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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多拉酒吧VR体验让全家人在虚拟与现实中梦幻切换

乘上千年贡多拉体验一场
眼见为实的威尼斯穿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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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酒店出租率下滑

科技創新賦能主題樂園4.0時代

Viewpoint
酒店採購趨勢：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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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6大族群 
體驗新加坡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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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產業創新、服務升級、旅遊

務實、科技賦能等方面皆影響着2019年文

旅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國家旅遊局原副

局長吳文學認為，世界主題樂園歷經百年

滄桑而屹立不倒，中國也必將遵循這個規

律：在發展中生存，在調整完善中發展。只

有開啟新智慧、啟動新動能，攜手並進，

中國的主題樂園才能發展得更好，能夠儘

早接近和達到世界水平。

國家旅遊局原副局長吳文學指出，大勢

有喜有憂、信心不能丟。2018年以來，國

內新落地的主題樂園數十家，總投資約

3,000億元，華僑城、萬達、複星、海昌等國

內巨頭，均有主題樂園開園迎客。2019年

迪士尼、環球、六旗三大巨頭更加強勢進

入市場，國內樂園2019年又有35家主題樂

園開建，總投資超過4,500億元。2019年文

旅產業大有可為，未來可期。

市場上面對新一輪個稅改革、刺激消

費，發展壯大旅遊產業、推動文化事業和

文化產業改革發展等變動，2019年預計

國內旅遊人數60.6億人次，全年將實現旅

遊總收入6.52萬億元，同比增長9.3%。到

2020年中國主題樂園零售額將達到120億

美元，日均遊客數量將超過3.3億人次。

接下來，則要迎難而上，搶抓機遇。

一、主題樂園引領文旅產業發展載入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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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新巴厘 
驅動印度尼西亞的美好轉變

Special Report
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
實現盈利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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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冊。主題樂園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

國。中國主題樂園始建于八十年代初，大

力發展于九十年代。21世紀前十年至今，

長隆、海昌、華強等一批集團化企業投入

主題樂園建設，引領着中國旅遊產品的建

設。2017年華僑城、方特、長隆三大主題

樂園已經擠身全球前十位。

二、文旅產業黃金期為主題樂園發展

注入活力。這其中隱含了幾項趨勢：新時

代消費需求變化；個性化、定制化、高水

平，加上產品轉型升級都是新趨勢；新時

代消費主流群體變化。90后成為旅遊消費

體，00后也登上舞臺；新時代跨界資本成

主力軍。主題樂園、旅遊度假區等休閒度

假綜合體項目成為各類資本追逐的熱點；

新時代科技賦能文旅產業創新發展，4G

實現人與信息的連接，5G開啟了「萬物互

聯」的時代。

面對未來，多元認知、攻守前行才是重

點。首先，專業深化很重要。中國將成為世

界最大的主題樂園消費市場，進入4.0時代

的中國主題樂園首先要解決三大痛點，也

就是園區缺主題內容、文化缺人物載體、

消費缺沈浸體驗。

其次，科技引領下，追求創意至上、設計

研發、建設施工、管理運營、人才運用。同

時，高新技術提升須再武裝。包括：在產

品創新上做加法；在運營成本上做減法；

在營銷推廣上做乘法；在管理方式上做除

法；「加倉」需謹慎。

漫威女英雄
進駐香港迪士尼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最新漫

威主題遊樂設施「蟻俠與黃蜂

女：擊戰特攻」已于4月正式開

幕，這不僅是全球首座以女英

雄作為主角的漫威主題設施，

更是香港迪士尼第二項以漫威

電影為主題的設施。

Marketing Insight
老年人口紅利
催化出新運營模式

隨著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老

年人口紅利有機會為中國出境遊市場帶

來遠超于眼前可及的商機。但業者對于

操作老年旅遊產品多為憂喜參半，認為服

務成本、接待壓力過高。然實際上，國外

已有相當成熟的老年旅遊商業模式，業者

應慎重參酌，並提高管理水平及從業者素

質，以及發展出真正適合老年族群的銷

售模式。

中國老齡人口已經達到2.49億，中國老

年人旅遊規模越來越大。目前中國每年老

年人旅遊人數已經占到全國旅遊總人數

20%以上。如果以全國每年50億旅遊人

次計算，老年人要達到10億人次。(詳文請

見P.4)

Trade Show
澳大利亞ATE
中國買家占比達20%

澳大利亞乃至南半球規模最大的旅遊

交易會—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ATE)于4
月9日在西澳大利亞州首府珀斯的會議展

覽中心正式揭幕。本屆澳大利亞旅遊交易

會由澳大利亞旅遊局攜手西澳大利亞州

旅遊局，共同舉辦。此次活動也吸引了大

中華地區多達125家公司的買家出席，在

全球各國買家中佔據了20%的超高比率，

其中10%的買家是首次參加ATE。澳大利

亞旅遊交易會的開展在推動國家經濟和

旅遊業的同時，也進一步增進了與中國市

場的合作與聯結。(詳文請見P.2)

Hotel

在第14屆亞洲酒店論壇活動上，ST R 

Global發佈了最新中國區酒店報告，顯示今

年第一季度市場表現出現下滑。

STR Global中國區經理劉博女士表

示，從2014年的下降到2015年回暖、2017年

的轉機到2018年的上升，今年第一季度市

場表現有所下滑，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內

地，不包括港澳臺，出現了3.7%的下降，這

個下降來自于雙指標：出租率和平均房價

都呈現下滑態勢。2018前半年入住率表現

呈現挺明顯的增長，從平均房價上也是增

長，遠遠超過了后面兩個季度，2019年第一

個季度這個降幅，等于說又打回到了2017

年的水平，所以價格上明顯信心偏低。但市

場供給上自2012年截至2019年，平均增加

的比率降到了4%以內，這個比率對酒店出

租率壓力並不是特別大。

至于在不同城市類別是不是表現也不一

樣？北京ADR平均房價漲幅最為明顯，但

是北京按級別來說，奢華酒店比上海的奢

華酒店還保持一點距離，超高端和高端的

北京平均房價已經超過了上海，因為北京

在過去持續的增長，上海是新增供給仍然

保持最多的城市，目前擁有酒店數量、房

間數仍然是全國第一位。廣州這兩年漲勢

也不錯，前幾年增加的已經慢慢在吸收。

ADR平均房價淨值增長前三名是北京、

上海、天津。漲幅較多的是深圳、大連和青

島。中國中西部借助高鐵的發展而有比較

好的漲幅，比如說西安、成都、武漢，第一

季度的一點不如人意僅僅是在剛開始。從

級別上來看，2019年第一季度只有奢華酒

店出現上升。

劉博女士指出，隨着酒店的開業，每年

都有新的酒店開業，這些正在籌建和在建

的項目未來五年會進入整個市場進行競

爭，主要集中在大的商圈，江浙滬當然是最

多酒店籌備地區，再來就是粵港澳。這些

都會給酒店業帶來新的活力，同時也是一

個警醒，酒店業要緊跟時代的步伐，關注中

國酒店業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以更多的資

料信息及時調整戰略和策略。

■劉霈芯＝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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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Show

業者應把握國際遊學市場的7大變化
Study Tour

■張廣文＝西澳採訪報道‧攝影

澳大利亞ATE中國買家占比達20%
澳大利亞乃至南半球規模最大的旅遊

交易會—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Australian 

Tourism Exchange 2019，簡稱ATE）于4月

9日在西澳大利亞州首府珀斯的會議展覽

中心正式揭幕。本屆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

由澳大利亞旅遊局攜手西澳大利亞州旅遊

局，共同舉辦。此次活動也吸引了大中華地

區多達125家公司的買家出席，在全球各國

買家中佔據了20%的超高比率，其中10%的

買家是首次參加ATE。

第四十屆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彙聚了來

自全球30個國家、505家公司、近600位買

家與超過70家澳大利亞當地和國際媒體。

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

總經理何安哲(Andrew 
Hogg)表示，此次交易會

旨在為買賣雙方提供絕佳

的溝通平臺，在加強了彼

此之間關係的同時，更是促進了很多商業

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因此，國內外的與會者

暑期將至，遊學的話題又將升溫。中國國

際遊學市場正從家長認知不清晰、需求類

似于奢侈品投資且產品定位受限于入門景

點學+遊的過去，邁向家長認知非常清晰、

投資成剛性需求且產品定位更細分、專業

且個性化的未來。遊學產品應如何把握市

場變化所帶來的契機？

新東方國際遊學產品部副總監宮巍表

示，相關調研顯示：在遊學決策的影響因

素當中，學生自身的選擇最為重要。也就是

說，市面上的遊學產品只有契合了孩子自

己的興趣愛好，才能在決策影響中起到作

用。其次重要的影響因素依次是為產品買

單的父母、同齡群體（如學校同學、興趣班

小伙伴）的影響力，以及老師和親朋好友的

推薦。

就中國學生的遊學目的地來說，美國作為

教育大國，一直最為熱門。英國近些年由于

英式英語的流行，緊隨其后。澳大利亞作為

熱門留學目的地，短期遊學同樣受到歡迎，

排在第三。排名第四的是加拿大。在歐洲，

法國和德國目前占了最大市場份額；北歐

的芬蘭近年也十分流行。而由于簽證原因，

且遊學主要受眾群體是青少年，所以大多

數中國學生會選擇與十幾、二十人的團組出

行。

宮巍進一步介紹道，中國國際遊學行業

在過去十余年間發生了七大變化。

▼  首先是遊學低齡化。從新東方2017年

的資料可以看到，當前出國遊學的中

們和展商都十分期待與澳大利亞旅遊業的

深度合作前景。

作為業界領頭羊，ATE每年都吸引着全

世界各地旅遊從業者的到來。澳大利亞旅

遊交易會的開展在推動國家經濟和旅遊業

的同時，也進一步增進了與中國市場的合

作與聯結。交易會將繼續為來自全球的買

家和澳大利亞旅業伙伴創造交流平臺，以

期建立長期的商業合作，進一步為澳大利

亞旅遊2020戰略目標添磚加瓦。

澳大利亞旅遊局企業、政府、行業事

務行政總經理Karen Halbert于4月7日向

全球記者說明道，澳大利亞旅遊局與行業

合作，以實現共用行業目標，即達成旅遊

2020計劃的一部分，也就是將每年由國際

和國內遊客產生的過夜遊客支出，增加到

超過1,150億澳元。很高興看到，現在澳大

利亞正在持續邁向此目標。

澳大利亞旅遊局與澳大利亞所有州和地

區共用的2020年計劃，不僅關注澳大利亞

旅遊體驗的需求，以吸引更多高收益的遊

客，而且還增加對旅遊基礎設施的投資，

以確保供應能夠滿足需求。因此，雖然澳

大利亞旅遊局的願景是通過其全球營銷，

使澳大利亞成為地球上最令人嚮往和最難

忘的目的地，當中，澳大利亞旅遊局也積極

確保新產品是其中的一部分。

為期四天的澳大利亞旅遊交易會，是繼

2012年后再次來到西澳大利亞州，吸引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社代表到訪，與澳大

利亞本地的酒店、目的地、景點、航空公

司、地接社等旅遊供應商探討合作商機。

當中，澳大利亞國內旅遊產品零售商和批

發商達547家，旅遊產品代表賣家則超過

1,200多名，而且有86家旅遊產品零售商和

批發商首次參加。

此次西澳大利亞州旅遊局特別為來自世

界各地的買家及媒體精心設計了近40條獨

具特色的體驗線路，包含所有西澳熱門打

卡景點赫特瀉湖粉紅湖、羅特尼斯島、瑪

格麗特河以及首府珀斯等，希望帶給所有

到訪者一個不一樣的澳大利亞，同時，展現

更多獨特的當地風情和旅行體驗。

近年來，隨着中國出境遊市場的蓬勃

發展，旅遊逐漸成為中國人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赴澳人數也呈現出強勁增

長。根據澳大利亞旅遊研究機構（Tourism 

Research Australia）的資料顯示，截至2019

年1月的一年內，共有超過145.6萬的中國

遊客赴澳旅遊，訪澳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

11.3%。截止至2018年9月，中國遊客總消費

額超過115億澳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12%。

澳大利亞旅遊局局長

暨行政總裁歐肅文(John 
O’Sullivan)表示，2009

年六月，過夜的國內和國際旅客花費達700

億澳元，當中，國際旅客花費占到29%。但

2018年，過夜的國內和國際旅客花費則已

達到1,140億澳元，當中，國際旅客花費占

到38%。到訪澳大利亞的國際旅客數量創

紀錄達到920萬人次，成長幅度達5%。當

中，中國市場不管在數量還是消費上都位

居第一名。到訪澳大利亞的中國旅客數量

成長6%，中國旅客花費則增長13%。

預計，到2020年，澳大利亞過夜國內和

國際旅客花費預計將達到1,300億澳元，當

中，國際旅客花費預計將占到40%。

國學生，年齡在10到16歲之間的占比達

70%以上，年齡層較十年前大幅降低。

▼  其次，遊學在過去類似于奢侈品，僅少

數家庭所能享受；而今，遊學已趨常態

化。比如，新東方的一位客戶在過去四

年間，已進行了七次國際遊學。

▼  再次是遊學的剛需化。中國的學生除

于課堂努力學習，多也會參加課后的興

趣班和輔導班；這些課后興趣班和輔

導班曾經佔據了學生的整個寒暑假，然

而，當今家長在為孩子規劃暑假時，國

際遊學已成了必備要素。

▼  從次是市場的多元化：無論是興趣愛

好、語言學習、全真插班等主題，現在

的遊學產品項目形式繁多。

▼  接着是認知清晰化。家長在面對市場

眾多產品時，會問更多問題，趨于理性

和專業。

▼  第六是需求個性化。高端使用者量身

定制產品的需求正在上升。

▼  最后是渠道分散化。市場發展勢頭良

好結合其業務特性，導致有學生的機構

紛紛踴躍投入遊學行業。

面對如上變化，對于為什麼及如何做，家

長的反應其實是微有焦慮。因此作為遊學

機構，可以將產品進行梳理和分類，幫助家

長分析和辨別市場上的產品。未來十年，

新東方預估客戶對于國際遊學的認知將越

來越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什麼樣的產

品才適合自己的孩子，也會有更加細分、專

業和個性化的選擇。

而在選擇出國遊學項目時，家長最重要

的關注點是什麼呢？答案是孩子遊學全

程的安全問題。以此為基礎，新東方針對

不同年齡層的孩子，提出了如下建議：8歲

以下的孩子適合與父母同遊，也就是親子

遊。8歲到10歲的孩子除了親子同遊，也可

以選擇營地教育（多數指24小時的封閉式

監控和管理），或者國內研學或短途的亞

洲國家海外遊學。10到12歲的孩子，應注

重性格培養、興趣開發和語言學習；這個

年齡階段，可鼓勵進入有週末外出，但仍

為封閉式管理的境外校園進行海外遊學。

13到15歲的孩子已開始有覺知，更清晰地

知道自身興趣愛好為何，對于自己未來的

是否想去海外求學已有初步規劃，因此遊

學機構可設計與孩子興趣相匹配的多樣、

多元、多次的海外遊學產品，供其選擇。

16到18歲的孩子已有很強的目標感和價值

感，更傾向選擇公益型、對社會有回饋且

對自身背景能力可提升的項目。大學生則

具有更加明確的方向，會集中在專業技能

的提升、留學背景提升及就業職業規劃等

海外遊學項目。

最終，遊學的意義在哪裡？從新東方過去

14年的經驗，宮巍總結，首先，遊學是體驗

式的教育和行走中的課堂。其次，它是家

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外，不可或缺的第三

種教育力量。最后，國際遊學是可以伴隨孩

子國際化教育培養和成長、使其成為具有

跨語言、跨文化、跨能力的國際化人才的

必經之路。

■鐘韻＝採訪報道

澳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

總經理何安哲

Hogg)

的溝通平臺，在加強了彼

額超過

年同期增長

暨行政總裁歐肅文

O

中國郵輪產業經歷兩年調整期后再迎

新船，雲頂郵輪集團旗下星夢郵輪日前于

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港為品牌第三名成

員——「探索夢號」舉行隆重首航典禮

暨命名儀式，「探索夢號」成為調整期后

入駐中國郵輪市場的第一艘新郵輪，這

亦是專為亞洲及中國高端市場量身打造

的年輕郵輪品牌星夢郵輪，在華東的首

次亮相。

「探索夢號」由德國頂尖工藝打造，長

268米，寬32米，總排水量達75,338噸，

擁有928間客房，載客量可達1,856人。

「探索夢號」特別增設星夢首創——以

獨特「船中船」概念匠心打造的「The 
Palace皇宮」貴賓專屬區域，為中國及亞

洲高端旅客帶來無與倫比的尊貴享受。

以「探索夢號」的運營為基礎，星夢郵

輪旗下首艘20萬噸環球級郵輪將于2021
年初下水，同樣將以上海為母港展開首

航，成為亞太郵輪史上最大的母港郵

輪。

Cruise

Numbers Talk

在國內業者和斐濟旅遊運營商的大力支

持和推動下，中國赴斐遊客在2018年達

到了近年來的新高—50,332人次。

據迪拜旅遊局最新資料顯示，2018年入

境迪拜過夜的國際遊客數量達1,592萬

人次，創歷史新高。迪拜受到了全球客源

市場的格外矚目，其中中國市場漲幅達

12%，這一趨勢將延續至2019年。

5萬

1,592萬

「探索夢號」
舉行隆重首航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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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紅利
催化出新運營模式

隨著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的增長，老年人口紅利有機會為中國出境遊市場帶來遠超于眼前可及的

商機。但業者對于操作老年旅遊產品多為憂喜參半，認為服務成本、接待壓力過高。然實際上，國外已有

相當成熟的老年旅遊商業模式，業者應慎重參酌，並提高管理水平及從業者素質，以及發展出真正適合

老年族群的銷售模式。

■張廣文＝採訪報道

老
年旅遊為中國出境遊市場帶來人口

紅利。根據調查，全球人口壽命延長

已成事實。平均壽命最長的前十大國家分

別為日本、新加坡、瑞士、西班牙、安道爾

公國、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冰島、以色

列。特別的是，女性比男性壽命長。

而1960年至2015年這55年間，中國國民

的平均預期壽命增長了32.64歲，增幅達

75%。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

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4.9歲，上海、北京均已

經超過80歲，遙遙領先其他省份。從2012

年開始，中國香港成為世界上人均預期壽

命最高的地區，2014年人均預期達到83.98

歲，超過日本的83.58歲。

2017年中國人均壽命為76.7歲。從城市

來看，排名前五名為上海、北京、天津、江

蘇、廣東。今年估計90%的人可以活到90

歲以上，而60歲以上的人達2.16億人次。

到2030，預計中國國民的平均預期壽命將

達79歲，每4-5年平均預期壽命都將增加一

歲。

北京想樂時光旅遊有限公司創始人和

董事長劉建軍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國家

大力扶持養老事業，包括：國務院關于加快

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若干意見、國務院關于

印發「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

系建設規劃的通知、智慧健康養老產業發

展行動計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制定和實

施老年人照顧服務項目的意見、國務院關

于促進全域旅遊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務院

關于促進旅遊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國

務院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

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

老年人旅遊消費升級

中國老齡人口已經達到2.49億，中國老

年人旅遊規模越來越大。目前中國每年老

年人旅遊人數已經占到全國旅遊總人數

20%以上。如果以全國每年50億旅遊人次

計算，老年人要達到10億人次。而中國老

年旅遊消費者收入，九千元以上占18.4%，

7001-9000元占12.9%，5001-7000元占

26.5%，3001-5000元占30.6%，3000元以下

占11.6%。談到中國老年旅遊消費者收入，

劉建軍指出，月收入五千元以上的中老年

旅遊者，占比57.8%，其中，月收入超過七千

元的高收入者，占比31.3%。可以說，有錢又

有閒的老人相當多。

2004-2015年老年旅遊市場規模持續成

長，在2015年就達8,260億元，成長幅度將

近60%。去年老年人市場成長了27%。

分析2018年中國老年人的出遊方式，

82%的老人選擇跟團遊，僅18%的老人選擇

自由行。產品質量方面，選擇四鑽和五鑽產

品的比率達到85%，而選擇三鑽產品的比

率達15%。單次花費方面，2018年50后成為

最捨得為旅遊花錢的群體，國內海外旅遊

平均單次花費達到了3,115元。2018年老年

人跟團遊人均消費前十強出發城市，為上

海、北京、昆明、深圳、青島、南京、廣州、

福州、杭州、桂林。

2018年老年人出境跟團遊人氣目的地，

前十名為美國、日本、越南、香港、台灣、

俄羅斯、柬埔寨、新加坡、意大利、印度尼

西亞。以上海老年人跟團遊為例，2016年

年均消費4,027元/人，2017年年均消費4,501

元/人，2018年年均消費上升至4,989元/人；

2018年比2017年上升11%。由此可知，老年

旅遊市場正面對着六大發展機遇，也就是

人口基數大、老年人口壽命延長、老年旅遊

人數增長快、消費升級、老年人收入高、老

年人可支配時間多。

其實，隨着中國生育率不斷降低、老年

消費不斷增加，中國大媽席捲全世界已成

為常態。50歲的人有錢、也願意消費，70歲

的人更有錢，還消費升級。旅行社要知道，

出境遊市場中，老年人占比大，達40%，不

可忽略。而且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率一直

在增長，消費力也遠高于中青年。這是因

為消費支出單一，旅遊支出因此比率大，可

以說，老年人旅遊消費升級的年代已經到

來。

緊抓高資、高齡、高收入

劉建軍指出，現在高資、高齡、高收入的

客人多，當中，50%是第一次出國，只佔到老

年人市場的20%，因此老年人旅遊市場發展

潛力無窮。加上所有人的年齡持續延長，進

一步加大老年人市場。越來越多老年人願

意細品漫遊，選擇深度遊，因此，在爭取旅

遊人數之余，也要注意消費渠道，重視醫

療健康旅遊等高速增長的需求。現在每個

月擁有5,000-7,000元退休收入的老人非常

多，北上廣的老年人甚至平均1萬元以上。

在旅遊強刺激下，老年人可以減緩四大老

年病的發病機率，包括：腫瘤、帕金森、憂

鬱、老年癡呆，可以說，出門旅遊是重要的

生活質量改善，也對身體健康有所提升。

不過，現在很多中國旅行社都是保持着

又愛又恨的心態在做老年人旅遊，不但有

偏見和歧視，會覺得做這生意事情很多，

老年人關注表面價格，不關注背后邏輯，因

此，要花費很多口舌說服，而且他們又不願

意自費和購物。同時，老年人身體狀況也

是一大安全隱患，常常還有愛找麻煩的家

屬，每每提高接待壓力。要想把老年旅遊

市場做好，中國旅行社業者可以向日本旅

行社業者學習。

Case 1 > Club Tourism

日本最大的老年旅遊服務公司C l u b 
Tourism，用戶規模達到七百萬名會員，其以

60至70歲老年人為主要客群，每年約有420
萬中老年人會通過Club Tourism旅行。每年

收入穩定在1,600億日元左右，淨利潤水平則

在16-30億日元。

Club Tourism專注于老年人市場，是一家

致力于打造精細化的老年人旅遊公司。先后

開發了主題旅遊、家政服務、健身中心、咖啡

俱樂部、身體護理等適合老年人的多樣化產

品。其商業模式優勢有三：

（1）合作對象為研究機構、公益性組織、政

府機構、醫療機構，同時，產品研發聚焦于豐

富的產品線、差異化的產品及服務、產品附

加值。

（2）品牌推廣則通過擁有300萬會員的會

員雜誌《朋友之友》，以及事業伙伴機制。

（3）在產品優勢方面，其大力推行主題旅

行，產品差異化程度高。不但覆蓋了選族、

寺廟、花卉、攝影、朝聖、美食、歷史、溫泉、

素描、馬拉松、殘疾旅行等多方面，而且集

旅遊、交友、培訓于一身，產品附加值高。通

過主題旅遊的方式，讓老年人可以通過Club 
Tourism尋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日本小而美的老年旅遊企業N I K K O 
TRAVEL創立于1976年，是一家專注于日本

富裕高齡人士旅遊服務的上市公司，其每年

只服務五千多位老年人，九成的顧客年齡在

六十歲以上。聚焦高端老年用戶，以及優質

服務體驗，創下七成至九成的重復購買率。

其商業模式優勢在于：專業團隊、差異化產

品創新、優良用戶體驗，以及商業策略，如整

合上下游資源、開發差異化產品體驗、線上線

下相結合的營銷渠道。

從其老年旅遊產品可看到主要5大特點，

分別為：

（1）注重品質遊、定制遊、主題旅行。

（2）引導二次社交，滿足客戶旅遊之外的

精神層面需求。

（3）高端旅遊產品具有個性化、差異化、獨

特性。

（4）常規產品主打性價比，服務不打折。

（5）企業的創新、服務、運營能力強。

整體而言，老年旅遊市場有望成為細分旅

遊領域的領頭軍。個性化和差異化的高品質

產品，將成為老年人旅遊消費的主流。候鳥

型旅居度假將成為一種消費潮流。且老年旅

遊度假市場的聯動消費現象日益凸顯。

劉建軍建議，為抓住老年旅遊市場的發

展，專家及業者們應營造良好的老年旅遊大

環境，積極發展個性化和差異化定制旅遊產

品，提高管理水平及從業者素質，並提供高

端優質的產品服務，像是隨團醫生、急救技

能、高額醫保、緊急預案，以及採取適合老

年群體銷售方式。同時應協力呼籲社會給老

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多關注。 

北京想樂時光

旅遊有限公司

創始人和董事長

劉建軍

Case 2 > NIKKO TRAVEL

中國老年旅遊消費者收入

2018年中國出遊遊客
各年齡段占比

上海老年人跟團遊年均消費成長

中國老年
旅遊市場
十大挑戰

(元/人)

4,027元2016年

2017年

2018年 

4,501元

4,989元

2018年
比2017年
上升11%

9,000元以上

18.4%

12.9%

26.5%

30.6%

11.6%

7,001-
9,000元

5,001-7,000元

3,001-
5,000元

3,000元以下

13%

18%

29%
17%

12%

11%

00後

90後

80後
70後

60後

50後

地域
集中性強

產品個性化

產品差異化

旅居
度假

購物
消費 重度

參與

服務質量

安全問題

價格敏感

身體
狀況

2019-5-05.indd   4 2019/4/29   10:52:41 PM



05-06 TTG 19May gatefold.indd   1 30/4/2019   下午2:54



  手機讓人無處不線上，進行商務飛行的乘客理當認為，手機能像

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地「正常運作」。從出發地、到機場、到上飛機、再

到機場和目的地，每一台設備都應具備保持無縫線上的能力。惟實情

是，儘管航空互聯網市場正在快速增長，但客戶使用率仍然很低，服務

費是90%的乘客過不去的檻。這景況隨著技術的改進而將有所改變，

且航空互聯網市場即使只發生微小變化，也能為此產業帶來可觀的盈

利利。

 旅客在機場和酒店已慣于使用免費網

路。在沒有的情況下，他們會依靠手

機來上網。

 有些乘客會願意為機上互聯網自掏

腰包，但若上網品質不佳，此舉會加

劇他們的不滿。

 目前高價格、覆蓋面不穩、上網品質

不佳的措施，加上古怪的門戶網站和

信用卡支付方式，使得機上互聯網的

使用率被壓在10%以下。下。下

 贊助商的價值主張可推動使用率。比

如，T-T-T Mobile即允許用戶在配備Gogo

的飛機上使用其服務。

 航空公司和服務供應商在協力廠商

收入方面取得的成功有限。有針對性

的廣告和大量的銷售，仍是未來須努

力的方向。目前大部分的收入來自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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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
      實現盈利經濟

手中。「目的地如何到往？當地有什麼好

看的？上哪兒吃飯？能做些什麼？該買什

麼？」從登機前到下機后，乘客的旅程都

在線上進行着。因此，需要確保網路連通

性與乘客的需求保持一致。

手機讓人無處不線上，但在人人上網的

機場裡，有時這也不容易；手機以外的設

備，又都必須依靠Wi-Fi才能上線。當前，

人們都會搜索看似安全的“SSID”，因為

他們知道公共Wi-Fi若管理不當，網路安

全性漏洞有多嚴重。

以複雜工具和幾可亂真的廣告所進行

的惡意欺騙行為，連在飛機上都有可能發

生。

如今，電信公司正趨向使用聚合網路來

提供最佳客戶體驗。5G和Wi-Fi的最新發

展，為實現智慧聚合網路提供了巨大的潛

力。每支手機都有能自動為用戶找到解決

方案的設定檔。802.1X和Passpoint的開發

以類似的方式，利用基于SIM卡和證書的

驗證，將手機安全、可靠地自動連接到經

批准的Wi-Fi網路。

為提升乘客利益，無縫空中聯盟致力于

以更靈活的方式推動整個行業合作，實現

聚合科技。

進行商務飛行的乘客理當認為，手機能

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地「正常運作」作」作 。從

出發地、到機場、到上飛上飛上 機、再到機場和目

的地，每一台設備都應具備保持無縫線上

的能力。

航空互聯網吸取過去教訓

80多年來，航空公司一直為乘客提供連

通性。雖然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取得突

出地位，但在連通潮中出世的座椅靠背電

話，也可謂當時技術的巔峰之作。

手機的出現，改變了一切。到了1990年，

隨着掌上型電話普及，全新的機動性讓人

們得以在離家外出之后還可繼續交談。座

椅靠背電話這項產品失敗了，需求從未崛

起，成本也是因素。雖然必須處于飛航模

式，但手機畢竟是填補了這個這個這 市場的空白。

至2000年，即時通訊開始爆發。所有

乘客都可以使用電子郵件、短信和互聯

網。成本使價格居高不下，下，下 從每分鐘7美元

/2400 bps，到每月僅在一個地區使用約30

Mbps就要 100,000美元，高昂的價格造成

乘客儘管已經有了使用的興趣和意願，仍

抗拒購買機上互聯網服務，從而使得第一

批服務供應商幾乎全軍覆沒。

但有一家供應商倖存了下來。他們

巧妙地利用了一個國際海事衛星組織

(I n ma rsa t)的通信通道，作為與國際海

事衛星組織衛星語音服務所領導的

ARINC和Telenor相聯繫的全球移動通

信系統(G SM)控制通道，在20 04年開

發了AeroMobile®GSM漫遊PicoCell。

AeroMobile與世界各地的移動網路運營

商制定了漫遊合作伙伴協定，目的是確保

手機在飛機上使用時，能與在其他國家

漫遊的情況沒有什麼不同。AeroMobile

和SITAONAIR至今，仍在市場上提供機

上行動電話服務。

當前挑戰

乘客的興趣已從語音向數據、從交談向

流覽轉移。那麼，我們對航空互聯網的當

前狀態瞭解多少？事實是：

 如果是免費贈送，乘客會使用互聯

網。

 隨着時間推移，乘客對互聯網的胃口

會越來越大。

■鐘韻＝綜合報道

航
空互聯網即將迎來顯著升級。長期

以來，乘客一直受到價格高昂、性能

不穩定以及連接困難的困擾；而航空公司

一直努力應對飛機裝備成本高、性能不佳

以及淨推薦值得分較低的問題。航空互聯

網的當前表現，很有可能對品牌造成負面

影響。

不過，情況正在改觀。從更好的天線、

數據機到衛星系統，新一輪的性能增強

設備即將到來。新的以及現有的互聯網供

應商都在推出多Tbps頻寬。通過3GPP、

G SM A、無線寬頻聯盟、Wi-F i聯盟和

IEEE的努力，無線市場已經得到了標準化

的好處。標準化使得交互操作及成本降低

得以實現，並能使網路系統之間的漫遊得

以簡化。

根據無縫空中聯盟(S e a m l e s s A i r

Alliance)e)e 的研究表明，即使朝着這些目標

邁出一小步，也可以在整個行業創造114億

美元的價值，甚至上達367億美元。航空

互聯網的投資可以更快實現正現金流，將

淨現值由負轉正，並使其他收入來源產生

複合效益。

乘客期待無縫航空旅程

乘客在航空旅程中對連通性的追求，永

遠不會停止停止停 。

圍繞工作和娛樂的數字衝擊，影響着我

們每一個人個人個 的生活。離開家或辦公室前往

遙遠目的地的旅客，總是在路上。而即使

是在旅途中，每個人個人個 都仍然會被同事、朋

友、親人的信息，或者各種關于旅遊行程

和目的地的細節追着跑。然而，我們可以

回應的機會，僅在時間、空間、電源和網路

同時具備時。

旅遊涉及探索，而個中責任落在乘客

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航空網路將跨越門檻
Seamless Connectivity

聯盟的目標是為業內人士創想和實施

新的服務、解決方案和商業模式奠定基

礎。聯盟旨在創建靈活的技術和業務框

架，實現多種新用例：

■ 提供互通性的開放式規範

■ 與移動通信結合，提供順暢上網體

驗

■   將系統標準化，以將選擇和維護進

行簡化

■   驅動競爭和創新，以提升性能和降

低成本

無縫空中聯盟的推廣活動旨在利

用開放標準和行業協作進行合作。

無縫航空聯盟為航空互聯網業務、

移動網路運營商、H o t s p o t 2.0（包

括Passpoint）、寬頻網路以及涉及個人個人個

移動和可攜式通信的許多標準委員會

和組織，提供一個現成的平臺。

無縫航空聯盟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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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務費。

 航空公司安裝設備的資本成本，再加

上持續性的服務費、持續性的維護費

（包括備件和維修費）、由重量和阻

力而產生的運營成本、培訓成本、新

功能開發和內部人員配置，都高于乘

客所願意支付的費用。

開放標準

在航空領域，任何改變皆所費不貲。建

造相同的飛機可以降低製造成本，因為標

準條款允許航空公司通過插頭和螺栓而不

MAY 2019 • TTG CHINA 8special report

是線束、鑽頭和鉚釘來安裝、更換和移除

設備。當機身出售給下一個運營商時，標

準條款是其保值尤其重要的因素。

無縫空中聯盟聯盟提倡整合新技術、可

互換性、降低安裝成本的開放性標準，影

響有利于這些目標的移動標準。

互聯產品的集成涵蓋飛機、飛機無線

電、Wi-Fi和機上娛樂(IFE)的供應商。每

家航空公司都須將設備和供應商的獨特組

合融于自身獨有的運營模式和要求。各方

之間的標準化描述，有助于使集成更簡單

並讓功能更提升。

「無縫」將為市場帶來4大效益

Benefits Realization

無縫技術的提升將為市場帶來巨大效

益，並使得產業在互聯網方面的投資將更

有價值。

1. 提高航空互聯網使用率

克服磨擦力，提高使用率。快速、可靠且

易于使用的機上互聯網將可改善乘客體

驗，從而提高其使用率。

摩擦力可以被定義為運動阻力。當乘客

在飛機上購買互聯網服務時，只要稍有摩

擦力，就會想要放棄。所謂摩擦，形式有很

多種。只要航空互聯網服務非免費提供，

阻力障礙就會在乘客間形成。

傳統的收費牆(Paywall)即為乘客連接

機上互聯網時所面對時所面對的第一道

摩擦力。在與許多陌生人近距離接觸的場

景裡，于不熟悉的網路和門戶網站上輸入

信用卡信息，正是絕對的一種摩擦力。這

也是航空互聯網收費服務無法實現平均

使用率超過10%的部分原因。

「無縫」將通過與用戶之移動通信

或Passpoint供應商間的可信關係，讓用戶

自動連上機上互聯網。乘客使用無線加密

和基于SIM卡或證書的身份驗證方式，即

可簡單、安全地上線。這種透明的連線方

式，消除了收費牆的直接障礙，並簡化了

維持連線的環節。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

和其他非SIM卡設備通過雙重身份驗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或者回到傳統

的收費牆模式，也可輕鬆連接。

若與基線模型進行比較，假設機上互聯

網因自動連接便利致使用率比基線高出5

％，這將使淨現值提升9億美元。

2.降低使用成本

網路供應商的選擇數量將推動競爭，擁

有性能、成本最佳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將從

中出線。

飛機系統和網路是複雜的。航空電子設

備和天線必須符合嚴格的環境和電磁認證

標準，同時儘量減少重量和阻力。飛機很

少能進行長時間的維修；故障必須減到最

少，並迅速修復。

標準簡化了創新的引入，加速了成本節

約和性能增強的部署，同時避免了供應商

鎖定。標準使得設備和介面的可互換架構

變得可能。越來越多的無線電系統甚至天

線，都由軟體所定義。這些最新的功能可

以通過軟體更新或隨插即用來快速部署。

基于標準的安裝方式，為供應商創造了公

平競爭的環境。

與供應商透過獨特配置來綁定客戶、

避免競爭不同的是，基于標準的設備和介

面，對所有供應商一視同仁。

考慮到新的、更便宜的衛星星座的出

現，互聯網的價格預計將隨着時間的推移

而降低。基線假設每次上網價格每年下降

5%。減少每次上網成本主要與降低無線

降低使用成本

與基線相比，採取率提高5% | 年度現金流量

10年淨現值收益9億美元
▅ 基線     ▅ 1.05X 使用率

年
現
金
流
量 (

十
億
）

鏈路上的「空中通話時長」或「頻寬」成

本有關。雖然頻寬價格正在下降，但用戶

每次上網所消耗的數據卻在上升。兩相對

抗的動力是不穩定的：新的衛星星座預計

將帶來巨大的容量和更低的價格。

若與基線模型進行比較，假設開放式標

準將競爭、創新和降低成本的速度較基準

提高5%，這將使淨現值提升68億美元。

3.減少企業運營成本 (Opex)

「標準」能簡化整個機隊的設備安裝和

維護，降低持續性成本及複雜性。

就此種模型來看，經常性運營費用

（Opex）是指通信服務供應商（CSP）和

航空公司按飛機數量來計算的成本。CSP

和航空公司操作飛機上的設備。

CSP還運營無線電網路和網路運營中

心、提供設備供應和維修、飛機安裝、數

據倉庫建模、工程和開發、品質控制、商

務和金融職能、監管審批、門戶和內容、

網路管理、網路安全以及其他職能。

航空公司還提供現場安裝和維護的勞

務實操、營銷支援、經服務操作培訓的乘

務員、性能調整、修訂過的維護和服務程

式以及其他功能。

標準簡化了系統的選擇、安裝和維護，

並提供了通用和完整的介面定義，以確保

無故障升級能夠及時高效地完成。航空公

司的機隊總在不斷變化：每架飛機各不相

同。雖然配置有所不同，但所提供的支援

最好具有普遍性。

若與基線模型進行比較，假設運營標準

使經濟效率推動成本較基準低5%，這將

使淨現值提升22億美元。

4.減少資本支出 (Capex)

「標準」能創造產業規模經濟，推動創

新並降低成本。

根據ARINC 791或ARINC 792的描述，

機上互聯網需要安裝寬頻無線電、天線、

天線罩、轉接板、接線片、配件、穿牆件、

線束和多個線路可更換單元（LRU）。數

據機管理器 (modman)包括數據機和系統

管理器。KANDU/KPSU包括電源。KRFU

包括高功率放大器（HPA）。ARINC 792

不使用KRFU，而是以孔徑安裝HPA。額

外費用包括測試和認證、安裝人工以及飛

機停止運營時可能造成的收入損失。

打造或適應變化通常會導致成本提高。

利用相似性使所有安裝等效，勝于發現或

發明。

標準設備和介面通過更快速的安裝和

維修，提供了效率。線路可更換元件實現

了簡單快速地更換。

跨程式使用相同的部件和介面，使規模

每次上網成本每年較與基線減少5%

 | 年度現金流量

10年淨現值效益68億美元
▅ 基線     ▅ 每次上網成本每年減少5%

年
現
金
流
量 (

十
億
）

與基線相比，運營成本每年減少5%

 | 年度現金流量

10年淨現值收益22億美元
▅ 基線     ▅ 年運營支出減少5%

年
現
金
流
量 (

十
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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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演進促成產業發展升級
Technology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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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得以實現。開發池的擴大，意味着開

發能力的擴大。更大的備件池，意味着零

件多半可以取得。更大的市場，則允許更

大的攤銷。

若與基線模型進行比較，假設標準化設

備和規模經濟使成本較基線降低5％，這

將使淨現值提升11億美元。

松下AeroMobile首席執行官Kevin 
Rogers表示，「當移動運營商將機上漫遊

作為其標準目的地之一時，結合吸引乘客

的機上服務，使用率有望提高10倍！」

假設乘客使用機上互聯網的概率翻番，

機上互聯網使用率由之前所檢視的上升

5%提高到2倍時，其影響將呈現出一系列

正面場景。

總之，航空互聯網市場正在快速增長，

但客戶使用率仍然很低。服務費是90%的

乘客過不去的檻。使用手機或Passpoint用

戶無縫連上機上互聯網，將創建完全不同

資本支出與基線相比每年減少5%

 | 年度現金流量

10年淨現值收益11億美元
▅ 基線     ▅ 每年資本支出減少5%

年
現
金
流
量 (

十
億
）

$114億美元 使用率
9億
美元 資本

支出19
億美元

運營成本
22億美元

每次上網成本
73億美元

《無縫計劃的成果》

的新環境，讓乘客使用機上互聯網的意願的新環境，讓乘客使用機上互聯網的意願

不斷提高。

提高使用率意味與更多乘客互動，使得

產業在互聯網方面的投資將更有價值，因

為這些回報可與贊助、廣告和傭金的收入

相複合。使用率提高，也意味着有滿足更

多乘客，使淨推薦值（NPS）和乘客忠誠度

從而提升。

同時，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航空互聯網

市場即使只發生微小變化，也能為此產業

帶來可觀的盈利。隨着可用性和性能雙雙

提高，機上互聯網將成為常態，從而實現

對乘客無縫、對航空公司無縫、對移動網

路運營商無縫、對產業無縫。帶來的全只

有好處。

為無縫空中聯盟提供促進產業升級之

動力的，是由5G、Wi-Fi、下一代熱點、熱點

2.0、Passpoint、802.1X EAP、802.11u、手機

漫遊、移動網路運營商、衛星天線、數據機

和網路所組成的技術武器庫。

  ●5G
5G是移動技術的最新發展成果。5G以高

達10 Gbps的資料速率、10毫秒以下的延遲、

巨大容量和強大的服務品質，提供最佳使用

者體驗。5G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機上移動

漫遊環境，而是繼續以類似的方式支援手機

漫遊。5G促進基于SIM卡認證將手機連接到

Wi-Fi服務的EAP-AKA的使用。EAP-AKA功
能是802.1X和802.11U的一部分。

網路切片是一種5G概念：為確保服務品

質，與「單一商務目的」相關的每個通信執行

都被管理。精細控制為每位用戶確保了可用

連接的最大滿意度。航空寬頻無線電借著適

配以及通過SAE / ITC AEEC NIS小組委員

會PP848開發的控制系統來促進網路切片。

使用基于雲的設備或邊緣設備而非本地

設備的「網路虛擬化」，能夠對不斷變化或新

出現的需求（特別是對于安裝在移動平臺上

的設備），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和回應能力。

  ●熱點2.0和Passpoint
手機可以利用基于S IM的認證（E A P-

AKA）連接到無線接入點（WAP）。WAP通
過聚合來拓展移動信號覆蓋面。

沒有SIM卡的設備，如某些平板電腦和筆

記型電腦，也可以像手機一樣漫遊。這些設

備必須存儲Passpoint設定檔和安全證書，

而不是使用基于SIM的身份驗證。

Passpoint設備可識別相容的WLAN，並
會通過WAP和Wi-Fi設備之間的雙向身份驗

證自動登錄。Passpoint是國際Wi-Fi聯盟組

織(Wi-Fi Alliance)運營的認證計劃品牌。通

過基于Wi-Fi聯盟熱點2.0規範(Wi-Fi Alliance 
Hotspot 2.0 Specification)的Passpoint認證

測試的設備，即可稱為「Passpoint設備」。

無論是基于SIM卡還是基于Passpoint，
設備一旦連接上線，無需使用者干預即可

通過Wi-Fi通道安全通信。當Hotspot 2.0 
Passpoint設備在Hotspot 2.0無線網路範圍

內時，預先載入了Passpoint安全憑證的移動

設備會自動連接到網路，並由Passpoint伺服

器進行身份驗證。

    ●漫遊

無縫航空聯盟通過互通標準和最佳實踐

來推廣漫遊。使用基于移動SIM卡身份驗證

的乘客可將值轉至他們自身的移動網路運

營商(MNO)。每個MNO都可以通過熟悉的

漫遊協議輕鬆獲得其使用者所渴望的機上

服務，Passpoint Wi-Fi的使用者和供應商也

是如此。無縫空中聯盟的使命是配合盡可能

多的設備類型，為每一種服務定制身份驗證

方式；移動設備使用SIM卡，其他設備則使

用Passpoint證書。

扎根于深厚文化，启迪于周游界
无论您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将感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服务精神。
它扎根于我们深厚的亚洲文化底蕴。

热情、包容、亲切。

在我们的温暖款待中，感受道地文化，体验充满故事的亚太景点，
领略它的活力与缤纷辉煌。

与百乐酒店集团一起探索世界。

百乐酒店集团
入住集团旗下任意一家酒店或度假酒店，
尽情感受我们用心诠释的好客之道。

澳大利亚  |  中国 |  香港 |  印度尼西亚  |  日本 |  马来西亚  |  马尔代夫  |  新加坡  |  韩国www.parkhotelgroup.com 

马尔代夫君乐酒店

巴厘島百乐海景酒店

新加坡君乐皇府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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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採購趨勢：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MAY 2019 • TTG CHINA 12ViewpoiNt

■張廣文＝採訪報道

中國企業酒店採購有二大主要趨勢：業務流程外包與數字化轉型，但其要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

是企業本身，企業有沒有意識市場的趨勢以及愿不愿意本身管理改變，是關鍵。HRS亞太區高級副總

裁姜君認為，事實上，經過分析獲得的間夜量預測，也更加可能轉化為真正的預訂量，對酒店和企業的

長期、良性合作關係大有裨益。而且在基礎設施已經準備好的情況下，現在的挑戰是沒有數據，一旦企

業開始整合，明年就有可能直接跳到5.0年代。

● 創新性地在上海建立HRS亞太區研發中心，促進人工智能等領先科技在商旅管理行業的落地應用，引領行業的發展與革新。

●  于2013年推動創立HRS全球商旅論壇，目前該論壇已經發展為全球範圍內標杆性的系列行業活動，每年在全球十多個城市舉行。 
●  2018年1月，她在由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等媒體發起舉辦的「2018中國改革創新與誠信建設高峰論壇」中被評為「2017中國改革創

新十大新銳人物」。

（
提
供
·H

R
S

）

Q.請分享中國市場的酒店採購趨

勢？

姜
：中國市場的酒店採購趨勢，可以

從兩個角度去看，一個是業務流程

外包(Businsss Process Outsource, BPO)，

另一個是數字化轉型。

根據ACTE全球最新調研，59%的企業

採購會選擇以內部採購人員去進行對酒

店的採購，但有1/3以上會選擇業務流程

外包。原因在于全球機票談判可以局限于

200多家航空公司，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酒

店分得很散、非常碎片化，從目的地來看，

根據業務需求員工需要出差去到不同目

的地，對越大型、業務覆蓋範圍越廣的企

業來說，越要去談判更多目的地的更多酒

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酒店數量一旦

達到一千個，很多企業就會選擇進行業務

流程外包。

此外，在企業之中，某個採購人員也許

是專業做採購的，但間接採購只是他的一

小部分工作，而酒店又是間接採購中很微

小的一部分，他無法花費很長的時間去做

深入分析，往往只能聚焦單一的談判，難

以取得很好的成效。因此，越來越多企業

被說服，開始讓專業的人去談判，讓專業

的人做專業的事。

再者，現在市場上最火的話題就是數

字化轉型。十幾年前的大數據概念已經落

地，大數據已經轉化為智能資據，大家現

在都要知道「如何使用數據」、「如何得到

數據」才是重點，有了數據才能去運用，

現在市場已經發展到如何把所有數據綜

合起來的階段，實現真正的數字化轉型。

對採購人員來說，有沒有自己的歷史數

據、市場基準數據、比較數據，都是問題，

因為有了這些數據才能進行採購，這些也

都是採購談判中的重要因素。可以說，數

字化是必然趨勢，採購人員必須要朝這個

方向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年5月22的

全球商旅論壇會著重探討數字化對商旅

管理的影響這個話題。

Q.業務流程外包與數字化轉型是大

趨勢，這發展已成必然，其優劣

勢為何？

姜
：優勢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提高效

率，所有數據都能分析時，就可以

知道如何進行優化。

再者，企業要往數字化轉型，就是為了

可視性。公司花費了一百億，花在哪了？全

球哪些地方是自己的熱門目的地？一旦獲

得了數據透明度，就可以清楚看到這些問

題的答案，瞭解公司花費的整體情況。

另外，當所有數據合在一起后，就可以進

行各種各樣的分析。這時候大數據也就變

成了智能數據。此外，對酒店採購來說，每

一個企業都有一個差標，還有兩個採購目

的，也就是為公司節省更多的成本，以及提

高員工滿意度。簡單說，用有限的差標為員

工提供一個更好的酒店，這也是數字化轉

型所帶來的可能性。

從劣勢來看，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管理

上的變化，要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得到管理

層的同意，這個概念必須說服他們，因為公

司要進行數字化轉型，一定是要最高領導

也想這麼做，支持數字化轉型、支持無紙

化、支援端到端流程優化等，公司內部才有

可能執行。單單採購如此想沒用，一定要讓

管理層也支援，工作才能真正進行。

因此，業務流程外包與數字化轉型要面

對的最大挑戰，其實是企業本身，企業有

沒有意識市場的趨勢，以及願不願意本身

管理改變，是關鍵。

Q.對中國一線城市採購市場有何看

法？京滬之間有何區別嗎?

姜
：一線城市的企業酒店採購市場，

在理念方面已經非常成熟，連鎖酒

店有定期參與RFP的做法習慣，單體酒店

也越來越重視企業市場，因為企業客人在

酒店的使用上，一來停留時間很短，他們

一早就要出門進行商務活動，晚上又很晚

回，對房間造成的損耗很低；二來消費較

高，有可能會使用酒店餐廳宴請客戶、在

大堂酒吧開會、使用會議室或宴會廳，或

是在客房內點餐、去水療中心按摩，這些

都是帶給酒店附加收入的來源。

從酒店來看，一線城市的酒店採購並沒

有特別大的區別，更多的區別是在連鎖酒

店和單體酒店之間。連鎖酒店往往已經擁

有一個全球的採購經驗，而單體酒店這方

面的經驗比較少。換個角度從企業採購來

看會比較容易，往往在100個談判的酒店

中，75個都是連鎖酒店、25個是單體酒店。

然而細看市場，不管是北京、上海，還是整

個大中華區，單體酒店其實占到95%。兩者

差異大，可以說目前企業採購是在5%的範

圍內去選酒店，市場上其實還有很大的一

片單體酒店藍海。

單體酒店現在發展得很好，充滿藝術性

或是中國特色的多，企業採購應該拓寬視

野，也許經常出差的商旅人士看盡裝修差不

多的酒店后，反而更想住有當地風味的酒

店，在出差時能順便體驗不同的文化。因此

個人更加看好當地的單體酒店，尤其是充

滿藝術範的北京酒店市場。

Q.在酒店採購上，有沒有其他需要

關注的市場？

姜
：主要要看大企業都去哪裡，以及

他們總部設在哪。北京、上海、廣州

是大多企業客人前往的前三大目的地，這

也和大企業所在位置有關。例如，阿裡巴

巴總部在杭州，那杭州酒店肯定就需要關

注。又如，騰訊、華為在深圳，那深圳也一

定是一個比較火的目的地。再如，Airbus

裝配部門搬到天津，那天津酒店需求也就

會成長。這個時候也可以看到，第一手的

市場信息對採購來說非常重要，須在有限

時間內獲得最新消息，瞭解某些市場為什

麼最近會漲價等。任何地方的接待能力都

有限，客人需求高，服務和設施不夠了，肯

定就是要漲價。

回歸到業務流程外包，讓專業的人做專

業的事情，市場數據、基準的收集，以及如

何在一個城市將較少的間夜量整合在一

起，肯定都有基準的標杆。例如，一個城市

有五千個間夜的需求，到底應該找幾家酒

HRS亞太區高級副總裁  姜君

業務流程外包
與數字化轉型的優勢

《大中華區酒店分佈》

1. 提高效率。所有數據都
能分析時，就可以知道如
何進行優化。

2. 取得可視性。一旦獲得了
數據透明度，就可以清楚
看到問題的答案，瞭解公
司花費的整體情況。

3. 進行數據分析。當所有
數據合在一起后，就可以
進行各種各樣的分析。
這時候大數據也就變成
了智能數據。

4. 提高滿意度。用有限的
差標為公司節約成本及
為員工提供一個更好的
酒店，這也是數字化轉
型所帶來的可能性。

連鎖酒店  5%

單體酒店  95%

目前企業採購是
在5%的範圍內
去選酒店，市場
上其實還有很
大的一片單體酒
店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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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在所有採購中也需要評估。海外

酒店採購更是要把員工的照顧責任也考

慮進去，員工出差如果遇到無法預測的災

難，企業要想做出積極及時的反應，必須

通過一個端到端的解決方案來實現數據

的整合和追蹤。

Q.中國酒店採購目前面對的最大行業挑戰為何？建議如何應對？

姜
：在中國市場上目前的最大挑戰是

短時間內物價飛速增長、人工成本

迅猛成長。相比歐洲地區物價微幅上漲，

中國八年前的東西可能價格只有現在的三

分之一，甚至更少。人工成本會非常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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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談判。如果只有五百個間夜，找二十家來

談，那一家酒店只有25個間夜，酒店怎麼會

願意給出好價格。這些都是在採購時需要

考慮到的。

另一方面，北京更多的是國企，上海更

多的是外企分部，對于酒店採購的現狀，

都是差不多。歐洲和北美的企業數據整

合和數字化發展都已經很成熟，企業都

能拿出六至七成的整合數據來，然而在中

國，要拿到數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長期

以來，中國的企業處于1.0的階段，線下進

行採購、使用EXCEL統計計算、打電話溝

通、人工談判等是主流，但是我們同時看

到中國酒店採購從1.0階段直接飛躍到了

4.0階段。跳過了部分線上結合部分線下

操作的2.0階段，以及收集市場訊息整合

到線上操作、同時線上操作仍處于向酒店

一一拿報價的3.0階段，直接到了數字化、

移動化和重視員工關懷的4.0階段。

對採購來說，所有平臺已經有業務流程

外包的供應商存在于市場上，要看的是，

如何把現有數據整合起來形成一個樣本，

這個樣本雖然會有誤差，但是第一步要先

邁出去，先以這個樣本為基礎，建立酒店

項目，開始數字化的步伐。移動化的重要

性是因為要考慮到商旅人士需要隨時隨

地進行搜索和預訂的功能。另外對員工的

採用1.0方式進行商旅管理的企業來說，

這是一個挑戰，招了十個人來談價格，談

下來節省的成本不一定能高于人工成本。

何況1.0時代時間成本高，凡事都要從零開

始，線下操作流程本來就複雜，加上當時

專做採購的人很少，還要精選出專精于旅

遊行業、瞭解酒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

使要去酒店行業找人也很難，因為酒店行

業一樣人才匱乏。

另一方面，當與酒店談判時，要考慮到

可預訂性以及價格的準確率。價格可以談

判的很好，但是能不能預訂又是另一回

事。大型展覽出現時，城市所有酒店價格

上漲，這時候跟酒店要較低價格的房間，

可能就很難了，這樣的情況對自己公司有

沒有影響，也是要通過對數據進行系統化

的分析才知道。相同行業展覽時，不得不

預訂酒店的話，就會有衝擊，不過，如果和

公司本身行業無關，也可以趁機運用此無

法預訂的期間，換到一個更好的價格。因

此，一個人或是一個團隊很難瞭解什麼時

間價格會如何變化，要有專業的人幫忙解

決問題。

再者，公司談判出來的價格，是不是被

確實使用對了，也是一個問題。將談判的

價格輸入EXCEL表格，很可能輸入錯誤，

另外，打電話去酒店預訂，或是通過GDS

預訂，都有可能出現錯誤，因為這部份都

是人工手動的，不是由一個系統自動轉化

到另一個系統使用的，因此談判出來的價

格跟真實付出的價格還是有可能不一樣。

簡單說，價格預訂的準確率是一個挑

戰。只要有人操作，都有可能出錯，全球

市場上平均的價格錯誤率達17%。有些企

業也會通過科技，系統性瞭解哪些流程部

分、哪些時間段比較容易出錯，針對性的

審視流程，改善可能出錯的情況，以提高

價格預訂的準確率。

整體來看，人工成本變高、人力資源短

缺、人工手作操作失誤等，都是行業要面

對的挑戰。因此，酒店採購要應對這些挑

戰，要讓人做更加有效率的事情。大數據

一旦導入系統中，數據經過綜合、核對，系

統就會提供推薦的方案了。綜合指標出來

后，專家再對細小錯誤進行微調，就能讓

精准性很高。我們認為，第一年到達80%

就已經很成功了。第一年先把所有數據整

合起來，每一年去進行微調，就會越做越

好。一開始先用人工智能把談判部分做起

來。

市場上一些談判的工具，很多是發一個

問卷瞭解哪些條件可以被接受，然后就能

報出價格。對客人來說，要判定價格好不

好沒有任何基準，而人工智能把客人數據

中國企業採購發展階段

1.0➡線下進行採購、使用
EXCEL統計計算、打電
話溝通、人工談判

2.0➡部分線上結合部分
線下操作

 3.0➡收集市場訊息整合
到線上操作、線上操作仍
處于向酒店拿報價

4.0➡數字化、移動化和重
視員工關懷

5.0➡全球化數據整合、自
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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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后，會自動做出出差熱力圖、自動匹配

酒店數據，再經過酒店專家的審核，確定

數據是否合理后發出全部RFP給酒店報

價。這個過程中，所有工具必須對企業和酒

店都是友好的，提供的數據也必須合理才

行。

對酒店來說，當自己報價時，最想知道

的是，自己排在第幾，借此瞭解自己被選中

的幾率。以前使用線下電話、EXCEL檔案

的環境下，信息不透明。現在所有人都在

線上，雖然不知道是哪一個競爭對手提出

的價格，但可以瞭解其他價格選擇。新開

的酒店，往往會聚焦搶客戶、搶市場，決定

先放棄利潤，提供讓自己能夠位列第一的

價格，這樣被選中的幾率就很高。新的酒

店也許第一個客人沒辦法賺到很多錢，但

是基礎有了，可以滿足運營成本，下一個客

人就可以報高一點的價格了。而且酒店在

談判時，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客房量的間

夜都不同，加上每家酒店的策略不同，報

價也都會不一樣，惡性競爭的情況也不容

易出現。以往酒店可能需要一個非常有經

驗的專業人士去跟客戶談判，並做紀錄。

數字化之后，任何有邏輯的銷售，都可以

根據自己酒店的價格策略，參照基準，進

行報價。

Q.數 字 化 採購 帶給 酒店業的衝

擊？

姜
：事實上，數字化不單單幫助到企

業，也會幫助到酒店。酒店為了得到

某一個客人時，在談判時會妥協，但是客人

所提到的間夜量是否達到預期，這對酒店

是很大的挑戰。下一次談判時，若知道企

業只有五百個間夜，但酒店相應價格的要

求達到兩千個間夜，這樣價格到底要不要

給，會是一個難題。不給，就有風險丟掉了

客人，但是給了如果讓其他真的有兩千個

間夜的客人知道了，也是很麻煩。另外，酒

店一旦漲價，客人就無法住了，因為企業差

標是固定的，這對企業和酒店來說都很尷

尬，雙方都希望能夠互相支持。

不過，當整個流程被外包時，專業人士會

提供解決方案，他們不只是看到單一酒店

的間夜量，而是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間夜

量，甚至借助人工智能，將數據導入地圖，

地點、間夜量都可以運用熱力圖展示，立

刻可以知道某個城市會有多少間夜量，要

跟多少個當地酒店談判。平均一個城市大

約也只需要涉及兩百家酒店，如果聚焦在

一個地區，可以只鎖定二十家，也就是說，

整合后的數據更準確，聚集起來的間夜量

也是更好的談判籌碼。經過分析獲得的間

夜量預測，也更加可能轉化為真正的預訂

量，對酒店和企業的長期、良性合作關係

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採購人員，沒有辦法

知道A酒店好還是B酒店好，在家附近可以

去體驗一下，但是在其他城市的酒店，是無

法得知的。但是通過專業採購，可以看到業

務回顧細節，還可以通過數據分析，瞭解鄰

近兩家酒店，價格一樣但是間夜完全不同

的原因。而且發現情況后，也可以通過市場

調查、收集信息，或是人工交流，如要求員

工回饋、給予員工問卷等，挖掘原因，這對

企業都有所幫助，也讓酒店能夠有一個很

好的機會去理解企業，實現雙贏。

Q.中國可以如何借鑒國外經驗？

姜
：中國雖然是在1.0，而且直接跳到

4.0，國外是沒有人從4.0開始的，都

是從1.0開始一步步走到4.0的。走到4.0，

企業想要做全球化的整合，因為信息分享

的好處非常多，企業差旅管理會因此得到

提升。比如，一個採購人員在紐約分公司，

一個在東京、一個在上海，他們分別談好

了各自的價格，可以把所有價格信息上傳

到一個共用平臺，這樣全球要旅行的商務

人士都能通過這個工具知道全球談判的所

有價格，可以共用這些好的價格。

因此，打造一個標準化的全球平臺非常

重要，這樣后期預訂不管是通過旅行社

或TMC操作，還是自己去人工預訂，都能

實現共用與信息透明度。唯有全球整合

后，全部信息在同一個平臺上呈現，所有事

情才會變得簡單。

從採購到支付的流程打通后，將全球所

有數據收集起來，加以整合，你會發現，不

同市場除了有當地境內出差的需求，很可

能也有入境需求，兩者合併起來，才是對酒

店的真實需求。統一起來的間夜其實是可

以加強自己的談判籌碼，因為大型公司除

了不同市場上的當地員工對當地酒店有需

求，外地員工對同樣市場的酒店也可能有

需求。一旦信息透明化，採購談判籌碼也

就更強了。採購完成后，回到價格準確率，

理想狀態是使用智能工具進行談判，採購

完一旦決策者批准與接受了，價格也就直

接進入價格審核系統，如同流水線一樣，

直接就可以檢查價格對錯，沒問題就可以

直接讓價格前往預訂系統。

簡單說，採購好了，做好價格審核，就可

以預訂了。這一系列過程應該是打通的，

就像一個漏斗一樣，一路往下走。一旦可

以預訂，採購就要想到員工滿意度，數字

化轉型代表無紙化，沒有現金支付，不需

要收集發票，也不需要報銷。從一個商旅

人士來看，最理想的狀態是，自己預訂好

酒店，然后去入住就可以了，其他都是無

感的。這就需要從採購、價格審核、搜索

到預訂、支付、結算等一系列流程的打通。

比如，在付款的流程，商旅人士入住的酒

店需要清楚這個客人的房間是由企業來付

款，他入住時就不需要支付了，而酒店收

到費用后，就可以把以前一萬張的發票通

過人工智能整合成一張，開具給企業。這

樣，所有數據也更容易收集整合，對企業

財務來說，所有的對帳、查假發票等痛點

也迎刃而解。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商旅人士要自己先

預訂，有時候線下預訂，有時候請旅行社預

訂，有時候打去海外請同事在預算之內幫

忙預訂，之后去前臺登記，付押金拿房卡，

離開時再去結帳，拿發票，回去再做報銷，

還要等一段時間才能拿到報銷款。一旦將

所有採購都在同一個平臺上，商務人士就

可以輕易完成預訂。

Q.如何看待 酒店採 購 的未 來發

展？

姜
：對企業來說，十年前在辦理信用

卡時，誰也沒想到現在帶一個手機

出門就可以搞定一切了。現在有些人在國

內這樣生活慣了，去其他國家都忘記帶現

金了。未來酒店採購的發展是具有很多可

能性的，5.0的出現也不難想像。個人甚至

覺得未來已來，而且未來不單單是採購，

從採購、價格審核、搜索和預訂，到支付的

一系列流程，都需要關注。

另一方面，當酒店採購談判好了，扣除

所有花費，節省成本的金額出來了，這只是

紙面上的節省成本、是一個可能性，還是

可以真正落實並帶來真正的成本節省？這

都要看企業本身有沒有貫徹。員工知道談

了這個價格，通過這個價格去預訂，才不會

讓採購白談，也才會真正讓節約成本變成

事實。因此，企業如果沒辦法執行貫徹，就

不用談了，談了也是浪費時間。簡單說，如

果企業從上到下沒有人願意執行，即使拿

到一堆工具、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都沒

有用。

而要做好酒店採購，就必須先拿到數

據，整合數據、提取樣本，從一家最常出差

的公司開始，或是從最熱門的目的地下手，

因為80%的量往往都走在20%的目的地之

中，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前十大城

市排列整合一下，八成也就有了，其他20%，

下一步再來處理。從採購、價格審批、搜索

和預訂到支付的一系列流程的數據都整合

后，節約成本的方案就出現了。

對酒店來說，未來酒店採購的發展，重

點在于和企業的互動，特別是酒店對企業

需要有更加多的瞭解。因為信息越加透明，

就能更瞭解企業，也就能提供更好的服

務。亞洲人比較喜歡被關注，企業員工在

酒店被對待成頂級客戶，像是拿到歡迎水

果、歡迎茶，這樣很小的細節，也能讓他感

受不同。酒店沒辦法對每一位客戶如此，

成本太高，但是精細化的聚焦，把這些重

要客戶做好，目標客戶就會一直回流了。

現在中國在支付方面的數字化已經非常

領先，但是採購方面還有待提高。在基礎

設施已經準備好的情況下，現在的挑戰是

沒有數據，一旦企業開始整合，明年就有

可能直接跳到5.0年代。和其他國家相比，

雖然也許他們採用線下方式在處理，但是

他們已經將數據整合了，所以起點不同。不

過，未來誰先到達終點還不好說。可以說中

國市場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企業一旦有意

願，開始貫徹執行，市場是會變化很快的。

Q.市場上越來越多酒店主打變動房

價，這對採購來說是一件很抗拒

的事情，未來酒店有機會成功嗎？

姜
：一方面對于酒店來說，這是太應

該要做的事情了。就算是賣海鮮，

剛剛打撈上來的價格，跟放了三天和放了

一個月的價格完全不一樣。酒店也一樣，

以每間可銷售房收入和入住率為准，如果

入住率只有二成，房價可以賣便宜一點，但

是當入住率九成了，肯定就想把價格提上

來了。如果企業還要便宜價格，酒店就要

面對業主的壓力。

另一方面對于企業來說，變動房價不一

定能真正幫助自己省錢。把一千元的房價，

爭取到固定房價八百時，未來是可以預測

的，但是當房價是變動的，萬一從一千變成

了兩千的話，即使能爭取到半價的優惠，

也可能比固定房價的成本高。因此，對採

購來說，經常性使用的酒店，還是需要固

定房價比較穩妥，以此降低風險。而對于

不經常使用的酒店，則可以試試看變動房

價。

相較于每個財政年度進行一次採購的

方式，市場上出現了持續性的採購，這也

是因應變動房價而生的最新策略。企業和

大品牌酒店談到一個八百元的價格，當停

用時間大品牌酒店漲價到兩千四、企業沒

辦法接受時，就可以改選擇其他酒店。

另外，採購往往根據去年數據來談今年

的價格，但是如果去年的項目結束了，之

前五千個間夜談了很好的價格，今年沒有

人去住了，或是因為有新的項目，按照去

年的基準談的酒店間夜量，會發現完全不

夠住。這就需要持續性的採購，如此也才

能更好地滿足企業的需求。其實銷售不會

跟採購說明年自己要開拓哪個目的地，因

為這都要跟市場走。採購即使根據去年數

據，在持續性採購的設計下，就可以跟上

銷售的節奏，提供更加令員工滿意的採購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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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6大族群
體驗新加坡更聚焦

順應市場需求，新加坡旅遊局的推廣方向將以「族群化」的思路，重新對消費者進行梳

理，劃分出美食主義者、城市探索者、精品收藏家、極限挑戰者、狂歡發燒友和文化愛好者六大

族群，並在線路推薦上更具針對性。
■劉霈芯＝採訪報道

新
加坡旅遊局自2017年推出全新旅遊

品牌「心想獅城」開始，注意到中國

消費者不僅在出行選擇上更為細分，也更

注重個性化體驗。2019年，新加坡旅遊局

將從入境政策、技術應用和體驗打造等方

面著手，將多元的新加坡魅力和「心想獅

城」的熱忱故事傳遞給更多的中國遊客。

在入境政策方面，為了更好地發揮新加

坡作為國際空港的強大優勢，新加坡于

2019年1月28日起正式推出面向中國和印

度公民的96小時過境免簽政策（VFTF）。

凡持有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日

本、新西蘭、瑞士、英國和美國等八個指定

國家簽發的有效簽證及96小時內離境新

加坡的有效續程機票、渡輪票或船票等的

遊客，即可在前往第三國和自第三國返回

途中，過境新加坡時免簽停留4天；與此同

時，該政策還適用雙向過境新加坡遊客，

這也為無論是啟程還是返程中的人們增添

多一個目的地體驗的機會。

此舉不僅將為中國公民提供更為高效

的出行選擇，同時也有望吸引更多旅客過

境停留，促進新加坡短期遊市場的蓬勃發

展。

發展族群化思路

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

長柯淑丹女士表示，新加坡旅遊局的推廣

方向也以「族群化」的思路，重新對消費

者進行梳理，劃分出美食主義者、城市探

索者、精品收藏家、極限挑戰者、狂歡發

燒友和文化愛好者六大族群，並在線路推

薦上更具針對性。相比較之前針對客群的

策略，如今的族群劃分是順應市場需求的

結果，針對每個族群都會循序漸進地推出

一系列線上線下的活動，在渠道和合作伙

伴的選擇上也因地制宜，系統化地將新加

坡的旅遊信息帶給中國遊客。

另外，她也指出，伴隨着中國旅客年輕

化、個性化的趨勢，傳統的遊覽模式越來

越難滿足90后至千禧一代的需求。如今90

后已成為中國出境遊的主力軍，今年旅遊

局也將重點關注這一群體，

因此，新加坡一直致力于推

出新鮮有趣的旅遊產品或線

路。面向「城市探索者」族群

時，線上路上會傾向推薦適

合這一類群體喜歡的文藝打

卡地或是適合拍照的餐廳等；而對以90后

居多的「狂歡發燒友」族群，在行程推薦

上則會以音樂節、派對、酒吧為重，從而

展現新加坡年輕而熱情洋溢的一面。針對

「狂歡發燒友」族群，新加坡旅遊局在去

年年末發佈了「你是哪種派對動物」H5小

測試，並在上海及廣州打造了「派對動物

狂歡夜」的線下活動，展現原汁原味的新

加坡夜生活。

此外在去年，新加坡旅遊局與世紀假日

國旅合作，在深圳推出了新加坡體驗館，

該體驗館不定期會舉辦不同主題的分享互

動活動，讓中國遊客在趣味中感受不同的

新加坡故事。

為了在市場上進一步提高聲量，並且更

精准地觸達目標客群，新加坡旅遊局將

致力于加強與意見領袖以及在社交媒體

上與年輕社群的互動，增加使用者自主內

容的產出，打造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必打

卡景點」。而針對90后「邊走邊訂」的「小

規模、碎片化」旅遊習慣，新加坡旅遊局

也將繼續與業者展開合作，通過更便捷的

移動搜索和分享服務，優化遊客的行中體

驗。

看重定制遊需求

在族群化的概念下，「定制化」和「深度

遊」逐漸成為核心訴求。柯淑丹女士指出，

新加坡旅遊局在體驗打造上將更加注重

消費者的細分需求，並更多地把「沉浸式

體驗」融入旅遊產品的設計中，特別是隨

着「星耀樟宜」、「設計·烏節」等新興項目

的推出，給予了旅行產品搭配更多的可能

性。

因此旅遊局鼓勵業者們一起協力把新

加坡的迷人故事傳遞給世界，通過講故

事、與品牌理念聯動和定制旅遊體驗的方

式來點燃消費者的激情，豐富旅遊產品、

體驗及活動的設計。

新加坡旅遊局和業者們的合作取得了十

分振奮人心的成果，其推出的不少定制產

品把「心想獅城」品牌的理念很好地傳遞

出來。目前有20余個「心想獅城」之旅的

行程來展現新加坡不同方面的魅力，以滿

足不同族群的需求。其中有20個行程的安

排是根據已有行程重新去規劃的，另外4

個則是全新推出的行程。如針對城市探索

者，在聖淘沙安曼納聖殿度假酒店推出的

復古主題之旅；或是針對文化愛好者，在

新加坡悅樂樟宜酒店推出的百分百新加坡

主題房間。

此外，與傳統意義上的美食之旅不同，

新加坡業者A+B Edu Tours & Travel新加坡業者A+B Edu Tours & Travel新加坡業者 在去

年推出了介紹當地文化和有趣典故的美食

探索線路，美食主義者族群從中一定能發

現許多樂趣。如帶領旅客參觀新加坡最早

的市場之一，芽籠士乃巴刹。作為新加坡

彼時的商貿中心，也是年代最為久遠的馬

來人聚居區之一，芽籠士乃巴刹為遊客感

受本地生活、探索獅城文化提供了一處理

新加坡旅遊局

大中華區首席代表

兼署長柯淑丹女士

新加坡旅遊局

大中華區首席代表

兼署長柯淑丹女士（
提
供
·
新
旅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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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地。

鼎鼎有名的萊佛士酒店餐廳的前任主

廚兼備受好評的Wok&Barrel餐廳的前運

營人Shen Tan是現代新加坡餐飲的代表

人物之一。而如今，想要感受這位大廚的

手藝可以選擇拜訪其位于Commonwealth

組屋之中的私人廚房，Ownsel f Ma ke 

Chef。Shen Tan以現代新加坡菜式為基

礎，並在私人烹飪中加入各種自創的醬料

或其他配料。參訪者得以在有着歷史特色

的組屋中，感受頗具創意的現代新加坡餐

飲文化，可謂一舉兩得。

另外，今年6月，首次在亞洲舉辦的「世

界最佳50餐館」（The World’s 50 Best 

Restaurants）大獎評選將展現新加坡的特

色飲食文化，在系列活動中，傳統的小販

攤位小吃與精緻的現代美食將互融共存。

而在7月第26屆新加坡美食節（Singapore 

Food Festival）期間，遊客還可以認識新加

坡餐飲屆的明日之星，體驗獨特多元的本

地美食。

針對美食主義者這個族群，新加坡旅遊

局也與一眾業者合作，例如Makan Makan

美食之旅，遊客們將去到人文街區甘榜格

南，體驗原汁原味的新加坡風味，探索在

新加坡料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種香料以

及目睹大廚製作美食。

2018國際遊客、旅遊收益再度突破

Record High

2018年新加坡旅遊業在全球市場呈現

穩步增長的勢頭：入境旅客方面， 2018年

前往新加坡的外國遊客多達1,850萬人次，

較2017年1,740萬增長了110萬人次，增幅達

6.2%；旅遊收益方面，2018年新加坡旅遊

收益初步估算達271億新幣（約合人民幣

1,352億元），較之2017年的268億新幣增

加約3億新幣，漲幅約1%。其中，觀光、娛

樂、賽事等部分的旅遊收益漲幅明顯。

作為新加坡最重視的旅遊市場之一，

2018年赴新加坡旅遊的中國內地遊客人數

已突破341萬人次，2017年則為323萬，同比

增長6%，再度領跑所有入境市場，穩居第

一大客源國的位置。其中，一線市場增長

4%；16個新加坡旅遊局重點開拓的二線市

場有100萬人次到訪新加坡，較之2017年

增長6%。旅遊收益方面，截至2018年第三

季度，中國遊客在新加坡創造了31.6億新幣

（約合人民幣158億元）的旅遊收益，同比

2017年增長3%。

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

長柯淑丹女士表示，「以熱忱逐夢的路上

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019年我們希

望在繼續講好新加坡故事的同時，扮演好

新中旅遊橋樑樞紐的角色，保持新加坡作

為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推動旅遊業的穩

步增長。」

她指出，移動端使用已經成為中國消費

者的日常，使用者與內容為王成為了熱門

話題，新興的旅遊理念和平臺不斷湧現，

旅遊產業的新變化和新挑戰也在層出不

窮。面對新形勢，新加坡旅遊局將全「忱」

以待，攜手多方伙伴，繼續深耕中國市場，

精打差異化族群策略，共促中新旅遊的繁

榮發展。

而Funan購物中心翻新后預計第二季度

重新開業、萊佛士酒店翻新后也預計今年

中重新開業、Dusit Thani Laguna度假村則

預計第三季度開業，這些新項目將為遊客

帶來星國新面貌。

2018年新加坡國際遊客人次統計 2018年新加坡旅遊收益統計

341萬 31.6億中國

其他

中國

其他1,509萬 239.4億

總計

1,850萬人次

總計約

271億
         

(單位:新幣)

融入越來越多
當地人的生活體驗

順應市場消費者需求，現在我們對新加

坡旅遊產品包裝融入越來越多當地人的生

活體驗，也契合新加坡旅遊局的主題推廣，

比如在美食體驗方面，不再只是像以前推

薦前往所謂的當地老字型大小餐廳，而是

接地氣、性價比又高、當地人平日常去的餐

廳。我們現在也在不斷挖掘這些一般遊客

大眾視角，可能沒法立刻發掘的地點。

隨着市場變化，消費者更加願意深度體

驗，作為旅行社業者也逐漸做出更多差異

化產品，比如小吃街大胃王的美食之旅、

與來福士醫院簽約合作進行體檢的康養

項目、或者針對兒童到青少年的研學活動

等，現在我們一步步地在新加坡一地遊產

品上植入許多主題元素。

凱撒旅遊一直有專門的產品研發團隊，

也針對不同消費族群來研發產品線路，比

如新加坡一地較為熱門的親子遊，現在我

們會針對不同年齡段孩子設計不同的旅遊

產品內容，因為不同年齡段的孩子對新加

坡當地的興趣愛好也不盡相同，比如3-6歲

和7-10歲孩童的行程就會有所區別。現在

我們也與新加坡當地教育機構合作遊學

課程，融入親子遊產品，特色是這類產品

包括了大人和孩子不同的當地體驗，在孩

子到學校上課時，我們會安排大人在當地

遊玩的行程，孩子的學習則會安排到學校

插班和當地學生一起上課、進行團體活動

等。

未來我們希望能和更多新加坡當地旅遊

供應商，直接實現網路產品接入，也能為中

國遊客提供更多元的單項產品服務，比如

有很多是當地季節性活動、展覽、甚至演出

等，都是某個時間段的產品，像提前預定

2019年9月F1一級方程式新加坡航空公司新

加坡大獎賽門票、6月的Ultra音樂節、7月的

新加坡美食節等；另外也有很多旅遊項目可

能是其他入境遊客市場喜愛但尚未在中國

市場推廣的類項，比如當地最受歡迎的十

大活動體驗等，未必是中國遊客知道的，但

我們也希望客觀提供更多選擇。

和當地供應商合作
形成目的地閉環

新加坡旅遊局這兩年的推廣主題實際上

與我們在做的產品線路有高度關連，作為

業者，在設計產品線路時要兼顧用戶的需

求以及旅遊局的推廣重點，從中找到一個

平衡點。新加坡旅遊產品已經從幾年前可

能是新馬泰的三國遊產品轉變到遊客願意

深度走訪4-5晚的一地遊產品，業者見證了

這個飛躍的轉變。

特別是年輕群體市場的崛起，他們更多

想體驗當地文化、特色性內容，而不是景

點到此一遊。因此產品必須迎合消費者的

改變，舉例來說，攜程與當地旅遊資源如

名勝世界、新加坡夜間動物園、濱海灣金

沙等都有戰略合作，很多自由行遊客都是

機票和酒店預訂了就出行，但到了新加坡

如果臨時想要到哪裡遊玩，還是可以直接

通過攜程預訂當地旅遊體驗；其他和旅遊

周邊相關的服務，比如餐廳預訂、用車包車

等，攜程美食林榜單也提供用戶很多的當

地餐飲參考。

現在我們更多的是在做當地產品和信息

的完善及關聯，下一階段我們希望能和當

地供應商都能達成合作，形成一個目的地

閉環，從用戶在攜程攻略社區和旅拍等頁

面看到當地最新旅遊信息和活動等方方

面面的內容后，使用者能夠直接從這些地

方關連到產品預訂，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產

品。

另外，用戶現在也習慣從碎片化的產品

當中挑選自己喜好的內容進行預訂，而不

傾向預訂整個固定好的數日遊行程，攜程

更多是將目的地所有類型的產品都囊括到

我們的產品庫裡，但通過使用者習慣和軌

跡，系統會推薦不同類型的產品在使用者

的個人流覽頁面上；另外，現在也有部分遊

客傾向定制遊方式出行，攜程也有一個定

制遊視窗，專門為4-8人的親友團進行量身

定制的產品線路，可以按照使用者的需求

為其安排旅遊內容。從這些方面，皆能看

到消費者的旅遊行為方式已在轉變。

親子遊產品
越發走向精細

新加坡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旅遊目的地，

特別從華南地區飛行時間僅4小時，隨時有

短假期就能前往，因此新加坡的產品類型

一直非常廣泛。隨着消費者出行越來越成

熟，新加坡產品現在也趨向主題化，以應不

同類型和年齡層的消費者需求，比如遊學

類、親子、美食、自由行、高端度假等。

眾多產品之中，「親子遊」產品還是一直

非常受市場歡迎，因此現在親子遊產品也

越分越精細。新加坡親子元素的景點特別

多，基本上自由行也相當方便，從主題樂

園、動植物園、博物館到大型綜合度假區

比如聖淘沙名勝世界、濱海灣金沙等，擁

有很多適合親子遊的線路。這幾年廣之旅

也針對新加坡親子遊市場根據品類和玩法

等不同，持續研發多種產品，其中還細分

到親子遊的「遊學類」產品，按照不同年齡

層的兒童提供當地主題活動，而不只是傳

統適合孩童遊玩的景點走訪，更加寓教于

樂，比如在國家美術館的蠟染和海娜手繪

活動、機械人課程和趣志尼亞、也有在濱

海灣區域放風箏等戶外活動等，持續研發

各種結合當地人文和自然的活動體驗。

另外，新加坡+海島的組合產品也是非常

受到自由行遊客歡迎的一種旅遊產品，比

如民丹島、巴淡島、巴厘島、龍目島、馬爾

地夫等周邊國家的海島，都能與新加坡結

合大概5-7天的產品，也設計了搭配高端酒

店度假村住宿體驗的度假類產品讓消費者

自由選擇，比如民丹島悅榕莊海景別墅、

Belmond亞洲東方快車和在新加坡近期最

新酒店六善酒店以及嘉佩樂酒店等，還有，

此前特金會晤在新加坡，也吸引了許多遊

客前往新加坡旅遊。

再者，高端住宿體驗的產品從去年起的

咨詢量亦大幅提升，通過市場反應也增加

了這類型產品的採購和包裝，提高了新加

坡目的地的吸引力。

Agents’ Talk
對中國遊客來說，新加坡已經

是非常成熟的一地遊產品，也不

是順帶前往的目的地，加上飛行

時間短，產品多元化、與時俱進，

才能讓消費者多次選擇前往。

北京凱撒旅遊
目的地管理事業群
副總經理高然

廣州廣之旅市場推廣總部公關傳訊部
副經理官鍵

融入越來越多
當地人的生活體驗

才能讓消費者多次選擇前往。才能讓消費者多次選擇前往。

北京凱撒旅遊
目的地管理事業群
副總經理高然

我們也希望客觀提供更多選擇。

和當地供應商合作

攜程（上海）
目的地海外營銷區域
總經理陳冠其

      +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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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摘金奇緣》可以進一步展現新加坡的

本土風情和優秀人才，這也與新加坡旅遊局

「心想獅城」的品牌宣言一脈相承，符合其

致力于與遊客一同慶祝和分享新加坡故事

的追求。

遊客可以跟隨電影《摘金奇緣》的足跡

探索新加坡。電影主人公Nick和Rachel一下

飛機便在Nick的友人Colin和Araminta的陪

伴下前往覓食的紐頓熟食中心，是新加坡

最受歡迎的小販中心，集結各類小吃美食。

在這裡，遊客能品嘗到獨特風味的辣椒蟹、

蝦肉米粉和烤沙爹串，大快朵頤后繼續精

彩行程；位于市中心的讚美廣場是電影中

Colin和Araminta舉辦其豪華婚禮的地方，

其前身是一所天主教女子學校的讚美廣場

由綠茵草坪、大理石瀑布、庭院和新古典

主義風格建築構成，如今彙聚餐廳及酒

吧，然而仍保留着其寧靜祥和的氛圍，成

為了繁華都市中的一片綠洲。

而婚禮宴會場地—濱海灣花園也是新

加坡旅行必打卡的景點。濱海灣花園占地

101公頃，由18棵超級樹、溫室花穹和雲霧

林、文化遺產花園等組成，室內的巨型植

物和噴泉在燈光的照射下，渲染了其奇幻

的超現實氛圍。

2019年新加坡新發展年新加坡新發展

Spotlight

▼設計·烏節(Design Orchard)

于2019年1月25日開業的「設計·烏節」

（Design Orchard），是新加坡購物勝地

烏節路上的最新亮點。作為一個集零售、設

計活動、孵化為一體的的多功能複合空間，

「設計·烏節」由新加坡企業發展局、新加

坡裕廊集團及新加坡旅遊局牽頭，是新加

坡政府傾力將烏節路打造成生活方式目的

地的重要體現。

「設計·烏節」的整棟建築設計以花園為

主題，為人們在鬱鬱蔥蔥的綠地中營造出別

具一格的購物體驗。該項目的一樓為零售

展館，有超過60個包括服飾、配飾、美妝和

紀念品在內的本地原創設計和品牌可供選

購。

二樓則為孵化空間，旨在發掘新加坡本土

設計師和培育優秀的設計人才。

▼星耀樟宜(Jewel Changi Airport)

甫于今年4月正式啟幕的「星耀樟宜」

（Jewel Changi Airport）坐落于樟宜機場

的核心位置。

是一座集遊樂休閒、景點與花園、零售購

物、住宿餐飲、機場運營設施等多功能于一

體的綜合性建築。呼應新加坡「花園城市」

的美譽，其內部設計將大規模的室內花園與

一流的購物休閒設施完美融合，並將令人歎

為觀止的景觀——森林穀和雨漩渦置于中

心位置，佈滿上千種樹木與植物，森林谷也

將成為新加坡規模最大的室內植物天堂之

一。

憑借便利健全的設施和自然優美的景觀，

「星耀樟宜」可望將成為新加坡又一休閒娛

樂好去處。

▼跟著《摘金奇緣》深度走入
 新加坡

《摘金奇緣》去年底熱映，講述了一個引

人入勝的故事，也重點描繪了新加坡風情，

為新加坡旅遊帶來進一步的旅遊商機。

對于許多人來說，這部電影讓他們對新加

坡有了初步瞭解，也吸引著他們主動探索更

多關于新加坡的信息，新加坡因此成為眾

人眼中具有獨特能量、勇氣和靈魂的非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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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新巴厘
驅動印度尼西亞的美好轉變

僅在今年前四個月，印度尼西亞旅遊部便已攜業者從中國西南到東北一、二線城市舉辦了多場旅遊推

介會。與前幾年相比，印度尼西亞近期在中國的旅遊推廣力度明顯加大，且焦點非常明確：推廣「十個新

巴厘」。許多參與過巴厘島投資的企業，都有心加入到新目的地的開發，並將通過就業機會和財富為當地

社會帶來顯著的乘數效應。然而，基礎設施將是這些新目的地發展和成功的關鍵。

■鐘韻＝採訪報道 

據
瞭解，印度尼西亞雖有一萬七千多個

島嶼，但長期以來40%的遊客眼裡只

有一座：巴厘。因此，「十個新巴厘」此項

計劃旨在打造及宣傳巴厘島以外的十個目

的地，疏解巴厘飽和壓力的同時，也讓旅

遊收入流向國內各處，使印度尼西亞全境

旅遊熱度更為均衡。作為2017年推出的計

劃，「十個新巴厘」概念也正逐漸向中國市

場紮根。

這十個目的地分別是：北蘇門答臘省的

多巴湖、邦加勿裡洞省的丹絨格拉洋、萬

丹省的丹絨勒松、蘇拉威西省東南部的瓦

卡托比、龍目島的曼達利卡、中爪哇的婆羅

浮屠、東爪哇的普羅摩火山、北馬魯古的莫

羅泰、雅加達的千島、東努沙登加拉省的

拉布安巴佐。

這些已具標誌性但遊客數量相對少的高

潛力目的地，都面臨可達性和基礎建設不

足的問題。為此，印度尼西亞政府大舉推出

了加強機場建設、設立經濟特區等促進景

區發展的措施。經濟特區之一的曼達利卡

(Mandalika)，開發進度尤可關注。

曼達利卡積極進行開發

印度尼西亞旅遊發展公司（ITDC）投資

與營銷主管Ricky Baheramsjah介紹，

作為目的地，曼達利卡實際上已有30多年

的歷史，但是1998-2000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迫其開發推遲或取消。2015年后，由印度尼

西亞政府授權將曼達利卡作為旅遊目的地

開發、管理和運營的ITDC（前身為BTDC）

完成了曼達利卡地區的詳細總體規劃及道

路、海灘和公共設施等關鍵基礎設施的建

設，未來5年並將持續投入2.48億美元，用

于該地區其余基礎設施的開發。

就目前而言，除了上世紀90年代開業、

102間客房的龍目島諾富特酒店之外，曼達

利卡周邊幾無住宿設施，但是接下來五年

內，曼達利卡的酒店客房預計將達2,500

間。262間客房的普爾曼度假村計劃于2020

年第一季度開業，派拉蒙酒店和度假村、地

中海俱樂部、皇家鬱金香、Shaza 及 Mysk 

by Shaza、雅樂軒等品牌接下來也將相繼

進駐；ITDC與其他品牌的談判則盼至今年

中完成。未來曼達利卡總開發面積為1,1175

公頃的區域內，預計將有約12,000間酒店

客房、350,000平方米的商業空間、吸引通

過印度尼西亞南部的遊艇和其他船型的

78泊位遊艇碼頭，及一座主題公園。ITDC

還將打造世界上唯一可容納摩托車比賽

的街道賽道，2021年舉辦國際摩托車賽

事Motogp™和Motul World SBK。

Ricky Baheramsjah提到，康養和賽車運

動在中國普及率的增長引人關注。一方面，

結合健康生活方式的瑜伽旅遊正迅成趨

勢；另一方面，全球超過25%的賽車迷都來

自中國，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這兩點對

曼達利卡的總體規劃至關重要。

他指出，印度尼西亞廣闊的群島中，每個

角落都有迎合不同興趣點的特徵、遺產、文

化和玩法，因此為遊客提供的也是不同于

其他單一目的地、非常獨特的體驗。位于龍

> 印度尼西亞旅遊發展公司（ITDC）
 投資與營銷主管Ricky Baheramsjah 

（
提
供
·ITD

C

）

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

可達性為其必須克服的重點挑戰之

一，而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這不僅包

括交通通達性，更涵蓋當地基礎建設，

特別是港口、道路和公共設施。

印度尼西亞的遊客中，四成以上都被

巴厘一個島所吸收。去年，有一百三十多

萬中國遊客到訪巴厘島。不用說，表現非

常出彩。但是，如何面對未來十個目的地

的挑戰？

從官方角度，巴厘島旅遊局雖聲明未將

這些新晉目的地視為競爭者，但也指出，

其將更專注于旅遊品質的提升、拓展利潤

更豐厚的市場。至于策略，一是著眼文化。

作為印度尼西亞唯一信奉印度教的地區，

巴厘島的本土文化與印度尼西亞其他地區

有差異。巴厘島旅遊局旅遊推廣負責人

Agus Yudi介紹，旅遊局會凸顯其特色，

同時在巴厘藝術節、Makepung杯水牛賽、

烏布作家讀者節、巴厘瑜伽節、85個國際

旅遊節的基礎之上，打造更多有創意的活

動，並以數字化方式宣傳巴厘旅遊品牌。

二是開發人造景點。三是加強拓展婚

禮、蜜月市場。此外，據悉當地衛生部門也

正為康養旅遊市場的發展架起必要的標

準、法規，向發展至為迅猛的國際康養旅

遊市場挖上更大一勺羹。

從民間角度，想必競爭加劇未被巴厘旅

遊行業視為好消息？業者如何看待新局

勢？旅遊局僅表示，當地業者會提升產品

多樣性、包裝更有意思的產品。ITDC因在

巴厘島運營努沙杜瓦豪華度假區，倒是有

更切身的思考。Ricky Baheramsjah說道，

四成的印度尼西亞入境遊客市場份額反映

了巴厘島的目的地實力。在印度尼西亞旅

遊部為發展和提高印度尼西亞整體旅遊市

場份額而提出的「十個新巴厘」願景之下，

巴厘島雖肯定將面臨競爭，但由于這些目

的地各自提供獨特的體驗和價值主張，最

終，此策略會吸引更多遊客到訪整個印度

尼西亞，同時巴厘島仍會保有巨大份額。

他有信心，巴厘島會繼續引領新發展，

並將始終作為印度尼西亞國際旅遊目的地

開發和管理的基準。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

來看，巴厘島旅遊業都會保持強勁。

從投資角度，Ricky Baheramsjah進一步

分析，巴厘島為早期投入旅遊產業的投資

者帶來了非常豐厚的回報。「十個新巴厘」

的總體目標是將成功和組合多樣化的投資

進行複製。就ITDC自身的經驗來看，這普

遍受到投資者的歡迎，以至于許多參與過

巴厘島投資的企業，都有心加入到新目的

地的開發。這些新目的地最終將通過就業

機會和財富為當地社會帶來顯著的乘數

效應。然而，他再次強調，基礎設施將是

這些新目的地發展和成功的關鍵。

面臨2大挑戰：
低質團、機場輸送能力

除了為未來的競爭作準備，巴厘島眼下

也有問題須解決。Agus Yudi表示，首先是

被當地政府稱為「低質」遊客的中國零團

費遊客問題。消費直接流向中國商店的零

團費旅遊不僅給當地經濟帶不來好處，更

讓巴厘旅遊品牌貼上了「廉價」標籤，省政

府和國家旅遊局皆極為關注，並已著手整

治。

其次，位于巴厘省南部的登巴薩國際機

場容量僅每小時27架次，擴大輸送量的能

力有限。旅遊局代表表示，意圖提高巴厘

接待能力，同時平衡南北地區發展的巴厘

北部新機場預計2020年開建，2025年投入

中國遊客到訪巴厘人次

138萬2017年

2018年 136萬

中國為巴
厘第一大
國際市場

Bali
巴厘島凸顯獨特文化捍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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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新巴厘
驅動印度尼西亞的美好轉變

目島南部的曼達利卡俯瞰印度洋、橫跨有

6個特點各不相同海灘區域的16公里海岸

線，結合可觀海的迷人山丘，使其獨樹一

幟。

交通方面，距曼達利卡20分鐘車程的

龍目國際機場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

大利亞有直飛航線，但印度尼西亞統計局

（BPS）的資料顯示，入境遊客仍多以島上

港口（特別是西部連接巴厘島的港口）為門

戶。ITDC期望地方和中央政府正在啟動和

資助的現有基礎設施持續完善，以進一步

提高進入曼達利卡的可達性。

可達性為重點挑戰之一

關于「新巴厘」計劃，Ricky Baheramsjah

認為，印度尼西亞開發新目的地的戰略

既雄心勃勃，又具有巨大潛力。「我們看

到了旅遊業為周邊國家帶來的好處，當然

也看到了巴厘島旅遊發展的巨大乘數效

應。仿效絕非易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旅

遊部一直強調，能為任何新的目的地帶

來類似的成就的要素是“3A”，即可達性

(Accessibility)、便利設施(Amenities)和活動

(Activities)。」

他坦言，鑒于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最大

的群島，可達性為其必須克服的重點挑戰

之一，而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這不僅包

括交通通達性，更涵蓋當地基礎建設，特

別是港口、道路和公共設施。以此為基礎，

ITDC會專注于提供滿足大多數遊客期望

的便利設施、設備和服務，以及開發能良好

展示印度尼西亞自然美景的相關活動。

從通達性思考市場發展

交通方面動作頻頻，顯示印度尼西亞近

兩年正積極解決讓客人「到得了」的第一要

務。相關資料顯示，搭乘低成本航空到訪

印度尼西亞的遊客占總體約七成，且每年

增速約55%；相較之下，搭乘全服務型航空

到訪的遊客每年增速僅7%。因此，印度尼

西亞許多新、改建的機場都以低成本航空

為主要服務考量。

比如，雅加達除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

有兩個航站樓正分別為低成本航空國際、

國內線進行改建並將建新航站樓之外，還

計劃另興新機場；望加錫國際機場有計劃

進行擴建；巴厘島也將新建機場等等。

印度尼西亞政府也積極促進更多航線的

開通。僅中國市場而言，特別是在印度尼西

亞連城航空進入之后，近幾年太原、昆明、

廈門、南昌、南寧、遵義、瀋陽等多個一、

二、三線城市都新開或加開了印度尼西亞

定期或包機直航。今年四月，甚至還傳出印

度尼西亞政府為確保旅遊吸引力，壓制機

票價格上漲的消息。

令人玩味的是，印度尼西亞政府展現以

新加坡借力打力的企圖心。據瞭解，其初

衷是往魚多的池子裡釣魚。一來，每週約有

7,400架航班起降新加坡、每年約6,500萬人

次經新加坡通往世界各地；二來，新加坡

已經是國際遊客通往印度尼西亞各目的地

的主要門戶；再者，從新加坡至印度尼西亞

巴淡島和民丹島只需約一小時船程。

進一步來看，將新加坡郵輪市場吸向印

度尼西亞，也有發展空間。近期印度尼西

亞旅遊部的中國市場推介會看得到新加

坡的旅行社和航空業者參與，除新加坡與

印度尼西亞更多目的地之間的航線持續開

通外，新加坡航空也剛完成了與印度尼西

亞鷹航共用協議的進一步擴大，兩地結合

的旅遊線路選擇越來越豐富。旅遊產品方

面，新加坡+巴厘島、民丹島或巴淡島的團

行產品在中國市場雖有，但並不多；自由行

攻略倒是不少。

不過，此戰略並未獲得業界百分百的認

可。有印度尼西亞業者指出，新加坡對于

郵輪旅遊來說確實是極佳的樞紐門戶；從

新加坡登船的客人可以在到達終點站澳洲

前，串聯印度尼西亞各地一路玩下去。但

要說航空，絕大多數客人還是傾向短到中

程、不轉機的安排，而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

相對位置正好很適合各種航點的組合，因

此加強開闢能讓目的地接觸重要客源市場

的直飛航線，作用會更大。

強化天然災害應急管理

去年，印度尼西亞吸引了1,581萬遊客到

訪，未達到1,700萬人次的目標。無可避諱，

巴厘阿貢火山噴發、龍目地震、蘇拉威中西

部地震和海嘯、萬丹省湯勒松海嘯等一系

列自然災害以及多峇湖渡輪傾覆致上百人

喪生，重擊了印度尼西亞旅遊業。有當地業

者擔心，不安全的形象將使印度尼西亞難

以達到2019吸引2,000萬遊客的目標。

坐落在環太平洋火山帶，使得印度尼西

亞天生帶有自然災害頻發的特質。這雖不

影響其旅遊資源之美好，但卻意味當地政

府必須多付心力，保證遊客能玩得安心。想

複製巴厘成功模式的新目的地，也要做好

隨時跌倒、隨時爬起來的心理準備。據悉，

印度尼西亞正在開發、植入旅遊目的地的

減災技術，借以改善旅遊體驗，但印度尼西

亞何時會有完善的預警、保護和善后系統，

尚不明確。除了事故當下的人身安全，外來

遊客在事故過程及航班尚未恢復之前如何

安身、旅遊團額外費用如何安排等問題，如

果處理不當，都有可能成為旅遊品牌致命

傷。

對于目的地來說，在面對重創可能性的

同時也持續發展基礎建設、打造旅遊品

牌，實屬不易。以去年中遭遇強震的龍目島

為例，Ricky Baheramsjah說道，不僅西、北

部基礎建設須花時間恢復，全島的旅遊行

業也受到了嚴重打擊。不過，全島對于前景

仍樂觀以待，也相信MotoGP世界摩托車錦

標賽等重要活動，將助力龍目得到更好的

發展。

他指出，投資者的普遍觀感是，旅遊和

酒店業是長期業務，可以承受不幸發生的

自然災害。

也因此，長遠來看，多數投資者仍認為曼

達利卡和龍目島是旅遊和酒店項目發展潛

力非常強的市場。

「十個新巴厘」此項計劃旨在打造及

宣傳巴厘島以外的十個目的地，疏解

巴厘飽和壓力的同時，也讓旅遊收入

流向國內各處，使印度尼西亞全境旅

遊熱度更為均衡。

印度尼西亞遊客到訪人次

1,581萬2018年

2019年 2,000萬 (目標)

使用。不過至今年2月，當地媒體指出，關

于跑道應建于陸、于海，省政府和中央政

府尚未達成共識，故時程尚難確定。該機

場如同印度尼西亞許多新、擴建的機場一

般，將專注服務低成本航空。

中國市場方面，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

> 巴厘島旅游局旅遊推廣負責人Agus Yudi 

（
提
供
·
巴
厘
島
旅
遊
局
）

巴厘島的本土文化與印度尼西亞其

他地區有差異，旅遊局會凸顯其特色，

並以數字化方式宣傳巴厘旅遊品牌。

當地業者也會提升產品多樣性、包裝

更有意思的產品。

2018年到訪巴厘的中國遊客達136萬人次，

雖較2017年的138萬下跌了1.76%，但仍為

其第一大國際市場。Agus Yudi表示，從上

海、北京、昆明到廣州，各客源地皆長勢良

好。另外，巴厘省政府也建議旅遊局與中

國的旅遊目的地在旅遊管理、環境和科技

方面進行交流。為便利中國遊客，當地商

家已紛紛植入微信支付；未來，旅遊局期

待雙邊業者能在營銷、銷售、考察等方面

加強合作，吸引更多「高質」遊客。

再看看新動態。Agus Yudi介紹，巴厘

島「白名單」上已有許多優質酒店。此外，

2018-2019年從努沙杜阿、水明漾、金巴

蘭、烏布到庫塔等巴厘島各地都有中到高

端的本土或國際品牌酒店完成翻新或全

新開業。活動方面，巴厘島動物園今年四

月份推出了「夜遊動物園」冒險之旅。夜

幕降臨后，動物園會邀請客人體驗從雙層

巴士頂上用手餵食哺乳動物、在離動物園

常駐獅群僅幾米的地方享受傳統巴西烤

肉、觀賞驚險火舞等；服務套餐包括酒店

回程接送、喂鹿、喂象、夜間動物園導覽、

遇見夜行動物、晚餐、火舞表演和保險。

2018年，約214萬中國遊客到訪印度尼西

亞，2019年，印度尼西亞旅遊部目標吸引

370萬人次到訪。「數字化」是印度尼西亞

的重要營銷手段。據瞭解，印度尼西亞所

接待的國際遊客中，過半屬于千禧一代，因

此打造千禧一代所適應的數字化環境、利

用數字平臺和共用經濟達到營銷目的，備

受重視。

在中國，印度尼西亞旅遊部已與攜程進

行了從營銷到銷售到全面深度合作，而從

地方旅遊局到旅遊企業，都認識到數字化

推廣的重要性。比如在巴厘島的未來發展

計劃中，除了推介會、考察團等傳統推廣方

法，數字推廣也是將資源和產品信息傳送

出去的重要渠道。

鑒于到訪印度尼西亞的中國遊客量和市

場層次的差異，ITDC也認為，吸引客人的

最佳方式是部署能夠服務中國市場的基礎

設施。方法之一是建立有針對性的合作伙

伴關係和數字促銷活動，來吸引這個特定

的市場。提供信息傳遞系統和支付系統等

中國市場所熟悉的附加服務和接觸點，也

至關重要。那些面向中國市場的社交媒體

平臺，是將其產品介紹給各個細分市場並

最終吸引他們到訪印度尼西亞的關鍵。

同時，Ricky Baheramsjah也表示，中國

和印度尼西亞業者若欲互利互惠，通過參

加研討會、展覽和一對一洽談分享行業經

驗和最佳實踐經驗，並相互瞭解雙方的市

場和服務是最重要的。他再次強調，最終，

瞭解中國遊客的各種偏好和需求，提供適

當的基礎設施，至為必要。

Target China
用數字化營銷打開中國市場大門

中國遊客到訪印度尼西亞人次

214萬2018年

2019年   370萬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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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抬起頭來看天空、被滿坑滿谷的星

星嚇到，一定要前往西澳最適合賞星的秘

密基地，也就是位于珀斯以北424公里處的

傑拉爾頓（Geraldton）。大麥哲倫星雲、獵

戶座星雲、跑男星雲、船底座星雲，透過單

反拍，加上望遠鏡鏡頭，可以照到令人震撼

的星空美景。如果願意花上兩三小時，單反

甚至還能照出星軌。即使只有手機，加上

望遠鏡鏡頭，也可以照到清清楚楚的月亮

表面。

在傑拉爾頓賞星，可以一堆人，也可以一

個人，不用去哪裡特別尋找，找一個公園

或是去海邊沙灘上，抬頭就能啟動賞星之

旅。一群人窩在一起，一邊享受夜間野餐的

小確幸，一邊慢慢指認出所有天空中的星

星，彼此之間的距離拉近了，星星的魅力，

也通過彼此拍攝的照片，分享到各地。即

使一個人，在傑拉爾頓賞星一點都不用害

怕，更不用擔心會感覺孤獨，安安靜靜的躺

在草地上，看着一顆顆天上的微弱光芒，

肯定忍不住會讚歎起大自然的奧妙，領悟

到自己的渺小。

看着看着，一種洗滌心靈、脫俗塵世之

空間，消費者需要提前在微信公眾號上進

行預約才能進入，為了保障讀者在室內空

間閱讀體驗的品質，整個空間寂靜，幾乎只

有周邊讀者翻閱雜誌書籍的聲音，又或者

是擺放書籍的聲音，似乎所有人走進這個

空間裡，自然而然地都沾染了書香氣息。

既是圖書館又是藝術館

除了書籍以外，室內空間還點綴了許許

多多的藝術品，既是圖書館又是藝術館，

從桌子、牆上、到門口都放滿了許多不同風

格的藝術作品。這裡的鎮店之寶是個名為

Pixcell Deer的水晶鹿，是日本藝術家名和

晃平最廣為人知的裝置作品之一。

ZiWU志屋最近還把原本采預約開放的

Modern Eye藝影書閣空間擴大為四個版

塊，一層挑高的ZiWU Books 書閣有大量與

藝術、影像、設計有關的書籍及畫冊可供選

購，除了豐富多樣的刊物外，更引進少見且

稀有的海外雜誌，供會員限時借閱。

另外，讀者還可以從書本的內容出發，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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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時代演進，人們生活方式一直在改

變，從單一的信息被動接收，到雜食性的主

動獵取，當代人愈發不滿足，也不斷希望

在生活中找到有趣的新事物，體驗多變生

活。

比如，日前上海友人約我去「看書」，第

一次知道原來還有要預約才能進入的書

店，走進才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個世外桃

源。這個藏在市中心創意園區裡的獨棟閣

樓書店，樓閣式建築非常有藝術感，近20

米高的無邊書櫃，拍照、看書都合適，還會

不定時舉行各種小型展覽。

ZiWU志屋作為雜誌式的生活品味共用

平臺，更像是一個開放式的綜合體驗時尚

伸到相關的生活場景，並聯動閱讀空間進

行豐富的對談、講座與工作坊等活動。

這棟樓的二樓還用做展示空間，不僅彙

集有優秀攝影藝術家的作品，也將陸續引

進高質感設計小物、插畫、與生活相關創意

產品，一方面提供一個攝影藝術與愛好者

零距離接觸之交流平臺，另一方面則通過

獨到的審美眼光，呈現更多具有潛力的藝

術家作品以供收藏。

頂層為一個靈活多變的設計/品牌快閃店

空間，ZiWU Pop-up快閃，連接各個層面、

不同領域的設計師及品牌深度合作的紐

帶，不定期邀請設計師或品牌入駐，根據

其當季的設計主題以及產品的內容，創造

消費生活的跨界空間。原先以為去逛個新

書店，沒想到

我還在這裡看

了場知名設計

師周圓打造的

最新設計快

閃「Above the 

Lake 湖面之

上」展覽。

最為理 想

的書店，是能

夠創造出綜合立體化且面向大眾的體驗型

書店。讀者如我來到這裡或許主要不是為

買書，而是希望能發現驚喜，探索日常以外

的事物。

■劉霈芯＝撰文．攝影

ZiWU志屋 來書店發現驚喜與靈魂居所

感油然而生，在靜夜之中，吹着微風，更是

有如身處世外桃源；心靜下來了，雜念飛走

了，生命中簡簡單單的美好翩然駕到。

特別的是，傑拉爾頓近期看好中國市

場，特別針對中國客人打造Astro Star Tours

的觀星行程，邀請客人前往賈爾斯公園，並

在專業導遊帶領下進行遊覽。在原始的西

澳大利亞州天空下體驗宇宙的奇跡，無論

是想通過望遠鏡瞭解和探索壯觀的南方夜

空，還是拍攝輝煌的銀河系照片，需求都

能被滿足。而且到訪者將以前所未有的獨

特方式體驗和瞭解地球，探索自己在銀河

系中的位置，感受神秘宇宙的浩瀚。

賞星悅心的秘密基地 西澳傑拉爾頓
■張廣文＝撰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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