能說中文的前線服務員，

能與旅客更順暢、更親切的溝通。二來要瞭

解亞洲旅客的餐飲需要 - 每一艘郵輪都會

供應中餐及亞洲風味美食，迎合亞洲旅客

的口味，讓旅客在船上都可以品嘗如家一

樣的美味。三來根據經驗，亞洲旅客前往

歐洲的郵輪行程時經常會搭配陸上行程，

作為專業的旅遊業者，除了做好自己的產

品，也必須要考慮到旅客的其他需要，從而

設計更適合旅客的產品。

4.設計更多創新產品。未來五年，中國

奢華旅遊市場的趨勢將聚焦于旅遊

地域不再受限。預計將來市場上會有更多

創新產品，旅客也不再只關注本地的旅遊

產品。以水晶郵輪及水晶河川郵輪為例，

近年獲得亞洲市場的熱烈關注，因此將會

在亞洲加推更多產品，包括延長海洋郵輪

環球之旅在亞太區的行程、設計更多亞洲

出發的遊艇深度遊和邀請更多中國旅客前

往歐洲參與歐洲的河川郵輪行程。

5.加大推廣力度。鄭入瑞（Vi n c e n t 

Zheng）進一步表示，近年來，斐濟旅

遊局及其同業合作伙伴針對中國市場推出

了更多高端定制的旅遊產品，打造了不同

主題的私密小眾團，包括潛水、蜜月、私島

度假等。中國遊客尤其是80后年輕一代中

國高端遊客的住宿預算逐年提升，過去一

年中，斐濟多家奢華度假酒店相繼開業，也

吸引更多高端遊客。斐濟擁有非常豐富的

高端奢華旅遊資源，斐濟旅遊局將進一步

加大推廣力度，讓更多的中國遊客瞭解和

熟知。

今年第四季度，多個國際性展會將于上

海舉行，包括2018中國國際旅遊上海交易會

（CITM China）以及面向高端奢華遊客的

中國國際豪華旅遊博覽會（ILTM China），

更有備受矚目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斐濟

旅遊局將陸續亮相這一系列國際盛事，這

也是繼斐濟旅遊局今年4月在設立大中華

區辦公室后面向該市場的又一舉措，旨在

充分展示其豐富、優質的旅遊資源，以及

特色產品與服務，拓展其在華業務。

此外，斐濟旅遊局還將攜手九家來自斐

濟的地接社、酒店和航空公司等合作伙伴

于今年11月19日-23日相繼在上海、北京、成

都、廣州及香港舉辦路演活動，規模空前。

此次路演將為斐濟和中國的旅遊業合作伙

伴提供一個良好的交流平臺，從而建立商

務合作、實現業務拓展。

Target China
奢華旅遊世界正加快學習如何搶攻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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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不在于資料接通，
而是如何智能化運用！

  資料一直以來就是GDS的基石。大資料應用的趨勢不僅要整合資料，也要加入智能化內容，以應對消

費者應用方式的變化，這意味著旅遊企業不僅應當提供資料，如何優化資料、對資料進行智能化處理是更

值得關注的方向。

Q.在中國市場，OTA還有哪些可進

化的關鍵部分？從Travelport

角度來看，還能如何助力OTA提升服務

創新 ，以提供更多線上業務？

馮
：目前OTA之間的價格戰為更多旅

客提供了更多低價出遊的機會，然

而OTA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OTA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OTA

僅僅依靠價格驅動的策略是遠遠不夠的，

其所採用的同質化競爭模式，也在一定程

度上阻礙了行業創新。

想要創造更多價值，OTA應該優化他們

的個性化營銷策略，從而推動其數字化驅

動的發展計劃，提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服

務，而不應僅注重價格驅動。比如，OTA可OTA可OTA

以幫助用戶更好地比較不同的產品服務，

不僅僅是對比價格，還需要展示不同費用

所涵蓋的服務，以及其他可選的付費服

務。

Travelport的合作對象不局限于傳統意

義上的OTA，我們也服務于進行線上旅

遊交易（如提供線上預訂平臺）的數字旅

行代理。消費者行為和需求決定了他們所

使用的平臺和渠道，但渠道也可以在整個

購買週期中對消費者發揮牽引作用。旅遊

代理商需要參與到消費者的整個過程，從

消費者產生旅遊意向、到衡量產品選擇、

到確認產品購買、再到旅途當中乃至旅途

結束，全程都要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需

求。

OTA一直以來只是根據使用者預設標

準來提供不同的搜索結果，內容定制化

可以面向不同的用戶群體進行，如家庭、

情侶，背包客等，OTA可以針對各類搜索

使用者制定不同規則；而實際上，特定的

旅行路線、旅行時間等都可以成為優化

和鎖定搜索標準的決定性因素。旅遊供

應商也開始嘗試提供優質內容，比如視

頻或VR體驗等形式，OTA則更需要通過

個性化產品提高使用者參與度，提高轉

化率。

整合雲計算、機器學習、移動API、資料

和分析能力，可以為OTA的關鍵決策制定

提供新思路。

Q.資料為王的時代，Travelport 

認為還有哪些資料值得中國市場

借鑒？如何善用這些大資料？

馮
：資料是Travelport的DNA，關鍵不

在于資料的接通，而是如何能以智

能化的方式分流、篩選、分配資料。就旅

遊產業鏈而言，冗長的供應鏈、層層遞增

的價格、傳統的連接方式，使得許多企業

都在寄希望于雲端技術和大資料，借科技

的力量超越壁壘。

資料一直以來就是GDS的基石。大資

料應用的趨勢不僅要整合資料，也要加入

智能化內容，以應對消費者應用方式的變

化，比如中國使用者高度依賴移動終端，

移動化遠高于歐美用戶，這意味着旅遊企

業不僅應當提供資料，如何優化資料、對

資料進行智能化處理是更值得關注的方

向。

但現階段行業內，每個人接觸到的資料

還是很片面。比如營銷部門就只能獲取到

前端使用者的資料。我們希望在下一個階

段能實現更深層次的資料互通，讓大家更

瞭解不同環節的合作伙伴，最終落地出讓

用戶感覺更有價值的產品。

OTA目前也有很好地利用現有的海量

資料以提升運營，只是依賴旅客的單維度

數據，包括搜索資料和預訂資料，但並不

依賴于市場資料。而GDS提供的資料其實

是可以被OTA充分利用，從而更好地評估

用戶需求，瞭解旅客意圖十分重要，如他們

在旅行的不同階段如何進行產品選擇，此

類信息有助于支援OTA 制定明智的商業

決策，為各種類型的客戶提供他們所需要

的定制化產品，最終提升OTA平臺的轉化OTA平臺的轉化OTA

率。

Travelpor t已經建立了一個資料科學

（Data Science）部門，為航空公司和代理

商合作伙伴提供一系列工具，以增強他們

從研發到預訂、購買、行程中和行程結束

后各個階段的服務能力，致力于說明合作

伙伴更好地分析和集成資料。

Travelport亞太區OTA
及大中華地區執行總監馮克銘 

（
提
供
·Travelp

ort

Q.怎麼看待人工智能（AI）在旅遊

和商旅市場的應用？

馮
：Travelport Digital的調查顯示，

77%的商務旅行者主要依賴于手機

獲取航班中斷信息提醒，他們認為隨時隨

地獲取此類信息能減輕他們的心理負擔，

從而使得整個旅行更加便捷。通過設計出

一個提供即時航班信息和其他行程管理的

平臺，企業可以幫助商務旅行者確保時間

不會被浪費掉。

比如，美國XL旅遊集團在這一領域走

在前列，該集團通過部署App—XLGO—XLGO— ，為

商旅使用者提供個性化數字旅遊管家服

務，包括智能行程管理、日常旅行協助和

即時旅程變更服務。這些個性化旅遊管家

服務將使得商務旅行者能夠充分利用商務

出行的閒暇時間，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

以保持工作生活的平衡。

然而，對于旅遊企業能夠利用的眾多的

技術渠道，App只是其中一小方面。人工智

能正逐漸被旅遊業引進，回饋系統的閉環

使得旅行者可以在旅遊的每個環節進行

點評和評分，這有利于提升未來的旅遊體

驗。

聊天機器人將在商旅服務中扮演越來

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商旅管理公司，如

Carlson Wagonlit Travel和FCM Travel 

Solutions正在試驗聊天機器人，旅行者可

■劉霈芯＝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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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整個旅程中向聊天機器人提問。儘管

它們的性能有限，甚至有時還需要人工輔

助介入，聊天機器人還是賦予了未來旅遊

業一定的想像力。

Travelport目前也與IBM、微軟等公司密

切合作，在產品服務中融入了人工智能、

增強現實、虛擬實境等創新元素，並利用

資料服務，說明OTA為客戶提供相關產

品。

此外，Travelport也聯合了Microsoft的

BING針對商旅旅行者推出桌面助理機器

人Cortana人Cortana人 ，商務旅行者可以在整個旅程的

前中后階段通過桌面系統向聊天機器人提

問，比如悉尼未來三天的天氣，預訂曼谷

到清邁的最便宜的機票，儘管有時還需要

人工輔助介入，但隨着深度學習的加強，

聊天機器人還是賦予了未來旅遊業一定的

想像力。

當今商務旅行者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夠

提供個性化、流暢、無縫服務的旅遊體

驗，旅遊企業應行動起來，努力落實「體

驗優先」的策略。

Q.在中國市場暫時沒有所謂的NDC新分銷能力的市場應用，

但在中國市場還能如何做到更多針對B

端個性化服務？

馮
：航空公司之所以推進NDC新分銷

能力，問題核心並非分銷費用，而

是志在構建更好的消費者溝通。NDC新分

銷能力對市場不能稱為一種衝擊，而是很

好的正向推動，傳統的連接方式會因此而

演變更新。但NDC新分銷能力不是這麼簡

單，而且市場能多快地去接納也難下定論。

從目前看來，NDC新分銷能力的落地推廣

很慢，這不是因為推動方不夠積極，而是

需要有一個市場和消費者接受和熟悉的時

間。而且就算你推出了以NDC的標準落地

的產品，如果背后沒有資料助力，無法觸及

到用戶的消費心態，一樣行不通。

從Travelport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機票

價值尚未完全開發，比如航空公司機票有

很多附屬產品，這些產品不可以消失在分

銷環節，而是應當走向終端，為消費者提

供更多個性化選擇。因此，Travelport推出

了廣受讚譽的富產品信息與品牌推廣產品

（Rich Content & Branding），說明航司優

化與消費者的互動，提供個性化產品。 除

機票之外，Travelport也在酒店、租車等方

面大力佈局中國市場，我們很歡迎相關伙

伴與我們溝通交流。

在提供標準化產品模型和盡可能滿足

航司多內容展示需求間，他們也在不斷努

力找到其中的平衡點。GDS如果在產業鏈

中沒有價值，也一樣會被淘汰。Travelport

目前可以提供全球260多家航司的品牌票

價產品，近期還計劃與中國OTA開展合

作，為其提供這方面的解決方案。

Q.在企業商旅方面，提供哪些技術支援？怎麼看待商旅市場對技術

的需求？有哪些發展趨勢？

馮
：當今商旅旅行者的構成變化非常

快，大部分商旅人士都更偏愛自助

服務，更喜歡通過使用移動設備解決旅途

的各種需求，而不是通過傳統方式來預訂

差旅服務。航空公司和代理商應該及時對

這些變化做出反應，借助內容和數字技術

平臺滿足他們的不斷變化的需求和更高的

期望值。Travelport也致力于通過改善移動

用戶體驗賦予商旅人士更多自主權，比如

利用前年收購的Locomote的平臺為所有

差旅管理提供解決方案，包括差旅審批、

政策合規、靈活退改簽等。

Travelport推出的 Trip Assist是一個為旅

行社和TMC提供優質的移動互動平臺，包

括端到端的旅行管理、簡化的行程管理、

日曆同步功能、即時旅行信息更新、航空

增值服務預訂及線上代理互動，建立更有

價值的互動和有效的客戶關係。

另外，Travelport也聯合Microsoft推出

了基于微軟Outlook系統的產品Outlook 

Trip Quote（類似Google Trips的智能服務

工具），說明商務旅行代理商更高效地服

務客戶。利用這個新發佈的工具，代理商

可以在發送給客戶的outlook電子郵件資

料夾中直接展示產品信息，以及可以做報

價跳轉的郵件內容，代理商還可以選擇更

多類型的旅行產品內容包含在報價中一

起發送給客戶，使得原來需要跨越兩個平

臺（Windows作業系統和Travelport代理商

系統）的操作效率更高。

客戶直接在微軟郵件系統中搜索機票、

租車或酒店信息，代理商可以在報價的任

何階段，把相關信息方便地添加到一個

購物車裡，這樣就提高了報價中的信息品

質，目的是說明客戶更快地決定採納哪些

報價。

代理商從傳統的提供價格為主的基礎

信息，到服務于整個旅程的個性化服務，

可以對旅行各個環節進行即時監控的移

動端軟體。

IBM和Travelport正在利用人工智能的

力量，從多個內部和外部資料來源挖掘以

往難以獲得的洞察。差旅經理可以利用這

些信息，通過即時及全面的資料，積極改

善與供應商的協商過程，從而瞭解並修改

支出模式，並完善差旅合規和監管工作。

Q.中國的線上旅遊市場圖景和商業模式正在經歷一系列重大變

化，Travelport主要作為一家資料技術

公司為中國的合作伙伴提供支援，如何提

供創新解決方案？中國市場需要哪些極具

「中國特色」的業務？

馮
：鑒于中國市場的限制，Travelport

不在中國進行航空內容分銷或是

支援旅遊代理商預訂航空相關內容，儘管

這是其在中國境外的業務強項。在中國市

場，Travelport注重線上旅遊廠商的技術

合作，憑借全球化優勢以及過硬的技術實

力，我們正在幫助中國線上旅遊合作發掘

其差異化競爭優勢，以贏得市場立足點；

以及，針對中國旅遊消費者的個性化需

求，與合作伙伴一同尋找最佳體驗的實現

手段。

現階段，Travelport主要作為一家資料

技術公司為中國的合作伙伴提供支持，比

如，我們提供高度精密的搜索和定價工

具，以幫助合作伙伴深入瞭解旅遊產品和

商機。我們也提供資料資源，說明代理商

提升業務運營和商業平臺的效率和收益。

在非航空內容中，Travelport則為旅遊代理

商等合作伙伴直接提供產品、資料和預訂

功能。

中國的線上旅遊市場圖景和商業模式

正在經歷一系列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深

刻影響着整個行業和其中的每一個參與

者，Travelport也在探索中增強自身對市

場變化的適應與駕馭能力。「旅遊搜索技

術」便是其應對並滿足市場需求變化的

一個典型案例。此外，無論是獨家的富產

品信息與品牌推廣產品（Travelport Rich 

Content & Branding）還是創新的API，都

在不同程度上說明旅遊代理商、航空合作

伙伴和消費者，收穫了更切中使用需求的

產品體驗。

作為旅遊技術平臺，Travelport不僅即集

成和分銷內容，在航空公司和代理商合作

伙伴之間建立連接，同時也提供着創新性

的技術和服務。

Q.近日，歐旅委與Travelport等合力打造針對中國遊客的大型

目的地推廣活動，從Travelport角度來

看，在目的地旅遊市場推廣方面還需要哪

些重點解決方案以提升目前中國出境遊

市場的關注？

馮
：在 這 項 目 的 地 推 廣 活 動

中，Travelport的職責是提供一套系

統化的媒體解決方案，利用Travelport在中Travelport在中Travelport

國大陸的合作伙伴關係，向符合潛在遊客

特徵的逾600萬中國受眾推廣活動內容。

與此同時，國家地理也製作一段簡短的活

動視頻，展示鐵路沿線世界遺產之旅的相

關遺產地，發佈于國家地理在中國的各大

社交媒體平臺。

此項目的地推廣活動包括：鼓勵中國遊

客乘坐火車，體驗歐盟委員會精心設計的

世界遺產之旅。作為其中的亮點，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和國家地理共同開發了獨特的

遊覽路線和旅行體驗。世界遺產之旅由歐

盟出資打造，致力于在一些歐洲最知名的

世界遺產地推廣可持續旅遊，中國是此項

計劃的主要客源市場。

世界遺產之旅主要圍繞四大主題展開：

古代歐洲、浪漫歐洲、皇家歐洲和地下歐

洲，並通過潛在技術的導向，讓中國遊客

可以多面性理解到該旅程可通過Eurail歐

鐵通票實現，遊客只需一張通票，即可通

行於歐洲28個國家的1萬個旅遊目的地和4

萬多個火車站。

皇家府邸

立即拨打 400-8850-288 或联系各大旅行社 皇家加勒比游轮立即拨打 400-8850-288

金榭丽台 效果图

皇家加勒比游轮

完美家庭套房 效果图

*因船体还在建设中，图片仅供参考

海洋光谱号在13层到16层甲板的“皇家府邸”
区域，为金银卡套房客人全新打造一体化高端私
密的度假体验。专属电梯直达，金卡套房，银
卡套房客人不但有各自专享的餐厅和酒廊，还
能在宽敞明亮的日光浴场享受私密休闲空间，
金卡套房客人更可独享位于16层的海上观景台
-金榭丽台，以及专属精品购物店。

套房尊享体验
升级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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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行李處理系統升級換代 加快建設智能機場

System Enhancement

作為機場航站樓中最為複雜的系統之

一，機場行李處理系統的運行效率與品質

直接關係着機場運營期間對旅客的服務

承載能力，在保障機場和航班正常運營

和服務品質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市場中不少供應商已經在為市場提供有

效的產品與技術服務，說明機場實現行李

處理系統的升級換代，加快建設安全、綠

色、智能機場。

英特諾集團執行副總

裁、亞洲區總裁夏本春

先生近日在機場建設領

域專業展會Inter airport 

China上表示，「近年來，中國機場旅客數

量屢創新高，機場面臨着日益嚴峻的高峰

壓力，這不可避免地對行李運輸系統的效

率、安全性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特

諾一直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戰略市場之

一，致力于為中國及亞洲客戶提供全球統

一標準的當地語系化產品技術與服務，確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保機場行李輸送實現高效準確、安全可靠

的運作，並能夠從容應對未來市場需求的

增長。」

目前，英特諾的產品被廣泛用于各大機

場，包括廣州白雲國際機場、首都國際機

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南京祿口國際機

場、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天津濱海國際機

場等等。

他進一步表示，效率、節能、安全性、可

靠性是機場行李處理系統升級改造的重

要考量因素，同時也是十三五期間中國機

場基礎設施升級建設的發展指標。為應

對中國機場物流的持續快速增長，只有全

面升級機場行李處理系統，才能為實現提

高效率、確保安全、降低成本提供設備保

障。

行李處理系統是以實現最高的運輸效

率、安全性、可靠性為目標，對系統中機械

設備的高效、可靠、降噪、安全、節能等性

能標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為了適

應未來可能的需求量增長，行李處理系統

還必須具備足夠的靈活性和擴容能力。這

些都是在機械設備的設計、製造及使用過

程中，需要考慮到的關鍵因素。

隨着中國民航「十三五」發展規劃（下稱

《規劃》）的出臺，民航運輸業進入了全面

夯實民航強國建設基礎的關鍵五年。《規

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的發展目標：運輸

機場數量將達到260個左右，旅客周轉量

比重達到28%，運輸總周轉量達到1,420

億噸公里，旅客運輸量7.2億人次；到2020

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現

代民用航空體系。

夏本春先生說道，由于皮帶轉彎輸送機

具有提高機場空間利用率的特點，其在機

場的使用比例不斷增大，機場設備運行保

障部門也對設備的使用狀況、運行狀態

及故障預測提出了更高的標準。目前全球

80%的機場安檢輸送設備全部採用的是

英特諾電動滾筒。在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

之一英國希思羅機場，其5號航站樓也採用

英特諾24伏驅動的輸送設備，使得多通道

掃描與追蹤的準確率更高，有效替代了人

工搬運操作。在值機櫃檯，英特諾模組化

輸送機平臺（MCP）作為空箱回收系統的

重要組成部分，更在提升機場物流效率方

面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出色的性能和表現，使得英特諾皮帶轉

彎機一直被廣泛應用于國內外大型機場。

例如，英特諾的一台皮帶轉彎機在美國洛

杉磯國際機場運行已超過55年，期間不曾

出現一次意外故障停機，設備維護成本得

以大幅降低，經濟效益不言而喻。近日，英

特諾集團位于深圳的亞洲區域技術中心還

對Portec皮帶轉彎機進行了降噪方面的創

新優化，降噪效果通過了德國萊茵TÜV集

團的權威認證，有力證明了英特諾產品在

降噪處理方面的高品質和可靠性。

處理系統的升級換代，加快建設安全、綠

色、智能機場。

裁、亞洲區總裁夏本春

先生

域專業展會

【中國民航2020年發展目標】
運輸機場數量

旅客周轉量

運輸總周轉量

旅客運輸量

260個左右

28%

1,420億噸公里

7.2億人次

據瞭解，位于佛山高明的珠三角新幹

線機場，預計今年12月底舉行奠基儀式、

2022年完成建設並投入運營，估算投資約

為350億元。建成后，珠三角新幹線機場將

主要服務珠三角中西部及周邊地區客貨運

輸需求，與廣州白雲機場共同形成國際航

空樞紐。

作為廣東重點打造的「5+4」骨幹機場

之一，珠三角新幹線機場設計年客流量為

5,000萬人次，比肩廣州、深圳和香港三大航

空樞紐的旅客輸送量級別。項目將填補大

灣區西岸國際航空樞紐的空白。目前，粵港

澳大灣區機場樞紐的佈局不平衡，廣州、

深圳和香港三大機場均佈局在珠江東岸。

據中國民航局《2017年民航機場生產統

計公報》顯示，去年廣、深、港三個機場的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旅客輸送量、貨郵輸送量以及起降架次的

排名均進入了全國的前六，足以說明整個大

灣區航空需求量極大。

相比珠海和澳門兩個「羽量級別」的機

場，現時珠江西岸大型的國際樞紐機場仍

處于空白狀態，而佛山、肇慶、中山、江門、

珠海和澳門，再加上周邊的雲浮、陽江和

茂名，整個西岸的常住人口超過3,300萬。

機場將建兩條遠距離跑道及運行保障設

施，成為大灣區的一個全新的視窗。同時，

新發佈的《佛山高明臨空地區戰略規劃》，

初步劃定192.3平方公里臨空經濟區控制範

圍，其中高明128.3平方公里、高要蛟塘鎮

64平方公里。

出席「綠地香港空港戰略發佈會暨大灣

區國際機遇發展論壇」的原國家外經貿

部領導龍永圖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

戰略的情況下，建設與世

界級城市群相匹配的航

空運力尤其重要。資料顯

示，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

五大機場（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

的總體旅客輸送量超過2億人次，貨郵輸

送量近800萬噸，規模之大，足以比肩世界

其他灣區。近日，高明區政府網對「高明區

分區規劃（2014-2020）」進行公示。規劃提

出，在更合鎮新圩片區預留高明機場（珠

三角新幹線機場）發展用地。

航空港在貨物運輸上具有輸運速度快，

貨物高端化等特徵，在大灣區西部打造珠

三角新幹線機場，可以倒逼灣區製造業升

級，參與更為高端的製作業合作，從而在國

際企業競爭中保持強大競爭力，實現大灣

區的可持續發展。而臨空經濟新機遇也將

使企業加快轉型升級。

就佛山而言，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

中，佛山是中國的製造業基地。中國就是

以製造業起家，佛山產業進一步升級，將

對整個產業起到基礎性的支撐作用，成為

大灣區的中樞製造業基地。粵港澳戰略規

劃下的空港經濟區，擁有巨大的后發優勢

與成長空間，珠三角新幹線機場將為佛肇

乃至整個大灣區帶來不可限量的上升勢

能。未來大灣區機場群將形成龐大的國際

航空樞紐網，這個對大灣區西部地區的航

空交通一體化，會起到關鍵作用。

新經濟形勢下，已經形成科技創新凝聚

力的大灣區，更可憑借持續開放獲得長遠

的發展。未來，大灣區要在交通互聯、創新

協作、區內服務貿易自由化、產業鏈利益共

用、金融市場開放聯通等方方面面，進一

步建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

珠三角新幹線機場2022年投入運營New Airport

已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

戰略的情況下，建設與世

界級城市群相匹配的航

空運力尤其重要。資料顯

示，

五大機場（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

蘭卡威國際機場的航站樓擴建工程及時

完成，以迎接9月PATA 旅遊交易會來自各

地區將近1,000名的旅遊業界人士。

L ADA首席執行官Datuk A z izan 
Noordin先生表示，蘭卡威新機場航站樓

是另一項增值功能，這將提升蘭卡威作為

國際旅遊目的地的形象。機場的新面貌將

為訪問北馬來西亞度假島的遊客提供更好

的第一印象。

根據馬來西亞機場控股公司的介紹，新

設施將鼓勵更多航空公司為蘭卡威提供服

務，想要達到訪客數量增長就需要增加從

■劉霈芯＝採訪報道 亞洲和中國門戶城市的直飛航班，如蘭卡

威北部的普吉島就擁有來自旅遊客源市場

的更多直飛航班。

蘭卡威機場自2017年10月開始進行擴

建，並將處理能力從每年150萬乘客增加

到400萬。建築面積從15,000平方米增加到

23,000平方米，其設施也進行了升級，以減

少擁堵並提高運營效率。

Datuk Azizan Noordin先生進一步指出，

儘管蘭卡威主辦了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

會等大型展覽活動，但目前只有6家航空公

司運營蘭卡威機場國際航線，每週僅238個

航班。相比之下，約有80家航空公司為蘭卡

威的主要競爭對手普吉島提供服務。然而，

更多的外國航空公司正在考慮飛往該島，

可能是在10月至3月的高峰月份，主要是通

過提供包機，比如中國地區包括成都、杭

州、西安和重慶，而包括廣州、昆明和貴陽

等地則有定期直航服務在運營。

根據馬來西亞國家機場管理局五年計

劃，蘭卡威有資格獲得獎勵，該計劃將于

2020年到期。它提供財政獎勵，包括5萬馬

來西亞令吉的行銷支持。據其介紹，除了新

的機場航站樓外，Kuah Jetty 港口擴建也于

去年完成，這有助于前往該島旅行。更好的

旅遊服務應該伴隨着基礎設施的改善，機

場和碼頭的重要性在于它們是遊客到訪目

的地時對島嶼的第一印象。

「蘭卡威機場現在已準備好迎接更多的

旅行者，但真正的挑戰將在高峰時期顯現

出來，屆時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來處理更

多的遊客。」他進一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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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HF：文旅產業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Insight

為期兩日的2018亞洲文旅投資大會暨

展覽及第十一屆國際酒店及旅遊業投資峰

會已于北京落幕。本次大會以「新時代，新

文旅，新連結」為主題，探討文旅產業的發

展走勢、投資開發動向、產品內容導向等議

題。

順應十九大以來國內系列新政策對文化

和旅遊產業融合的進一步推動，為期兩天的

活動彙聚了亞洲文旅產業投資、開發、產品

運營、規劃設計、投融資機構等相關機構和

單位的行業專家，聚焦中國新經濟下亞洲文

旅產業市場投資方向、全球化背景下的酒店

及旅遊投資新動能，討論新時代下文旅產業

的發展格局、內容集群打造、資產運營、酒店

及度假村的重新定位等熱點問題。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商業和旅遊地產專業

委員會秘書長蔡雲在開幕致辭中說道，2018
年3月，中國文化旅遊部正式成立。隨著文化

和旅遊兩者之間的深度融合，市場對文旅的

項目需求空前高漲，旅遊產業也將成為未來

30年最佳的投資行業。伴隨著休閒度假產業

的日常化，中國消費者已完全進入了旅居的

3.0時代，文旅產業變革已是大勢所趨。

她指出，「十九大」提出應不斷滿足人們

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追求。在此新目標和

新戰略考量之下，預計未來一大批真正有實

力且資金雄厚、深耕文旅地產的開發企業也

將成為地產行業的主流。在文旅市場開始全

面爆發之際，文化產業的升級已迫在眉睫。

因此，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將聯合各單位共

同致力于研究文旅地產的發展走勢、投資與

開發動向以及未來文旅發展的模式，打造全

域旅遊的整合平臺對接，從而真正解決文旅

產業的痛點，打通文旅產業資源的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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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行業發展已成為國家高度的戰略思維Industry Trend

■鐘韻＝採訪報道

十九大為文旅融合提供了廣大的發展

空間，在此背景下文旅投資發生了一些變

化，文旅地產、文旅行業在未來三到五年

也有新的發展趨勢。

克而瑞樂葦創始人、總經理胡曉鶯介

紹道，自2016年以來，中國旅遊投資行業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迎合政策紅利的

資本風潮在2017年得到體現。2017年中國

旅遊投資總額已經超過1.5萬億元，其中民

間資本的投資占到60%左右。2017年，中

國旅遊業對于GDP綜合貢獻已經達到9.13

萬億元，占國民經濟總值11.04%，跟世界

保持了同步的水平。但是對比旺盛的旅遊

產業投資，其實更重要的是消費者需求的

變化。文旅行業當中，其實消費渠道的投

資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動力。

在這樣一個大的行業背景之下，文旅投

資其實有了更加全新的角度和目光。回顧

整個2017年，可以梳理出十大關鍵字：特

色小鎮、田園綜合體、偏鄉經濟、共用生

態、分時分權、租售並舉、體育旅遊、網紅

經濟、軟品牌孕育、政策嚴令。

那麼文旅行業在未來三到五年，有哪些

大的發展趨勢？從宏觀的層面說有三點。 

第一，十九大頂層設計強調產業發展大空

間，且在十九大報告當中，有14次提

到美好生活。所以供給側的改革對

于從事旅遊行業和服務行業的伙伴

來說，是希望為消費者提供更加高

品質、高體驗的服務。

第二，國家文旅部新立，打開產業發展的

新格局。這從很大的層面上表明了

文旅融合觀念和文旅運營思維，已

經成為國家高度的戰略思維。

第三，2億新中產崛起，80、90后進成為

未來文旅行業消費主力。80、90后是

既注重物質又注重精神及現實的一

代，他們未來的消費需要更多的體

驗化、移動化、個性化。他們也渴望

在生活當中旅行，在旅行當中生活。

所以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每一種

消費習慣，將會滲透到文旅行業發

展的每一個細節當中。

從文旅地產的角度來看，也有三點趨勢。

▼ 趨勢1，重點區域的熱度不減，價值窪

地也將迎來春天。像廣西、雲南、四川這

些原來並不受到重視的投資板塊，將會

成為從海南外溢的投資人群的重點。

▼  趨勢2，消費升級的魅力持續綻放，旅

遊地產依然追求多元化發展。在家庭

娛樂的度假村當中，投資者不再把硬體

作為投資的主體，而更多希望打造更多

的活動和內容，借內容讓消費者停留。

▼  趨勢3，去地產化大趨勢下，運營和全

產業鏈的運作日益重要。在並非建了產

品就可以賣掉的大市場環境之下，修煉

內功的時代已經到來。

投資市場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胡曉鶯介

紹，首先，共用經濟風起雲湧，文旅地產

重構效應也在凸顯。在共用經濟的出行、

空間、生活和知識四個重要組成板塊當

中，有三個和旅遊有關係，所以共用經濟

的發展一定會成為下一個文旅地產發展中

不可忽視的重點。

其次，平臺深遠的影響力，促使投資商

加速平臺運營探索。文旅地產在經過了多

年的野蠻生長之后，如今已經全面進入到

尋找全新出路的時代，所以我們也非常欣

喜的看到，不同的投資開發主體都在探索

如何利用平臺讓消費者產生高粘性的度假

習慣。所以創建平臺也成為未來各家尤其

是大的品牌運營商和品牌投資商所關注

的領域。

最后，旅遊投資市場的營銷也越加地場

景生活化，網紅的效益也會在下一輪過

程中噴發。那麼今后的旅遊目的地實際上

不僅是解決旅行的問題，更多是承載一種

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網紅效應會成為未

來產品和項目推廣最常用到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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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
行業趨勢
■�為消費者提供

更高品質及體

驗的服務

■��成為國家高度

的戰略思維

■��80、90后成

為未來消費主

力

文旅
地產趨勢
■��重點區域的熱

度不減

■��追求多元化發

展

■�運營和全產業

鏈的運作日益

重要

文旅
投資趨勢
■�文旅地產重

構效應在凸顯

■��投資商加速平

臺運營探索

■��網紅效益會在

下一輪過程中

噴發

文旅概念在當下已經有了比較高的接受

度，並且已經有了比較高的現實對應性。對

應着文旅融合來考慮，企業應如何在特定

市場主體定位上適應社會所需要的創業創

新？專家認為，文旅融合的概念應提煉出

「四個對接」和「一條主線」。

文化是什麼？文明是什麼？華夏新供給

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說道，文化和文明

有不解之緣，但是又有區別。比如，文明強

調更多的是共性，而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

流是共性的混合，比如工業化、全球化、高

科技化。文化的切入視角則是尊重個性。一

個一個的個性強調以后，跟文明對接以后

畢竟還有高下之分；五彩繽紛的文化的具

體形態必須對接到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

上，才是值得肯定的。

文化和旅遊的融合對應的是大千世界裡

很多個性的文化存在，但如果從一個事業

的角度，卻應有意識地給予一些積極的引

導，在保留實證東西的同時，還要注意綜

合的結果是不是能夠對接到文明的昇華。

他認為，文旅融合的概念應提煉出「四

個對接」和「一條主線」。

第一，要對接市場。在實際生活之間，旅遊

的支援因素實際上是以小微企業為

主的市場主體貢獻了他們的潛力和

活力，使他們在旅遊業的市場環境

裡能夠形成資源配置優化取向上的

有效供給。

第二，要對接政府，盡可能高水平的支持

和引導。政府的支持和引導最關鍵

的不是方向，而是機制怎麼合理化。

第三，對接社會組織機制。包括志願者組

織、公益組織、環保組織等和旅遊

業相關的所謂第三部門的貢獻和作

用，不可忽視。

第四，把文旅融合的發展對接到創新上。

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這具體至少

可以從兩個視角來說。比如機制創

新：連片開發的特色小鎮現在可以

探索PPP機制，但政府還是要放低身

段，以平等民事主體的身份和企業簽

約，覆蓋很長的時間段，一起以和衷

共濟的伙伴關係來優勢互補、共擔

風險，使老百姓獲得實惠。再如技術

創新：在信息革命時代，互聯網+于

旅遊業已有非常明顯的表現，比如利

用互聯網+形成新的供給模式。這種

技術創新在中國的發展空間還非常

大。

「一條主線」是指回到中央基本思想，

也就是必須對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

條主線上。這在旅遊業上怎麼理解呢？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強調的一定是定制化。

以定制化形成的解決方案不能像過去那

樣，拿一個大原則套到各種場景；一定要由

各個區域、各個領域、各個具體的企業集團

和市場主體，在處理某一個具體場景的文

旅融合項目上時，以盡可能高的水平設計

定制化解決方案。它貫徹的是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而這裡面要抓住的主要矛盾是結

構的優化。這個要領考驗的就是物件化的

結構優化到底怎麼做。

比如博物館、藝術館等等做文旅融合是

相對容易的，一望而知；放到其他場景裡，

比如帶有探險性質的山地旅遊，就應該為

它配上必要的文化要素，像是認識人、認識

自然、認識生存哲理等等。在這個方案裡，

需要思考怎麼把它處理好。

賈康總結，文旅融合在旅遊業定位上，

實際上就是要提升文化的環境和品位，形

成文明發展的魅力。

文旅融合應提煉「四個對接」和「一條主線」Key Points

↑克而瑞樂葦創始人、總經理胡曉鶯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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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創新

社會組
織意識

政府
文旅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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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阿沃里亞茲向中國滑雪客大方示好France

近日，法國阿沃里亞茲石頭季滑雪度假

村向中國市場推廣雪季旅遊資源，主打其

適合滑雪狂、家庭客、建築癡、派對咖、投

資人的優勢，並邀請更多中國遊客前往法

國最熱門的滑雪勝地之一，也就是阿爾卑

斯山巔的阿沃里亞茲。

阿沃里亞茲石頭季滑雪度假村介紹到，

始建于1965年的度假村群落歷經幾次擴

建，現已提供超過900間度假公寓、28家餐

廳和酒吧、30余項趣味活動、14家滑雪用

品商店和多個滑雪學校。

對于熱愛滑雪的人而言，位于阿爾卑斯

山太陽門滑雪區中心的度假村，平均海拔

1,800米，俯瞰着摩津鎮。冬季天氣晴好，

每年8米的降雪量位列歐洲第一，而且雪質

■張廣文＝採訪報道 良好，天然雪粒細膩鬆軟。整個滑雪度假

村依坡而建，每天下樓穿上雪具就可以直

接滑雪而下，並有20條纜車直達太陽門滑

雪區，長短不一、難度各異的283條雪道滿

足不同水平滑雪者的需求；滑雪區域超過

600公里，位居全球第一。

同時，阿沃里亞茲還擁有6條黑道、14條

紅道和4個大型雪地公園，其中包括阿爾卑

斯地區難度係數最高的黑道－瑞士之牆/

Le Mur Suisse。之所以被稱之為「牆」是因

為該雪道的海拔差高達400米，傾斜坡度

達到驚人的76度，如一座高牆聳立在法瑞

之間，每年吸引數以萬計的自由式滑雪者

和滑雪板愛好者來這裡挑戰自我。

對于家庭客來說，作為歐洲唯一的無車

滑雪場，阿沃里亞茲為小朋友提供了最安

全的滑雪度假環境。全部交通由100架馬車

和各種兒童雪橇代替，鈴鐺清脆的聲音一

直縈繞在度假村內，別有風味。度假村的

正中心還有一座兒童村。從4歲起，小朋友

們就可以在接受專業又有趣的滑雪訓練，

每年有超過10,000名小學員在這裡開啟了

自己的滑雪之路。此外，石頭季滑雪度假村

內的每間度假公寓自帶廚房、客廳，房型多

樣，可容納4到12人入住，設施齊全，價格經

濟實惠，非常適合全家出遊。

如果是建築癡，獨具一格的建築一定會

讓到訪者驚歎。12-16層高的度假公寓和3-4

層高的度假小屋錯落有致地沿着山壁排

布，陡峭的斜頂前衛而神秘，像極了身后的

阿爾卑斯山，而皚皚的白雪又為一切蒙上

了一層如夢如幻的氣質，和自然風光相得

益彰，不分彼此，美不勝收。

其實在2011年，阿沃里亞茲進一步翻新

和擴建，其中包括五星級度假公寓阿瑪拉

和熱帶水樂園Aquariaz。阿瑪拉堪稱度假

村中的明珠，200套高端度假公寓設施齊

全，恆溫泳池、健身中心和水療中心 Deep 

Nature Spa都可以欣賞到窗外的雪山風景。

水樂園Aquariaz則是絕無僅有的高山室內

恆溫水樂園，室外白雪皚皚，室內四季如

夏，常年恆溫30°C，加上1,600多棵亞熱帶

植物，有種穿越到了熱帶雨林的錯覺。

從教學下手 刺激中國滑雪市場邁向3億人Ski Training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挾運動勝境、度假設施條件
艾伯塔省撬動中國冬季出境市場

Canada

艾伯塔省旅遊局日前攜同業伙伴借參加

2018國際冬季運動（北京）博覽會之機，推

廣省內豐富冬季運動和度假資源，拓展冬

季旅遊市場。

作為冬季旅遊資源本就豐富且為此知名

的目的地，加拿大艾伯塔省盼借此新平臺

2018中挪冬季運動培訓與營地教育論壇

日前于北京舉行。挪威及中國的滑雪場、營

地教育機構及相關品牌方代表分別介紹了

產品並共同探討冰雪運動與培訓、教育方

面的合作模式和發展機遇。

本次的論壇是由挪威創新署和挪威王國

Club Med地中海俱樂部日前于北京冬博

會上宣佈，將攜手滑雪指導機構法國國立

滑雪學校Ecole du Ski Francais (ESF)一同

提升中國滑雪教學水平，助力市場邁向「3

億人上冰雪」目標。

Club Med與滑雪指導機構法國國立滑雪

學校Ecole du Ski Francais （ESF）是從源

頭下手，借着消除滑雪指導水平總體不高

的市場制約因素，刺激中國滑雪市場在未

來幾年迅速擴張。

Club Med亞太區山林項目戰略負責

人Sebastien Portes介紹道，據近期發佈

的相關統計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所有的滑

雪教練當中，僅有不到一半擁有GASC認

證。這直接導致了剛接觸滑雪的初學者因

首次體驗不佳，僅20%的人還願意嘗試第

■鐘韻＝採訪報道

■鐘韻＝採訪報道

培育正萌芽的中國冬季出境旅遊市場。艾

伯塔省旅遊局亞洲業務拓展總監費達琳

（Darlene Fedoroshyn）說道，作為艾

伯塔省中加旅遊年期間的諸多舉措之一，

此次艾伯塔省旅遊局攜多家旅業伙伴來華

參與冬博會，反映了旅遊局對于長期、全面

發展中國市場的重視。

駐華大使館主辦，其借連續第二年參加國

際冬季運動（北京）博覽會之機，于博覽會

開幕前一日攜挪威業者與中國冬季運動相

關產業人士進行交流，並探索合作機會。

此次參加冬博會，挪威展出大量冬季運

動相關產業的專業知識、滑雪設備、訓練專

案、滑雪勝地和冬季運動基礎設施等。而

她介紹道，1988年艾伯塔省最大城市卡

爾加里就曾舉辦過冬季奧運會，因此不僅

冬季運動氣候條件好，相關建設也極端

完善；當年用于舉辦賽事的許多場館和設

施，今都可供遊客使用。此次發佈會，省內

主要目的地旅遊局以及滑雪場各呈現了

相關資源介紹、玩法建議和具體產品優惠

等。

她表示，「艾伯塔是一處冬日勝境，是

熱愛冬季體驗的旅遊達人們夢寐以求的

旅遊勝地。我們希望能在此傳遞我們對冬

季運動的熱情，也期待在2018中加旅遊

年這個別具意義的年份，中國遊客的數量

在本次的培訓與論壇會上，挪威的滑雪目

的地、滑雪度假村、滑雪設備、滑雪培訓機

構和建築設計業者，以及中國的滑雪度假

村、旅行社、教育機構、公關公司等業者分

別做了演講，展示兩國資源和市場進展的

同時探索合作發展機遇。

據瞭解，在挪威文化部長、挪威奧林匹

能夠創下新高，同時也希望未來能有越來

越多的中國遊客到艾伯塔開啟精彩的旅

程。」

艾伯塔省旅遊局中國市場開發總監楊

春玉表示，「艾伯塔省將冬季旅遊推廣主

題定位“準備好，燃一個冬天”（Ready to 

Get Ignited），旨在號召更多中國遊客前

往艾伯塔省，開啟回味無窮的冬季探險之

旅。艾伯塔省擁有妙趣橫生的冬季運動、

攝人心魄的自然美景，以及絢爛多姿的文

化風情；無論是崇尚自由的千禧一代還是

舉家同遊的家庭遊客，艾伯塔省都是一處

理想的冬季旅遊目的地。」

克和殘奧會委員會、體育聯合會和挪威的

相關機構訪問中國后，中國和挪威已經達

成了幾項協議。

項目經理Tonjum女士表示，「與企業和

旅遊目的地有價值的合作伙伴關係正在建

設中。在體育、教育、旅遊、設備、零售和房

地產開發方面，未來前途光明。讓我們一

起來打造一個流行的、可持續發展的冬季

運動。」

二次。這表示，中國的「3億人上冰雪」目標

必須等到有15億人都做過了相關嘗試，才

有可能達成。所以，當務之急是：解決中國

滑雪教學水平問題。

因此，Club Med作為國際滑雪度假村

領導品牌之一，決定和全球最大的滑雪

教育機構法國國立滑雪學校Ecole du Ski 

Francais（ESF）攜手，合力提升中國滑雪教

練的教學實力。他解釋，Club Med目前在

亞洲除了中國的亞布力和北大壺、日本的北

海道Tomamu和Sahoro，2020-2021年將新

開的還有中國的安營寨和太舞、韓國的平

昌滑雪度假村項目。另外，Club Med在阿爾

卑斯山區還有17個度假村。當然，這些度假

村都希望客人不是只去一次，而是會不斷

回頭。

成立于1945年的ESF已有73年的滑雪教

學經驗，有17,000名滑雪教練已自其旗下

250家滑雪學校結業，目前年度學生量達

250萬人，並針對3-5歲、6-14、成人、競賽或

自由滑雪，以及滑雪教練，分別有針對性的

教學方法。

Club Med與ESF的合作計劃是：引入適

用于中國客戶的ESF的教學系統，在滑雪

季前于度假村內開設當地教練訓練營，為

教練持續提供培訓並讓教練參加由ESF訓

練師組織的冬季滑雪學校訓練課程，最終

讓教練獲得不同等級的季節性Club Med/

ESF認證。由此，雙方將可合力提高中國

的滑雪教練技術和能力，使其在所有Club 

Med滑雪度假村提供標準化教學方法，為

滑雪學習提供更安全的環境（對安全的顧

慮是中國人不願嘗試滑雪的主要原因），從

而提高中國的顧客滿意度。此計劃將于今

年11月起開始實施。

「我們與法國國立滑雪學校（ESF）合作

創辦的Club Med滑雪學校，將成為推動中

國冬季運動市場發展的關鍵舉措之一，」

Club Med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Gino 
Andreetta表示。「憑借ESF所帶來領先的

教學方法，無疑將吸引中國越來越多的旅

遊愛好者選擇Club Med，尋求備受認可的

專業教練及先進設施，從而促使中國成為

滑雪市場的區域領跑者。」

挪威業者訪華探索冬季運動旅遊發展機遇Norw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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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狮美高梅 
带来娱乐休闲新体验
屹立于路氹城区,设计犹如「珠宝盒」的美狮美高梅于2018年2月
13日开幕。设有近1,400间客房及套房、偌大的会议空间、顶级
水疗设施、零售商店、餐饮配套，以及美高梅首间国际酒店别墅 

「雍华府」,为宾客提供极致豪华体验。美狮美高梅亦推出亚
洲首个动感剧院，让每位进入度假村的宾客得到精彩缤纷的 
体验。美狮美高梅旨在推动多元化发展，为澳门带来更多创新娱
乐体验，让澳门继续发展成为全球热门旅游城市。

美高梅澳门德国啤酒节彰显「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美誉
进入2018年最后一季，澳门将继续以丰富多元的节庆盛事， 
展现无限魅力。除了9月的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外，还有11月的澳
门美食节，以及12月的澳门光影节和国际幻彩大巡游，热闹非常，而
本月的「美高梅澳门德国啤酒节」更首度移师至路氹美狮美高梅举
行，场地规模空前盛大，呈献更欢乐氛围。

适逢「2018澳门美食年」，美高梅再度与德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及澳
门德国商会协办活动，并得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的鼎力
支持，持续推广这项美食文化盛事，为澳门这「创意城市美食之都」
打造更多元化的美食体验。

美高梅澳门德国啤酒节至今已是十周年。过去九年的啤酒盛会合共
吸引近13万人次入场，当中所享用之德国传统烧猪手及烧鸡累积近
4万公斤，而啤酒消耗更超过12万公升。从美食、现场表演到场地气
氛，美高梅皆结合德国啤酒节的传统精髓，为澳门呈献最正宗的巴
伐利亚啤酒盛宴。宾客在经典的巨型蓝白帐篷下，坐在传统的木制
长椅上，尽情享用德国享誉盛名的卢云堡（Löwenbräu）啤酒，品尝
令人垂涎欲滴的特色德国烧肉佳肴，再投入欢乐摊位游戏，尽兴狂
欢。而「美高梅澳门德国啤酒节」之灵魂表演团队Högl Fun乐队亦
会再度从慕尼黑远道而来，演唱主题曲《您好，澳门！》，将中西文化
汇聚交融完美呈现给观众，载歌载舞将现场气氛推至最高点，让宾
客犹如置身于德国感受最正宗的啤酒节。

合家欢派对
为了令小朋友感受到啤酒节的欢乐气氛，美高梅更特别于10月28
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定为「家庭同乐日」，为各位大小朋友送上
巴伐利亚表演以及早午餐。现场亦设有德国无酒精果味啤酒及其
他无酒精饮品，无论是成人还是小孩也可以尽情享受德国传统嘉
年华的乐趣。活动期间亦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往来美狮美高梅与澳
门美高梅及各个口岸，方便旅客前往参加。

官网订票：

设计创新的酒店外观

时间： 10月18至20日、22至29日，下午6时至凌晨12时 
地点： 路氹美狮美高梅一楼平台活动

澳门
路氹
新热点  



付款計劃有效率，其他計劃才能順利推進

差旅市場須在技術和心態上準備好

科技必須要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作 付款方式多元化促使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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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差旅經理來說，付款解決方案

永遠是最麻煩的問題，也是最需要關心的

基礎議題。現在隨着信息科技發展，很多

無現金付款方式出現在市場上，例如支付

寶、微信付款等。差旅者也許不想使用公司

建議的預定工具、不想入住公司簽約的酒

店品牌，但是一定會想要報帳，將自己先付

其實對公司而言，航空合作計劃、酒店

合作計劃、TMC合作計劃即使有變化，但

是全球仍然大同小異，可是付款計劃以及

公司卡計劃會根據市場不同而改變。付款

在中國，政府日益收緊的規範，逼迫着

企業單位越來越重視付款方式的透明性。

于酒店付款方面，企業多在尋找更新的解

決方案，例如透過公司萬事達卡，紀錄員工

入住與退房時間，並能在高度安全的情況

下付款。

從市場趨勢來看，

現在最大的兩個挑戰就是日常運作的效

率，以及資料獲取系統的效率。科技雖然

可以幫助流程更快更好，但是科技必須要

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作，要先瞭解客戶需

求，收集信息，建立好日常運作的基礎，才

能很好的使用科技；而且跟客人之間的互

動，雖然可以透過機器人，但是還是有地

方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另外，要調整自己的策略，以配合客戶需

求，持續提升自己，為客戶提供更方便很

好使用的服務和產品，如更有效的高端自

動化產品。此外，生物相關的識別科技將

逐漸被普遍使用，如指紋、聲音、虹膜、臉

在付款方面，越來越多企業願意花資金

投入，當資金越來越充足，科技也就越來

越進步，傳統產品逐漸被取代，所有產品的

成本都會慢慢下滑，所有企業都會越來越

重視可持續發展，付款網絡越來越大。

付款的架構建在消費者之上，不過也正

在轉型，B2B也在加入，小規模新興市場也

在吸引商務旅客的關注。以前人人關心美

國、英國在付款市場的進步與動向，現在中

國、印度在付款方面的管理和發展迅猛，

而且政府也在市場上投入資金，為付款環

境打造良好基礎，也讓私人企業在運作上

更為順暢。未來，付款方式將更多元，眾多

付款方式也會更為普及，使用不同付款方

出的金錢收回，因此掌握合適的付款機制

就可以管理好差旅，了解差旅者動向，提高

差旅者對公司的配合度，同時了解差旅者

花費重點在哪，以便聚焦管理重心，進一

步管理與之相關的稅務事宜。

挑戰方面，付款成本和複雜性持續變

化、不同地區擁有不一樣的要求和能力、

付款方式的掌握往往是權力把持的核心，

計劃以及公司卡計劃往往被忽視，但是其

實最需要花時間關注，因為受到付款影響

的計劃眾多，但是唯有付款計劃有效率，

所有其他的計劃才能順利推進。

就企業運營而言，付款是名譽的代表，

也是公司形象的組成要素，建立即時的付

款機制，讓供應商有資金可以運作，日常

操作也能因此更順暢。雖然接下來付款方

式會越來越多元，但是使用方法卻會越來

電子化和自動化是兩大重點，印度去現金

化是一大舉措，中國用手機付款也已經成

為主流，現在手機交易比例達76.4%，到了

2019年這個數據還將提升至85.2%。要在中

國使用現金現在已經越來越困難，很多計

程車司機根本沒有零錢。這樣的手機付款

趨勢雖然目前大多在休閒市場上看到，但

部、照片等識別方式，這時候解決方案將

更為快速，但是個資的保護，尤其在付款

方面，會非常重要。企業應該追求數據的

收集，瞭解客戶的需求，接受數據需要花錢

取得，如此數據會更持續也更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批發、企業差旅相

關的虛擬卡市場迅猛增長，尤其在新興市

場，未來其與航空公司、汽車、酒店、TMC

等數據結合，可能成為最熱門的解決方

案。要發展虛擬卡必須注意旅遊全程都無

縫，每一個環節的供應商數據都納入到系

統之中，同時每一個市場都有不同的商務

規則與標準，要確保全部都符合，也是一

大挑戰。

式的成本更將下滑。

中國和印度市場要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

國際化，當談到萬事達卡或是VISA卡不會

說是哪一個國家的付款方式，而是人人都

可以有機會使用的一種付款解決方案、一

個提供服務的品牌。然而支付寶和微信支

付現在仍與中國市場密切掛勾，還沒普及

到全世界，未來一旦國際化成功，將為非常

多旅客提供便利。其實，現金電子化可讓

政府好收稅、讓企業好管理現金流，也讓

旅客在旅程中方便付款，且不用擔心現金

不見，目前雖然差旅市場中還沒有接受，但

移動支付只會越來越普及。企業必須要準

備好這樣的市場發展趨勢。

而且差旅經理要改善付款管理之余，他的

其他日常工作不會消失，像是九月對很多

企業來說都是酒店RFP時間，尋找付款策

略、改善付款流程等，這還只是差旅經理

工作的一小部分。另外很多公司將付款部

分納入財務部門管轄範圍，因此差旅經理

要處理也不容易。而且很多公司將付款固

定融入于后台解決方案機制中，差旅經理

要調整或是改變都很困難。

就機遇而言，付款方式在全球各地的習

越簡單，差旅部門不應該視付款為財務部

門的事情，而是應該納入自己範疇，認真檢

視、瞭解和管理才對。

此外，應該要跟專家合作，與合作伙伴

一起找出一個適合企業的專屬綜合解決方

案。現在市場上調整最快的企業，將能吸

引更多人才，消費者將越來越接受各種多

元產品，以前新興的革命性產品，未來也

將變成普及、被接受的選擇。其實如果讓

是一定會慢慢影響到商務市場，差旅市場

必須要準備好，在技術和心態上準備好，

差旅經理才能全面掌握所有付款細節。

另外，差旅經理要熟悉每一個市場的挑

戰，像是中國，發票往往是一個很讓人頭

疼的問題，也常常花費太多時間成本。此

外，企業在找供應商時，不應該只聚焦一兩

慣都不同，越來越多市場上可以看到大型

企業不再處理現金，改以其他方式取代，

如網絡付款、公司卡付款等，讓付款機制更

透明、更多元。另一方面，貨幣差異和波動

也必須納入考量，英國和歐盟分開，貨幣變

化所帶來的改變，也需要關注。此外，中東

地區像是阿聯酋引入了VAT，也開始關注電

子化現金。 

不過，用大腦思考出來的策略非常重要，

但是用行動展現出來的執行也一樣重要。

就像是以效率、透明、組織、準確為目標，

但是也要有支持的相關解決方案來貫徹。

整體來看，付款對差旅經理來說是一個

機會，可以從終端的付款一路反推到旅遊

採購，企業不應該靠TMC在旅遊資金方面

給予協助，直接、準時付款給供應商，實施

更透明、更有效的付款方式，對企業長期

發展而言更有幫助。

企業差旅付款方式走向電子化、自動化
在當今的企業支付領域，企業客戶要求能夠以無縫、方便、即時和多渠道的方式交易支付。 為了滿足

這些需求，支付技術和平臺/系統提供商正在創建與數字支付解決方案相關的全新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

案將在未來幾年顯著地改變公司差旅部門的支付方式。這些變化也將改善旅行者體驗，提高旅行計劃的

效率，並增加整個行業的進步，進而影響旅行者的決策和行為，提升公司照顧員工的管理機制與履行關

注義務。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掌握合適的付款機制就可管理好差旅
＞獨立顧問Chris Pouney 

＞安永亞太旅遊全球公司卡主管兼會議和活動負責人Nicola Winchester 

＞德國嘉惠國際亞太地區策略與企業併購主管Victor Cheng 

＞匯豐亞太企業和商務卡區域主管James Holt ＞萬事達卡商業支付區域主管Philip Glickman

差旅人士用自己的卡來先付款，他們往往

會選擇自己想入住的酒店、想要搭乘的航

班，而不選擇公司建議的酒店與航班，使得

符合公司建議的差旅不到一半，這對差旅

經理來說，是一個很困難的管理現狀。

不過，快速發展的科技，可以幫忙處理

付款細節，讓差旅人士可以自動地接受公

司建議，也讓公司更清楚了解差旅人士的

消費習慣，更好管理差旅相關事宜。

家，而是應該更多元，更深入得瞭解每一個

市場的不同點和要求，如此才更有比較數

據，也更好設計出完善的付款制度。同時也

應該緊密的與TMC、預定供應商、信用卡

供應商、花費管理工具供應商合作，打造

更順暢、更有效、更靈活、更省成本的差旅

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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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背景下，粵港澳國

際都市圈挾世界旅遊目的地的建

設，攜手打造亞太地區最具活力

和國際競爭力的城市群；受益于

政策支持及公共基礎服務的配

套，必將有助率先形成粵海疆最

具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的世界級

新旅遊區域，也有潛力成為未來

全球最大灣區旅遊目的地與國際

都會旅遊生活圈。但一個新時代、

新使命、更加開放格局下的粵港

澳大灣區旅遊協作機制，應為現

階段必須認真實踐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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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快建構
粵港澳大灣區
旅遊協作機制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根據CBRE世邦魏理仕發布的《粵港澳

大灣區：中國先驅城市群、未來世界第一

灣》研究報告，粵港澳大灣區包括深圳、廣

州、佛山、東莞、珠海、中山、惠州、肇慶和

江門九市，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

區組成的城市群，其經濟效益超過國內兩

個主要經濟帶京津冀和長三角。未來在區

內城市互惠共融下，大灣區有望實現與全

球三大灣區東京、紐約、舊金山並駕齊驅。

粵港澳大灣區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

人口達6,957萬人、6,957萬人、6,957 GDP達1.6億美元、人均

GDP2.3萬美元，同時城鎮化率70.3%，第三

產業比重達64.9%。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部

副主任、旅遊研究所所長莊偉光副主任、旅遊研究所所長莊偉光表示，旅

遊業作為關聯程度、開放程度極高的產業，遊業作為關聯程度、開放程度極高的產業，

越來越多的地區從各自經濟利益出發，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各自經濟利益出發，利

用區域地緣優勢，打破行政區劃，推進區用區域地緣優勢，打破行政區劃，推進區

域旅遊的合作。由此可見，區域旅遊合作域旅遊的合作。由此可見，區域旅遊合作

是區域旅遊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是旅遊是區域旅遊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是旅遊

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需要，也是地方旅遊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需要，也是地方旅遊

業發業發展成熟的標誌。構築區域大文化、謀

求區域合作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根本策略。求區域合作成為提升競爭力的根本策略。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設計有三大橋樑，虎

門大橋、深中通道(2020年通車)和港珠澳

大橋。接下來，資源的跨區分佈需要區域大橋。接下來，資源的跨區分佈需要區域

合作、開發需要區域合作、效益的提升需

要區域合作、共用發展的趨勢需要區域合

作。

主動選擇和推進粵港澳區域旅遊整合

發展，打造世界知名旅遊圈的重大意義有

七：

3嶺南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與實現途徑；3嶺南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與實現途徑；3

3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知名旅遊生活圈的3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知名旅遊生活圈的3

基礎；

3打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徑；3打破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有效途徑；3

3�提升粵港澳整體旅遊形象和競爭力的必3�提升粵港澳整體旅遊形象和競爭力的必3�

然要求；

3是更加開放格局構建的重要推動力量；3是更加開放格局構建的重要推動力量；3

3充分發揮三地旅遊產業集聚優勢；3充分發揮三地旅遊產業集聚優勢；3

3有效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3有效對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3

3順應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佈局的轉變。3順應經濟增長方式和產業佈局的轉變。3

莊偉光指出，大灣區應該推進更加開放

的優質旅遊。對于一個滿足百姓日益增長

的幸福生活需要的旅遊度假目的地，選擇

了地點，就選擇了發展機遇和發展路徑。

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構建、

現代旅遊產業體系建設、全面開放的旅遊

發展新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用社會治理

格局營造，都應該依借項目地區本身的自

然稟賦與人文底蘊，爭取更低代價的比較

優勢。旅遊業者可以從政策分區、區域公交

網、特色公共空間、陽光水岸、綠網等方向

下手。

談及粵港澳大灣區域旅遊協調發展中的

關鍵問題，事實上，粵港澳地緣相近、人緣

相親、語言文化同源。三地合作歷史悠久，

成果豐碩。「一國兩制」實施后，粵港澳

合作領域全面拓展。三地旅遊資源優勢互

補，旅遊合作基礎穩固，關係良好，成績有

目共睹。

三方旅遊深度合作仍存在障礙

但是，由于體制方面的原因，三方旅遊

深度合作仍存在一定的障礙。他表示，「一

國兩制」下的剛性約束，形成大灣區旅遊

協作瓶頸，有效突破取決制度層面的合作。

企業差旅付款方式走向電子化、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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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下的行政差異，使大灣區旅遊

實質協作進展緩慢，有效突破取決具體項

目的實施。互認優勢互補上的分歧，是大灣

區旅遊協作的無形障礙。面臨日益複雜的

矛盾問題，協作方的信任度降低。

建設新內涵

因此，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域旅遊協調機

制，具體而言，須以資源區劃為著眼點，文

化因素為主線，交通環境為紐帶，重新組合

與調整現有的旅遊協同大格局，構建旅遊

業發展國際旅遊目的地建設的新內涵，包

括：

3基礎：從簡單聯繫到立體互連互通；

3產品：從單一到產業鏈延伸；

3方式：從利益分割到合作共贏；

3�環境：從資源掠采到生態文明共建共

榮；

3�文化：從簡單輸出到文化圈構建與輻

射。

促進新轉變

另一方面，還必須促進三大轉變，分別

為：由口號性旅遊合作到實際性旅遊融合

的轉變，由零散條款、措施的合作向整體

性旅遊系列政策的融合轉變，以及區域性

的地方層面向國家戰略層面的旅遊區域合

作轉變。而實現三大創新突破，分別為：機

制和體制上的創新突破、業態和產品上的

創新突破，以及品牌的構建與對外宣傳營

銷上的創新突破。此外，也必須實現五大

升級，分別為：旅遊基礎設施合作升級、旅

遊市場創新升級、企業和人才合作升級、

旅遊服務深化升級、旅遊信息技術升級。

設協作機制

接下來，全面落實各項協議規劃，出臺

政策引導旅遊發展，加快旅遊協作機制平

臺建設，實現合作共贏。包括：

3�一是推進大灣區旅遊的同城化，措施包

括共同推進粵港澳旅遊聯票優惠、交通

聯程優惠、三地遊艇駕照及牌照互認。

3�二是推進大灣區旅遊管理的協同化，具

體措施包括共同推進旅遊市場聯合監

管、餐飲服務聯合認證、從業人員資質互

認和旅遊公務員輪崗交流。

3�三是成立大灣區旅遊發展聯盟，加強三

地旅遊機構聯繫，吸納三地旅遊企業、

組織加入，承擔行業自律和行業間交流

職能，減少政府對旅遊市場經營主體的

直接干預。

3�四是建立大灣區一個整合多方資源、聚

集跨界人才的專業智庫，為政府、旅遊企

業等各類參與主體搭建協同發展平臺。

3五是共建大灣區國際都會圈旅遊專業人

才培訓體系，為區域內各種層次的旅遊從

業者提供高水平、系統化、特色化的人才培

訓服務。

面對創新發展的未來，能做什麼？莊偉

光分析，

一、政府策動。正確理解和把握國家政

策，由地方政府推動。政策的出臺，有一個

漸進的過程，其規劃、創建和實施當然也

要有一個漸次推進的過程。

二、規劃引動。像一座橋，連接現在所

處的位置和未來想要去的地方。同樣是連

結目標與目標之間的橋樑，也是連接目標

和行動的橋樑。沒有規劃，實現目標往往

可能是一句空話。新常態下，旅遊產業依

託其綜合性帶動作用，已成為引領消費產

業發展、引導區域經濟騰飛的引擎產業，因

此，旅遊的發展亟需超越傳統職能架構與

工作目標，制定國民旅遊的公共政策、國家

行政資源的支持與管理政策等對接國家頂

層設計的戰略措施。

三、景區帶動。重要品牌景區引領，眾多

景區聯動，觀光帶動休閒。以點帶線、以線

帶面、點點互動、線線互通，這就需要形成

重點景區、一般景區、景區周邊休閒度假

區、城市休閒產業區、鄉村休閒產業區五級

聯動機制。亦即，是觀光帶動休閒、休閒帶

動度假、城景帶動鄉村、旅遊帶動發展。

四、產業拉動。未來將走向多產業融合

之路，旅遊在融合中引領，沒有融合就沒

有旅遊產業的拉動和引領。旅遊業是一個

跨產業的消費構成和多產業融合的綜合結

構，涉及傳統旅遊業、國家公共政策，以及

交通、商業、農業等關聯產業。旅遊吸引物

帶來遊客聚集，遊客聚集形成消費聚集，消

費聚集帶來產業聚集，最終形成集多重功

能于一體的產業聚集形式和載體。

五、文化驅動。旅遊離不開文化，旅遊需

要文化融合與貫通。大灣區需要一個融合

性的文化主題，無形的是精神，有形的是

地標。有文化、休閒度假產品才有怡情愉

悅功用。有主題，才利于打造區域旅遊品

牌。同時，需要文化特質，是地域風俗、風

情的最集中反映的區域，包含特質、文化、

精神在內的形象未必是旅遊形象，但一定

與旅遊形象有關。

六、周邊聯動。區域整合發展拓寬更大

的共同利益空間，區域聯合應是重要發展

方向，有些區域本身資源和交通並不占優

勢，景區發展成熟度也不占優勢，這就需要

與周邊成熟的區域和景區形成聯動，最直

接的好處就是跳出區域談全域，旅遊人群

導流、引流、截流。而且大灣區應該把握區

域聯合的機遇，借助互連網與高鐵快速發

展的東風，超越以往僅在路線和產品方面

的合作，走向互聯互通、文化融合、品牌合

作、資源共用的新階段，真正實現1+1>2。

七、城鄉互動。城市是最大的遊客服務

集散中心，景城鄉互動，觀光、休閒、度假

互補。大灣區一定離不開區域性城市，休閒

中心、交通中心和主要功能服務中心。鄉村

則是全域旅遊的城市休閒擴展區域和景區

觀光輻射區域，也是旅遊相關產業的重要

承載空間。全域旅遊發展背景下，通過消

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全面推

動產業建設和經濟提升，是以旅遊發展帶

動區域經濟發展和鄉村振興的一套有效模

式和方法。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部副主任、旅遊研究所所長  莊偉光

 區域旅遊合作是區域旅遊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是旅遊業發展到一定階段

的需要，也是地方旅遊業發展成熟的標誌。

優化合作，構建「灣區特色」旅遊產品與服務Brand Awareness

業者呼籲大灣區9+2城市要打破壁壘、

優化合作模式，構建「灣區特色」旅遊產品

與服務，打造一個共同品牌與定位。並期待

粵港澳大灣區逐漸邁向世界級的經濟成長

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商務會展中心、旅遊

度假目的地等目標。

華僑城旅遊研究院院長、錦繡中華董

事長王剛表示，在建設粵港澳世界級旅遊

區域的背景下，大灣區的旅遊業者就未來

發展方向應該自問三個問題：一是粵港澳

大灣區旅遊產品與服務要如何與國際化接

軌，契合世界各地旅客需要；二是粵港澳

三地如何建立有效的溝通、監管與投訴機

制；三是如何創新發展新興旅遊產業。整體

來看，旅遊行業影響着全社會，透過戰略

引領，發展更有動力。最重要的是，旅遊行

業業者要同心同德，共同貢獻，一起為同一

個目標而努力。

非爭取個人利益，要注重合作

雲頂郵輪集團總裁朱福明認為，從區域

上來看，粵港澳地區人口規模大、經濟體

大，因此，利用資源是非常大的課題。旅遊

業者看得到機遇，但是一定會先想到在競

爭上取得自己最大的利益。未來其實要注

重合作，以大旅遊區為概念，抓緊機遇。

以郵輪為例，粵港澳大灣區有三大母

港，目前香港和深圳都已經建立了世界級

的郵輪中心，廣州在明年年底也會推出世

界級的郵輪中心，郵輪中心之間的競爭不

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將三個郵輪中心綜

合起來，互相配合，讓遊客達到最方便的搭

乘郵輪方案，這才是最重要的。

未來，一個產業不能只侷限于自己的產

業，像是郵輪不能只想到郵輪的套餐，而

是要想到如何運用新的設施，如港珠澳大

橋、港深廣高鐵，以及原有的交通配套，如

機場、航空公司、公路等，還有停靠港口的

景點、酒店等，打造出一體化服務流程，要

設計與推出一整套大灣區旅遊產品才行。

簡單說，旅遊業者要與國際化接軌，必

須重視三方面，一是建立一個一致性的國

際化與系統化標準，二是看清競合問題，智

慧的選擇合作，最后推出讓消費者方便的

一體化方案，打包所有旅遊產品。

朱福明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州、深

圳、香港三大母港可以實現優勢互補為目

標，要有策略，即使每一個母港都在關注

生意、競爭，依然要聚焦于發揮優勢。例

如，郵輪公司可以香港和廣州打造雙母港

策略。

此外，未來三地政府應該加強合作推

廣，追求廣深港多點掛靠的目標，洞悉粵港

澳大灣區的客源組織，以及可以挖掘的巨

大潛力。

另外，三大母港也應該加強力度和郵輪

公司合作，除了母港運作，也發揮訪問港

的作用。而如何拉進更多國際郵輪是許多

母港應該關注的議題。目前中國母港都將

99%的精力在母港的目標，並沒有重視訪

問港的重要性。

此外，落實問題也需要重視。加強三大

母港的合作，一起推進郵輪宣傳，現在很多

上郵輪的客人都是傳統的客人，這些人其

實不認識郵輪，未來三地應該要有更加寬

廣的政策支持，才能進一步擴大郵輪產業

的認知度。同時，三地可以緊抓高鐵機遇，

沿着高鐵線，舉辦路演。從長沙、武漢、成

都等地，爭取客人到訪大灣區旅遊，延伸客

源市場。 而且可以攜手政府、景點、交通、

旅行社一起，通過協調，打破壁壘。

洞察市場需求，定訂戰略佈局

廣州嶺南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陳白羽表示，今年大灣區是一個熱詞，如何

更加開放、更加與國際化接軌是許多旅遊

業者都在探討的議題。其實，國際化的背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雲頂郵輪集團總裁 朱福明

 粵港澳郵輪中心之間的競爭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將三個郵輪中心綜

合起來，互相配合，讓遊客達到最方便的搭乘郵輪方案，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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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嶺南集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陳白羽

 國際化的背后，與生俱來的是一個地方的開放程度，對照旅遊業者產品的供應，精

細、競合關係、穩定、長期受挑戰、旅遊合作都是面對大發展機遇要重視的核心。

 國際化的背后，與生俱來的是一個地方的開放程度，對照旅遊業者產品的供應，精

后，與生俱來的是一個地方的開放程度，后，與生俱來的是一個地方的開放程度，

對照旅遊業者產品的供應，精細、競合關

係、穩定、長期受挑戰、旅遊合作都是面

對大發展機遇要重視的核心。就旅遊合作

而言，旅遊實體首先要有一個跟灣區定位

相匹配的戰略佈局，本身也要深蹲9+2s區

域，精細紮根。另外，洞察市場需求，產品

的供應才會精準，當需要對應需求，合適的

產品供應到市場上，消費者才能被滿足。

而消費升級的時代下，重視體驗、追求動感

項目，企業便能對應優質體驗的需求。亦

即，好的服務，追求精細加上穩定的供給。

此外，國際化人才的匹配，才能支撐灣區

的融合。

未來，須兩路並肩同行，一為區域內的充

分融合互動聯動，另為區域外一起組成一

個世界級的灣區，吸引世界更多的關注。簡

單說，邁向國際化要突出關鍵字，也就是開

放、穩定、注重本土文化、注重體驗、洞察

客戶要求、追求區域內的聯動與配合。

建立共同機制，打造認證體系

廣東省旅行社行業協會副會長、廣東省

中旅副總經理吳建生指出，建設世界級的

大灣區是國家戰略，也是符合旅遊發展趨

勢－高品質的發展旅遊，不過，三地存在着

制度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障礙與壁壘。

現在如何達成協同、協調機制？這部份涉

及到政府的頂層設計，需要由國家主導、體

制內的行政機構來參與，是一個很好的安

排。最重要的是，三地政府和部門需要有

大局觀、使命感，才能一起邁進世界級旅

遊目的地的戰略。這部份也涉及到三地政

府之間的協調關係。

另外，監督機制方面，旅行社現在發展

市場上出現一個問題，即旅遊產品價格一

直往下降，目前消費者投訴也都集中在旅

行社零團費、負團費導致的質量下降問題。

三地行業協會應該建立共同機制，打造認

證體系，凡符合建設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

的地的產品和服務標準，便能得到品牌的

頒發，有了更多的優質機構，消費者便會更

滿意。滿意。

另一方面，建立黑名單、懲罰機制也非常

重要。一旦投訴發現有損害消費者利益的

機構應該就被列入黑名單，三地政府部門

共同參與，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一起抵制行

業不良的影響。最后，三地需要處理一些

投訴的問題，目前三地都出臺了一些法律法

規，可以依法依規的原則來處理。國家也出

臺了旅遊法。如此行業除了可以靠自律，也

可以依賴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

簡單說，大灣區要保證服務和產品品質，

必須打造監督、監管、投訴與相關處理機

制，建立適合行業市場的自律原則和法律

法規，讓行業企業主動作為，從認證或是黑

名單的方式進入體系，投訴糾紛問題也能

因此解決。

重慶鷹飛航空體育俱樂部董事長鄒國

俊強調，現在市場上大眾旅遊和專項旅遊

都在發展。當旅遊中有新的形態出現，會

受到原有法律、政策等前置性條件的限

制，因此政府需要大力支持、社會要多寬

容，如此在新形勢下，才能引導人們的文

化，讓新流行勇敢流行起來。

以跳傘為例，這屬于特色旅遊，很多人

對業態不瞭解，這時候就要找突破口，像

是透過青年人的勇敢，成為一種時尚、一種

創新。與此同時，企業即使前期虧損、問題

很多，也要堅持，才能讓新的產品與服務在

市場上走出自己的一片天，也才能使旅遊

產業更豐富多彩。

建立品牌認同，突出本身亮點

被問到對未來發展的期待，陳白羽回應

到，粵港澳大灣區很有意思，其就是一個

灣區、兩種制度、三區組成。粵港澳大灣

區要實現融合發展，一定是充滿挑戰的，

要實現世界級城市群，一定是需要創新驅

動。她期望未來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實現一

程多站、一簽多行、一灣多元的共同發展目

標。

吳建生補充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品牌認

同很重要。一旦形成消費者心中的認可，就

打造了一個好的定位。未來粵港澳大灣區

的品牌要被人叫得響亮，建立一個統一的

品牌，突出本身亮點，如此開放格局將更加

寬廣，客源也就遍佈全世界，使得市場更加

多元化，而居民素質的提高，也會使當地進

一步得到宣傳。

立即注册

C

M

Y

CM

MY

CY

CMY

K

TTG 18Oct.indd   21 8/10/2018   下午4:39



OCTOBER 2018 • TTG CHINA 22ageNt chat Room

人人說IP，旅行社也該大談IP嗎？
重中之重在何方？

IP最近被各個行業都談得很多，拋開繁

雜的解釋，其實就是一種更加豐富化和人

性化的商業印象，是高于第一級商家名字、

第二級商家名號、第三級商家品牌的又一

種綜合印象。旅行社行業，需要，而且必須

要用這樣的新理念來反思自己的發展。而

重中之重，不是造概念、造投資點，而是通

過IP，把自己的服務體現好。

比如，過去說我的服務好，主要是說車

好、導遊好、餐飲好，而現在這個IP時代，

就是要商家說得更清楚，車哪裡好（司機經

驗好、多少年安全駕駛、司機好客熱情），

導遊怎麼好（土生土長、見識豐富、有獨門

小技巧），餐飲搭配上，商家又花費了哪些

心思。廣東中旅之前把日常簽證工作的動

作，轉化為辦公室健身操，通過公眾號，以

文字、視頻的方式發出來，取得不錯的口

碑，就是在做IP方面的嘗試。簡單說，就是

把口頭的細節，具化成一個鮮明的概念。

如何做？

1.持續、獨特、穩定的旅遊內容輸出能

力：不要再單一推某某降價多少，抖

音帶火了若干景區，為什麼？因為傳統旅行

社沒有抓住這一內容。

2.自帶話題的勢能價值：有一些行業

觀點、行業趨勢的判斷。

3.持續的人格化演繹：旅行產品策劃人

員一定不要閉門吹空調、畫格子，去

看看這個景區到底有哪些好，有什麼故事，

又有哪些新的好，看看行程有哪些亮點，

尤其是別出心裁的服務和體驗亮點。我

的一個觀點，一個行程沒有三個亮點，就

不要去市場上賣。

4.新技術的整合善用：小程式的引

入，讓客戶傳統咨詢、報名、通知

等，進行技術完善，做好過去繁瑣流程的

體驗。

總之一句話：IP是這個時代的商業趨

勢，旅行社行業更加不可回避，應該把興

奮點帶起來，而重中之重就是，把自己的

服務、對客的全流程服務、對景區的包裝

推廣服務，做得更好。(整理/張廣文)

廣東中旅移民簽證顧問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監魏光譜

Yes
通過IP，把自己的服務體現好

隨著國民消費升級步伐加快，消費者越來越不滿足于傳統的旅遊觀光方式。更富有文化內涵和品牌號召力的IP開始融入旅遊業轉型升級

進程，打造熱門IP、新興旅遊目的地、特色新線路，或是現階段傳統旅行社銷售瓶頸的「破解大法」。旅行社行業，需要，而且必須要用這樣的新

理念來反思自己的發展。但也有業者認為，IP無論是採購來的還是自己開發的，要發揮作用都必須有足夠的吸引力，然而「旅遊」自身的特性，恰

恰使得旅行社做IP非常困難。

隨着國民消費升級步伐加快，消費者越

來越不滿足于傳統的旅遊觀光方式。更富

有文化內涵和品牌號召力的IP開始融入旅

遊業轉型升級進程，以滿足消費者日益增

長的多元化旅遊休閒需要，為旅遊業提供

了轉型新動能，旅行社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承載點和連接點。

目前，在華南一些旅行社推薦的美洲產

品清單中，能輕易發現常規的熱門路線還

是停留在基礎的美國東西海岸聯運、美國

西岸，而美國東岸文化名城、美國中部國家

公園、西部深度遊等新興目的地卻缺少產

品，市場的需求不能得到滿足。

儘管對于大多數旅行者來說，這些地方

往往是「只聞其名、未見其身」，但旅行社

只要先行一步，引領市場走勢，將其納入

「新興旅遊目的地」的行列，把這些「小而

美」的目的地打包成熱門IP，憑借目的地的

特色和旅遊價格優勢，就會發現，為之怦然

心動的觀光團遊客，不在少數。

今年旅遊市場與往年呈現不同的特點，

沒有一窩蜂地擁抱單一目的地，而是借着

賞花、踏青、親子遊、賞楓等主題，遊客分

散于各個新興旅遊目的地。遊客的旅遊熱

度居高不下，對「故地重遊」的積極性並不

高，更希望探索新的目的地。

對傳統旅行社來說，把握機遇越來越重

要。特價不再是遊客是否決定出行的最主

要因素，產品本身才是關鍵。傳統的熱門目

的地旅遊需求飽和后，旅行社需要力求創

新，設計新穎的特色行程，將熱門IP與差

異化、小眾目的地進行整合。IP強大的號

召力，已成為很多地方吸引遊客的秘密所

在。

2018年至2019年，Dista Travel作為中國

南方地區唯一一家與Brand USA美國旅遊

推廣局合作的美洲供應商，與Brand USA

聯手推出了多條全新線路，投入市場，大

受歡迎。例如，音樂即是生活。沒有動人音

樂，世界會怎樣？美國音樂反映了美國人民

的旺盛精力、多元格局、精神面貌和創造

力，結合今年Brand USA的音樂之路主題，

深度探訪美國音樂文化14天奇妙之旅，力

求給遊客最獨特的美國文化體驗。

此外，美國西岸產品深入北加州、南加

州，讓客人放慢旅行腳步，品味歷史韻味，

給遊客最舒適的旅遊體驗，享受真正的美

式度假生活，讓遊客出行放心、有價值，

與市場的低價美國西岸產品截然不同。

美國的國家公園聞名中外，除了熱門的

黃石國家公園、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和柯

洛拉大多大峽谷，國家公園系列將美國各

地風景優美的國家公園打造成為熱門IP，

做成不同類型的線路，這些產品也是市

場上獨有的。

打造熱門IP、新興旅遊目的地、特色

新線路，或是現階段傳統旅行社銷售瓶

頸的「破解大法」。新興旅遊目的地的推

出，是Dista Travel在打破傳統旅遊市場

的試水之舉，從首批先試先行的團隊來

看，熱門IP產品是可以持續挖掘與推進

的。(整理/張廣文)

廣州風花雪月國際旅行社 (Dista Travel)營銷中心總經理曹靜 

Yes
打造熱門IP 破解傳統旅行社銷售瓶頸

過IP，把自己的服務體現好。，把自己的服務體現好。IP，把自己的服務體現好。IP

事實上，景域集團近兩年一系列動作正

是在踐行這一戰略。今年6月景域集團進行

組織架構調整，成立了成立驢媽媽集團和

新景域集團，驢媽媽集團下轄三大板塊包

括目的地運營集團、驢媽媽旅遊網、旅遊

智慧集團。

其中，目的地運營集團，承擔着景域產

業鏈中的上游角色，掌控着旅遊的最核心

資源—目的地、景區和酒店；景域的旅遊

智慧經濟集團擁有從旅遊咨詢規劃、品牌

營銷到文創設計整套旅遊智慧服務，在整

個景域產業鏈中承擔中間服務商的角色；

而一直強調自身網路協同和資料智慧兩大

核心能力的驢媽媽，在集團產業鏈中，則承

擔着承載下游渠道的角色。

要將 IP內容快速輻射貫穿到旅遊全業

態，若沒有全產業鏈運作能力幾乎不可能。

景域智慧經濟集團相當于一個IP製造機

構，這個子集團融合了景域的輕資產基因，

將規劃、營銷、文創三個業務板塊聚合起

來，而這三個業務板塊所承載的正是IP製

造的核心密碼；景域目的地運營集團則是

IP運營者，這個子集團延續了以往的規劃

基因，將規劃的智慧貫穿到目的地運營的

各個環節。

OTA比拼流量的時代已經過去，競爭的

核心將回歸產業鏈的核心，回歸到資源—

渠道—服務全產業鏈的協同、整合與競爭

能力上。景域集團過去幾年一直在儲備、

醞釀這種佈局資源端、協同資本端、發力

渠道端等產業鏈綜合性的實戰能力。

當前景域集團已具備全產業鏈能力，如

何在內部機制上優化，讓各大版塊發揮最

大能量，確保一氣呵成至關重要。經過架

構調整，景域集團有望進一步整合產業

鏈，進一步充實景域IP矩陣，鍛造景域的

國際競爭力。(整理/劉霈芯)

景域集團董事長、驢媽媽旅遊網創始人洪清華 

Yes
要將IP內容快速貫穿到旅遊全業態

高，更希望探索新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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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自身打造自身IP是每個大型旅行社都在做

的，旅行社賣產品最怕同質化，所謂的，旅行社賣產品最怕同質化，所謂IP指的

是旅行社在旅遊行程的編制、服務過程當是旅行社在旅遊行程的編制、服務過程當

中的體現，呈現出來是自家獨有的特色。中的體現，呈現出來是自家獨有的特色。

而每家旅行社都有自身產品強化的特色，而每家旅行社都有自身產品強化的特色，

大體看起來好像很類似，其實從細節來看大體看起來好像很類似，其實從細節來看

肯定有自身獨有的產品獨特性，同時有旅肯定有自身獨有的產品獨特性，同時有旅

行社自己針對該項產品的標準化執行內行社自己針對該項產品的標準化執行內

容。

春秋旅遊一直打造八個主題旅遊產品，春秋旅遊一直打造八個主題旅遊產品，

而且名稱是註冊產權保護，以其中之一的而且名稱是註冊產權保護，以其中之一的IP

行簡住優為例，只有春秋旅遊有獨家資源行簡住優為例，只有春秋旅遊有獨家資源

才能打造此產品。行簡就是春秋航空的交才能打造此產品。行簡就是春秋航空的交

通資源，價格相對其他旅行社可以拿到獨通資源，價格相對其他旅行社可以拿到獨

有的低價成本，價格是產品有的低價成本，價格是產品IP中的主要要

素，在客艙服務方面春秋旅遊也能直接和素，在客艙服務方面春秋旅遊也能直接和

春秋航空合作，但可搭配的目的地酒店可春秋航空合作，但可搭配的目的地酒店可

以選擇五星級酒店；這個以選擇五星級酒店；這個IP產品主要適用

于飛行距離大約于飛行距離大約3小時左右的目的地，搭配

高性價比的機票，將節省下來的旅行成本高性價比的機票，將節省下來的旅行成本

運用在目的地較好的住宿體驗，相較于其運用在目的地較好的住宿體驗，相較于其

他旅行社機他旅行社機+酒的自由行產品，的確有細節

我們有吉祥物小遊，日常會把小遊我們有吉祥物小遊，日常會把小遊的

形象推廣和產品主形象推廣和產品主題相連接，打造一個溫

馨、歡樂可傳播的那種感覺。例如在日常馨、歡樂可傳播的那種感覺。例如在日常

節日問候圖片中、日常主題產品中，都會出節日問候圖片中、日常主題產品中，都會出

現小遊的形象，也會讓小遊和其他品牌形現小遊的形象，也會讓小遊和其他品牌形

象進行互動。其實就是想打造一個親近可象進行互動。其實就是想打造一個親近可

人、旅遊達人的人、旅遊達人的IP形象，能夠幫助我們更

加貼近消費者。這樣讓品牌更有親和力，加貼近消費者。這樣讓品牌更有親和力，

拉近了我們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拉近了我們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日常在落地活動中也會讓小遊人偶出日常在落地活動中也會讓小遊人偶出

從一個角度來說，比如主題樂園都有自己的IP，旅行社可以考慮利用市場上已經具有

一定認知度的IP資源包裝自己的產品，使之成為產品賣點。但從旅行社自身開發IP的角

度來說，這就涉及到了自己獨家的資源。IP無論是採購來的還是自己開發的，要發揮作

用都必須有足夠的吸引力，然而「旅遊」自身的特性，恰恰使得旅行社做IP非常困難。

因為如果是採購來的IP，那就無非是付費問題——我買得到的，別人也能花錢賣；如果

是自己開發的，那今天發佈的產品，明天別人就能被Copy過去。

當前，確實有旅行社從資源端進行深度的開發，比如驢媽媽、A&K，但是對于桌子、

板凳、幾個人就能組公司、以輕資產為主的大部分旅行社來說，這樣的投入門檻太高，

大部分甚至沒有做IP的意識。說白了，旅遊產品的可複製性太強。你能做的，誰家不能

做？從源頭的資源整合、產品開發、形成IP到IP保護乃至塑造賣點，每一個環節對旅行

社來說都不容易實現。所以，目前旅行社行業很少在談「IP」這個話題；更多的，他們的

焦點都放在「資源」。(整理/鐘韻)

上的獨到之處，這就是旅行社產品IP的

強項。

又比如，另一旅遊產品IP爸媽之旅，該

名稱約90年代就已註冊，但是這麼多年

來產品內涵也隨着消費者需求而變化，

現在都做中高端產品線路，和傳統的夕

陽紅產品區隔開來。此外，由于團隊成員

年齡層偏高，該產品的領隊必須受過專

業訓練，在出遊期間領隊每天都會和老年

人的子女家屬聯繫，將老人出遊照片分享

給子女，讓子女放心。

而中國人一般比較不會直接表達情感，

因此該項產品還有一個特色項目就是在

出行前也會和每個老年人的子女聯繫，請

其親筆寫一封信給自己的父母，並在出遊

期間由領隊送到這些團員手中，借以讓子

女表示對父母的愛。

對旅行社來說，打造IP重中之重就是

要能做出自身獨有之處，具備特別強勢的

標誌性特色，消費者能快速辨識出這是

屬于哪個旅行社的產品，並且其他業者不

易複制。(整理/劉霈芯)劉霈芯)劉霈芯

現，可以吸引小朋友和年輕人過來拍照，

會在BITE這種大型展會舉辦小遊和群

眾的互動，例如一起過生日啊、切蛋糕

啊、互動問答啊等等，或者讓小遊吐露大

眾的心聲，例如「我想放假、我想升職加

薪」，加深和消費者的共鳴。所以聚焦的

點就是鞏固市場與品牌之間的關係，還能

達到宣傳品牌的目的。未來，我們可能在

微信、微博還有抖音上會繼續維護小遊

的形象，繼續運作。(整理/鐘韻)

春秋集團董事長兼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 
眾信旅遊全國品牌管理部媒介公關經理李夢然 

北京某一旅行社業者

Yes
旅行社打造IP要能做出獨有之處

Yes聚焦在鞏固市場與品牌之間的關係

No你能做的，誰家不能做？

聚焦在鞏固市場與品牌之間的關係

2018年10月23至25日中国
上海宝山 | 万豪德尔塔酒店

诚邀您共同参与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邮轮领域行业盛事

注册系统现已全面上线
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

官方指定慈善机构 官方数字合作伙伴 官方刊物 线上媒体

东道主 主办单位 黄金赞助商 银牌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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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頓持續探索創新數字科技服務

Brand Updates

近兩年希爾頓酒店集團實現了創紀錄的

增長，推出多項創新服務，並為客人和團隊

成員帶來了新的好處。

希爾頓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hristopher 
J. Nassetta先生表示，「近兩年我們全球

團隊又一個開創性的重要階段，是推出了

重新定義客戶體驗的新技術、品牌和合作

伙伴關係。在所有發展指標達到創紀錄的

數字之后，我們期待在2019年希爾頓集團

百年紀念時推動更大的發展勢頭。」

Christopher J. Nassetta先生進一步表示，

近年集團著重在創新方面的發展，Unveiled 

Connected Room是一家獨一無二的高科

技客房，客人可以通過榮譽客會（Hilton 

Honors）應用程式來選擇個性化和入住期

間的客房功能控制等方面。

Explore(探索)加入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數

字服務，通過屢獲殊榮的Hilton Honors應

用程式提供高度個性化的客戶體驗，方便

易用。目前，通過該應用程式，客人可以在

入住前預先選擇他們的酒店房間，選擇接

收數字金鑰進入他們的房間，並完成他們

的辦理登機手續，所有這些都在他們手機

上。此外，隨着希爾頓的連通房概念向更

多房產推出，客人可以將他們的移動設備作

為室內遙控器，來控制他們的電視節目、

■劉霈芯＝新加坡採訪報道．攝影

照明和溫度控制等個性化喜好，就像在家

裡一樣。 

再者，集團開設了專門的創新研究空間，

這是一個孵化器和體驗式展示，旨在為塑

造酒店業的未來前沿產品開發。另外，已經

推出革命性的新客房Five Feet to Fitness，

這是一種室內健康概念，擁有超過10種不

同的健身器材和配件選擇；將業界首創的

數字金鑰技術及其房間選擇功能，擴展

到全球2,500多家酒店的352,000間酒店客

房。

希爾頓榮譽客會
推出中文應用程式

希爾頓榮譽客會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

忠誠度計劃，為會員提供靈活點數結合酒

店住宿的選擇，並允許家人和朋友免費彙

集他們的積分。集團日前還宣佈與美國運

通共同推出四張新希爾頓榮譽會聯名信用

卡，為希爾頓榮譽客會會員提供更大價值，

並進一步提升嘉賓獎勵。

希爾頓亞太地區總裁Alan Watts先生

介紹，9月11日集團最新發佈首款針對中國

市場的中文版希爾頓榮譽客會應用程式，

標誌着希爾頓集團在數字化和移動化創新

領域又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些創新舉措將

助力希爾頓吸引更多的中國遊客將其作為

酒店首選。

 秉承希爾頓榮譽客會全球應用程式的

成功經驗，賓客可以方便地通過希爾頓榮

譽客會中文官方應用程式搜索及預訂希

爾頓集團旗下大中華區及蒙古的各品牌酒

店，以及300多家海外酒店。除此之外，賓

客還可以通過希爾頓榮譽客會中文官方應

用程式管理會員帳戶，查詢會員積分，隨時

通過地圖找到酒店的位置，並與微信好友

分享入住酒店和會員狀態等信息。

希爾頓榮譽客會中文官方應用程式的推

出標誌着希爾頓在全球範圍內又取得了里

程碑式的發展，使其能夠更好地為世界各

地的中國賓客服務，滿足他們對數字化旅

行和行業領先服務水平的需求。明年，希

爾頓將迎來100周年，希爾頓將繼續領航不

斷創新，始終以最前沿的方式，使賓客在

手機移動端和希爾頓酒店都能享受到熱情

好客的希爾頓卓越服務。

在海外地區，希爾頓榮譽客會移動應用

程式還推出全新功能，為希爾頓榮譽客會

會員提供了探索酒店周邊社區的機會，並

提供當地希爾頓酒店團隊成員們最地道

的建議。從9月開始，探索將在28個市場上

推出，涵蓋所有希爾頓品牌中的近1,000

個全球項目，並計劃在未來擴展到其他市

場。 

希爾頓的新探索功能將彙集業界領先的

觸手可及的技術和根植于當地員工個人經

驗的當地語系化建議。通過探索，客人將

有機會體驗由居住在該地區的希爾頓團隊

成員親自挑選的美食、夜生活、購物和活

動目的地，並以自己瞭解和分享他們城市的

「最佳」為榮。每項建議都包含直接來自當

地團隊成員的照片和提示，包括可嘗試的

美味菜單+最佳時間以及特定的景點，從尋

找兒童友好博物館的家庭到尋找商務晚餐

推薦的常旅客，或對美食體驗感興趣的夫

婦。   

據介紹，希爾頓酒店集團每天開設超

過一家酒店，創造23,000個新酒店工作崗

位，並增加399個物業，在全球範圍內超過

5,200個物業。目前已在全球簽署了700多家

酒店，其中包括連續第三年超過100,000間

客房。集團現有的系統和渠道現已達到創

紀錄的120萬間客房，擁有345,000間客房和

2,200多家酒店。希爾頓酒店熱情好客，在

全球105個國家和地區擁有約1.6億名賓客，

並為超過7,100萬會員提供希爾頓榮譽客會

員服務，增加了1,150萬新會員。

↑希爾頓亞太地區總裁Alan Watts先生（左）、希爾

頓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hristopher J. Nassetta先生

（右）。

| New Opening |

珠海瑞吉酒店10/18優雅啟幕 

珠海瑞吉酒店將于2018年10月18日優雅

啟幕。酒店地處中國南部經濟與旅遊重鎮

—珠海市的灣仔海畔，與澳門隔水相望，

傲踞珠海地標建築珠海中心頂端的41至72

層，以雲端視角俯瞰開闊的大灣區海景及

珠海、澳門繁華的城市景觀。 

作為瑞吉在大中華區開業的第十家酒

店，珠海瑞吉酒店將在「浪漫之都」延續品

牌的經典傳奇，傳承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

為品位卓越的名流雅士打造量身定制的奢

華體驗。 

酒店由著名的Wilson Associates擔綱

設計，設計靈感為「經典而現代的歐式府

邸」。大量採用具有瑞吉代表性的鑽石花

紋及寶石元素。酒店設有251間風格典雅的

豪華客房，包括34間超大套房及1間面積超

過1,100平方米的總統套房。房內均配備瑞

吉經典睡床，搭配芙蕾特(Frette)床品。浴

室內配有水療級別的浴缸，起居室裡點綴

着別致的復古歐式傢俱。更有迷人的海濱

勝景、新款娛樂設備，讓入住體驗更添愜

意從容。

萬豪國際集團日前宣佈，蘇州合景萬怡

酒店正式開業。酒店設有313間客房，採用

現代設計風格並融合創新科技，將為全球

旅行者呈獻愜意舒適又活力滿滿的入住體

驗。蘇州合景萬怡酒店由合景泰富集團投

資興建，坐落于蘇州吳中木瀆，無縫連接

地鐵一號線金楓路站，與中環高架出入口

咫尺之遙，便捷聯通蘇州各大核心商圈；驅

車20分鐘即可到達高鐵蘇州站，30分鐘可

達碩放國際機場；毗鄰蘇州城西最大的商

業綜合體－悠方中心，以及「吳中第一鎮」

－木瀆古鎮，是商務出行和休閒旅遊的理

想之選。

酒店擁有313間客房，設計現代簡約，氛

圍優雅怡人，所有房間均配備了寬敞舒適

的工作區域，高速互聯網連接及49寸高清

電視，為賓客打造商旅共融的入住體驗。

隨着烏蘭巴托諾富特酒店的開業，諾富

特品牌首次亮相蒙古首都。這家現代酒店

共設192間客房，位于烏蘭巴托市的中心地

帶，步行可前往購物和娛樂區，還臨近重

要的旅遊景點，包括成吉思汗廣場（Great 

Chinggis Khaan Square）、蒙古國家歷史博

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n）和

蒙古國立現代美術館（Mongolian National 

Modern Art Gallery）。

烏蘭巴托諾富特酒店提供192間舒適客

房，其中包含六間寬敞的套房。房間採用中

式極簡風格設計，注重自然和簡約，每間客

房都裝飾着由當地知名攝影師拍攝的蒙古

的照片。

酒店的宴會廳與會議室最多可容納250

位客人。其精心設計的多功能空間以及先

進的技術設施，將適合企業會議策劃者舉

行各類活動和商務聚會。宴會廳也是舉辦

婚禮的理想場所，為新人們提供現代的宴

會設施以及豐富的亞洲和中餐菜肴。

蘇州合景萬怡酒店正式開業

諾富特品牌首次亮相烏蘭巴托

安德華先生
深圳馬哥孛羅好日子酒店總經理

九龍倉酒店宣佈任命

安德華先生（S t e p h e n 
Antram）為深圳馬哥孛羅好

日子酒店總經理。深圳馬哥

孛羅好日子酒店位于中國首

個經濟特區——深圳市，是

集團旗下的一家國際豪華酒店。

作為資深的酒店從業者，安德華先生擁有

40年的酒店經驗，逾25年是在亞洲度過。他

曾在歐洲及亞洲多地的國際奢華酒店擔任

運營管理、業務拓展、人才開發等職務。

在加入深圳馬哥孛羅好日子酒店之前，安

德華先生曾為北京北辰洲際酒店總經理；在

他的管理之下，該酒店曾榮膺中國十佳洲際

酒店稱號，並且是洲際酒店集團在華北地區

的首要創收酒店。此外，安德華先生在餐飲、

客房、財務及銷售等領域也成就斐然。

Mr. Mark Willis
雅高酒店集團
中東和非洲地區首席執行官

雅高酒店集團宣佈任

命Mark Willis為雅高酒店集

團中東和非洲地區首席執

行官。Willis將在迪拜開展工

作，負責管理中東和非洲地

區囊括近400家在營及在建

酒店的綜合網絡。擁有逾30年酒店從業經驗

的Willis，在業界備受尊崇。他將致力于通過

出色的營收表現、一流的質量和高客戶滿意

度來推動酒店取得卓越的運營績效，並通過

培養人才庫來促進集團在該地區的增長，計

劃到2021年將員工人數增至50,000名。

New Appointments

安德華先生（

Antram

孛羅好日子酒店位于中國首

個經濟特區——深圳市，是

集團旗下的一家國際豪華酒店。

命

團中東和非洲地區首席執

行官。

作，負責管理中東和非洲地

區囊括近

酒店的綜合網絡。擁有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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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中的第五位。

當中，除了有眾多展示「紅色中國」—毛

時代的宣傳畫，還有不少上個世紀二三十

年代黃金時期豐富多彩生活場景縮影的上

海文化遺產「老上海月份牌」、裝飾味十足

的《時代漫畫》期刊、抗戰時期的木刻版

畫等，這些風格迥異但普遍帶着鮮明時代

烙印的張貼美術，在同一空間集中呈現，

釋放出強大的衝擊力。

從宣傳畫來看，從傳統的寫實主義到現

代的街頭藝術，展示了集體主義思潮裹挾

下那個時代人們的行為模式，每一張宣傳

畫都是當時發生過的歷史影子，畫面中一

張張笑臉的背后，滲透着生活的艱難和對

美好的渴望。可以說，宣傳畫不只是作為

單純的藝術品而存在，更是解讀那個時代

歷史的特殊視角，展現出那個極度亢奮卻

又無比表裡不一的時代，也再現了中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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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過上海不下三十多次，卻從老外朋友

那才知道，上海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博物

館，隱藏在市中心一處僻靜的地下空間，

若不經人指點，一般人很難找到，但它有

着想像不到的興旺人氣，每天都能吸引到

眾多外國遊客到訪參觀。這個博物館，就

是上海楊培明宣傳畫收藏藝術館。

成立于2012年的上海楊培明宣傳畫收

藏藝術館，當前是國內外唯一一家專門收

藏和研究新中國宣傳畫和老上海月份牌的

機構，不但是一家由政府批准的私人博物

館，每年獲得政府提供的文化扶助資金，

而且雖然是一家不起眼的微型博物館，不

過，收藏共有宣傳畫約6千多種、1萬1千多

幅，其中還有不少是存世的孤品，算是世

界上最大的中國宣傳畫收藏中心；在貓途

鷹上，還被列為全中國最受歡迎25家博物

傳畫歷史的頂峰。

而宣傳畫展示區劃分為幾個時期。1949

年到1953年以「建設新中國」為主題。

1954年到1956年，以工業發展、農業生

產、教育推廣和家庭生活為題材。到1957

年，為中式宣傳畫最重要的時期，亦是成

熟期，主要歌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

社。另外，老上海月份牌凸顯的是1920至

1940年的西方產品，如香煙、香皂、醫藥

等，畫中穿著旗袍的時髦女子，各個微笑

迷人，打造一個冒險家的天堂，呈現東方

巴黎的氛圍，以及受到西方都市影響的老

上海。

記者走訪上海徐匯區華山路居民社區裡

發現，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陸陸續續

都有外國遊客背着背包到上海楊培明宣傳

畫收藏藝術館參觀，欣賞從新中國成立以

來直至七十年代的各類宣傳畫，瞭解那30

余年共和國成長時期社會風貌最直觀、最

生動的歷史印記。有遊客甚至比喻展示中

國現代的上海楊培明宣傳畫收藏，重要性

好比可以瞭解中國古代的西安兵馬俑與北

京故宮博物院，融合了藝術、歷史、人才、

政治。

其實，藝術館的收藏品還有在許多其他

地方展出，包括：美國、荷蘭、日本、澳大

利亞、匈牙利、英國、巴西，以及多個上海

藝術博物館、大學、油畫與雕塑機構等。

■張廣文＝撰文．攝影

宣傳畫收藏藝術館隱身地下

走進上海虹口區沙涇路的上海1933老場

坊，好像進入了一個洞穴，粗粗的混凝土與

變化的樓道一圈一圈的圍上天，像一座大

型的立體式迷宮，從2樓往上到的不一定是

3樓，常常一個轉身就找不到來時的路，來

來回回總在一個地方繞圈，是一個很適合

拍冷酷、妖艷、頹廢等風格照片或微電影

的場地，結構和空間的交錯融合，讓人忍

不住拿起手機、相機拍照。

尤其旋梯，具有很美的視覺衝擊力。完

全無法想像上百年前，這裡曾經是血淋淋

的遠東第一屠宰場。

來了才知道，水泥搭建的1933老場坊，光

是建築和設備就花費了330多萬元，不但全

部採用英國進口的混凝土結構，牆體厚約

50公分，而且兩層牆壁中間採用中空形式，

在缺乏先進技術的30年代，巧妙利用物理

原理實現溫度控制，即使在炎熱的夏天，

依然可以保持較低的溫度，可見這棟建築

當時工藝設計的前瞻性和先進性。

那時候，全世界這樣格局規模的宰牲場

也只有三座，而1933老場坊是唯一現存完

好的建築，其他的也都無跡可尋了。

另一方面，建築融匯了東西方特色，可見

古羅馬巴西利卡式風格，而八角形的外廊，

圍着一棟圓形大樓，中間有26座斜橋互相

連接，外方內圓的基本結構也暗合了中國

風水學風水學說中「天圓地方」的傳統理

念。無梁樓蓋、繖形柱、廊橋、旋梯、牛道

等眾多特色風格建築融會貫通，光影和空

間的無窮變幻呈現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建築

奇葩。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角

度，永遠可以領略到不一樣的風情。

喜歡建築以及攝影的人非常建議來這個

地方走走看看。入場不需要收取門票，到處

都可以逛逛瞧瞧，除非是一些特定的展示

區域。

走在這些迷宮般的通道與坡道上，可以

體驗窒息式的狹窄感，就如當初牲畜只能

向前走不能掉頭的命運。一級一級上去的

牛羊們「黃泉路」，直到頂層3樓。當初總

建築面積達25,000平米的1933老場坊，每

天至少有500頭羊、300頭牛和100頭牛犢被

宰殺，變成130多噸各類肉食，送到全上海

各國人的餐盤裡。后來，戰火洗禮、經濟轉

型，血水被沖刷乾淨，這裡也就變成了食品

廠、製藥廠、倉庫。

隨后，環境越來越花哨了，頂樓的屠宰

室裝上了玻璃穹頂，在曾經無數頭牛羊倒

下的地方，奢侈品牌發佈着新品，時尚人

士在聚會狂歡。1933老場坊也就華麗轉身

成為時尚靚麗的潮流之地，餐館、酒吧、劇

院、咖啡屋、影樓、會館、設計工作室、教育

中心，以及週週上演的戲劇音樂演出與主

題狂歡派對，更是構成了一個集創意體驗

中心、時尚休閒發布、歷史博物館于一體

的創意園。

華麗轉身的上海1933老場坊 
■張廣文＝撰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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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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