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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創新之間的碰撞是酒店行業永恆

的命題。隨着新技術不斷湧現，在選擇創

新應用上，有無立竿見影的成效，是企業決

策者首要考慮的問題，這是當前酒店業者

在抉擇酒店創新應用時的最大難點，而創

新帶來的不確定性，亦限制了酒店業「微創

新」發展。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副總裁陳孟超表示，

酒店是非常傳統行業，許多同業積極進行

顛覆性創新嘗試，但大多失敗收場，其中

一個關鍵因素，就在于酒店員工。創新要自

上而下，雖然決策者想創新、引入新元素改

變行業，但再多的創新，都不能改變酒店最

基本的本質：服務。而酒店的創新，除了依

託在引進新技術外，真正進行技術操作者

還是酒店前線員工，新技術要真正成為氣

候，得看員工能否接受創新思維，並進行系

統改造。

他進一步說到，創新可以有很多方式，當

前酒店業界還停留在「微創新」階段，就可

能因為諸多考慮，而無法繼續前進；同時，

酒店從業人員或者公司管理者亦不確定正

在試驗的創新技術，能為業務帶來多大幫

助。以AI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應用為例，很

多酒店集團都試圖用新技術改造酒店行

業，像是阿里開設的無人酒店，這個被視

為顛覆性改造酒店行業的嘗試，用了很多

Viewpoint
低成本、超低成本航空

將出現健康競爭

新技術，但若從酒店投資角度來看它的模

式，做一個無人酒店以后，如何能夠做十

個、百個，商業模式能不能複製？還是為了

創新而創新，業界都還在觀望。

深圳市旅遊協會副會長、深航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儉也表示，在酒店

業裡，何謂成功的創新？從高層的角度來

看，還是要回歸利益最大化。正在研發的創

新技術是否能馬上成功，或者很快有持續

性收益，都是挑戰。另外一種酒店創新技

術研發，則需要酒店和供應商一起試驗推

進，但是在市場當中，最矛盾的點，在于所

做技術並不一定受益，而酒店亦不一定會

採用。

他也說到，酒店業的創新應用，從大勢

來講一定會持續進行，在真正實踐過程中，

無論哪種創新都要適應酒店節奏，不斷選

用不同的替代技術測試哪些能快速產生收

曾為第16屆廣州亞運會開閉幕式的主場

館的廣州海心沙亞運場館，將進行升級優

化改造，建設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音樂博物

館。項目總投資約3.5億元人民幣，設計費

約1782萬元人民幣。

據悉，改造設計成果將分為三個層次：

一是博物館建築設計方案，二是看臺整體

改造策劃概念方案，三是海心沙島規劃方

案。博物館的功能主要包括靜態展陳、活

態展演及研究教育三大部分，室內總建築

面積約六千平方米，設置固定展覽和臨時

展覽，如主題展覽，以及小型沙龍式交流

場地、實驗劇場、琴房及音樂家工作室、錄

音棚等。

在配套功能方面，則主要包括互聯網音

樂展示體驗、音樂文創產品展銷、多功能會

益，還要確保酒店內部系統能跟得上，包

括酒店運營系統、客戶消費習慣、人力資源

等等，這個節奏如果沒有跟上，跑在前面的

技術也是劣勢。

此外，創新有風險，要給它一個容許錯

誤修正的時間。舉例來說，深航酒店在深

圳打造一個全新零售模式酒店，該酒店員

工很少，所有設施、服務都外包，這是一種

新嘗試，必須不斷嘗試與調整，一個創新

的成品尚未成熟時，集團在推廣和管理上

會存在很大風險。

黃儉表示，當前酒店行業最大的問題不

是技術，業界在技術創新方面已經走在很

前端，反而是決策人需要提高資訊化領導

力或者資料領導力。此外，在投資回報上，

如何令決策者理解創新技術帶來的效益不

能僅單看某一項目，而需衡量整體效益，這

也是目前阻礙酒店創新推進的難點。

愛知天空展覽館正式開幕

Customized Tour
中國旅業推進定制遊標准 
執行高品質發展

定制遊每年保持增長態勢，2017年線

上加線下的定制遊總額達到865億元，在

2018年更是超千億元。中國旅遊研究院

日前與攜程旅遊、凱撒旅遊、鴻鵠逸遊、

指南貓、不二之旅等共同發佈了《告定制

旅行業者書》，幾大旅行社共同發佈六大

口號，宣示愿意積極加入定制旅行的發展

進程，協同推進旅遊業高品質發展。

標準的發佈適時響應了定制企業形態

出現后，對于全新行業標準的迫切需求，

闡述了定制遊的內涵及相關術語，大幅提

升了中國旅遊業服務標準，是履行平臺社

會責任、具體執行高品質發展對旅行服務

商要求的實踐表現。(詳文請見P.10)

Hotel
雅高集團
發佈中國2020市場戰略計劃

中國市場對雅高集團來說是一個核心關

鍵市場，集團計劃未來幾年內在中國新增

三萬間客房。為了達到該目標，雅高集團

加快組建大中華團隊，並制定了「2020中
國戰略（China Impact 2020）」，希望大

幅提升酒店預定量及中國會員數量。據介

紹，2020中國戰略主要有三個具體方向：

積極開展分銷合作、優化直銷渠道，並進

行本土化運營，以進一步擁抱中國文化。

雅高集團一直專注于產品開發，重視使

用者體驗設計，確保以最好的方式與中國

遊客交流。(詳文請見P.18) 

Special Report
中國機場零售的
未來與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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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文創辦公、大型演藝劇場、精品公寓、

配套商業服務、停車服務。此外，項目還將

進行戶外景觀品質提升。而項目設計目標

是在基本保留原有亞運看臺建築的前提

下，進行改造設計和活化利用，建設灣區音

樂博物館，打造海心沙灣區音樂公園，構築

粵港澳大灣區音樂文化高地和樞紐，以推

進建設，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交流合作。

海心沙位于城市新中軸線和珠江的交會

處，地理位置重要，而海心沙島占地17萬平

方米、現有保留建築面積約11.9萬平方米，

其中西區場館（含地下空間）建築面積約9.8

萬平方米，與廣州塔、花城廣場、珠江夜遊

等形成了旅遊熱點地區。今年7月，海心沙

已發佈招標公告，對場館上空的8塊帆屏進

行改造升級，滿足露天電影劇場、常態大型

文藝演出、戶外大屏廣告播放的需要。

■張廣文＝採訪報道

廣州海心沙亞運場館
將變身粵港澳大灣區音樂博物館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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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子簽上海領區9月開始試點

繼北京領區開放中國團體遊客簽證網上申

請模式后，日本電子簽最近又有新進展，日

本電子簽上海領區將于9月提前試點，攜程

等首批試點旅行社將與日本駐上海領館合

作對接開始著手試點工作。今年10月起，上

海領區（包括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

將開始全面實施網上申請赴日旅遊簽證。

網簽對象為單次赴日旅遊且在日停留時間

不超過15天的遊客，在上海試運行的電子簽

證遞交範圍包括團體觀光旅行以及個人簽

證，其中個人簽證包括個人觀光旅行、特定大

學大學生的個人觀光、領隊短期停留等目的；

在申請方式上，遊客還是需要將材料提交給

領館授權旅行社，再通過旅行社遞交領館官

方JapanEvisa網站線上完成申請並遞交護照

等材料至領館，縮短旅行社材料製作時長。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
鼓勵善用澳門平台實現對接合作 
「世界旅遊經濟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日前在廣州參加「2019廣東國際旅遊產業博

覽會」（「2019廣東旅博會」），向超過3,000
家參展商及30,000名專業買家和行業人士推

廣第八屆「世界旅遊經濟論壇」（「論壇」），

開展跟業界的交流。 
晚宴上，世界旅遊經濟論壇首席運營官王

碩先生扼要介紹第八屆「論壇」活動，特別

是會期間的商務對接活動，鼓勵出席的旅遊

業善用「論壇」在澳門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

尋找在大灣區的各種商機和拓展機會。 
第八屆「論壇」將于10月13日至15日假澳

門美獅美高梅舉行。 

Industry Updates

亞太郵輪史上最大母港郵輪
德國精工制造「環球夢號」2021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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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文＝採訪報道

雲頂郵輪集團日前揭曉星夢郵輪旗下首

艘20萬噸「環球級」郵輪的名字—「環球

夢號」。亞太郵輪史上最大母港郵輪「環

球夢號」將于2021年初下水，帶領更多亞洲

旅客開啟環球夢想旅程。發佈會上，亦同步

發佈了郵輪業界權威指南《貝里斯郵輪年

鑒》中文版。

雲頂郵輪集團總裁朱福明表示，中國郵

輪市場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已經是世界第

二大市場，隨着郵輪客人趨向年輕化，對

智慧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高。「環球夢號」將

成功延續品牌旗下「雲頂夢號」、「世界夢

號」以及「探索夢號」。

環球夢號是由旗下德國MV Werften造

船集團彙集頂尖德國造船工藝和先進的人

工智慧科技，所打造的下一代新型郵輪。

每一位踏上這艘郵輪的旅客將在體驗人

工智慧方便快捷的同時，感受訓練有素的

船員們帶來的亞洲式殷勤款待，還有地道

中式餐飲選擇、豐富的亞洲及國際美食，供

味蕾挑剔的食客選擇。「環球夢號」下水后

將首先進駐上海及天津母港，成為亞太郵

輪史上最大的母港郵輪。隨后，將帶領旅

客開拓環球旅遊的版圖，路線遠至澳大利

亞、新西蘭、波羅的海和地中海等地。

「環球夢號」專為急速發展的亞洲郵輪

市場量身定制，滿足未來十年全球增幅最

大的中產階級市場需求。船上不僅將有業

內最寬敞的客房及最豪華的套房系列；還

將設有全球首個海上主題樂園，配備最長

海上過山車；同時亦有多達8間放映廳的最

大海上電影院，滿足旅客的休閒娛樂觀影

以及會獎旅客的需求；全球排名第三的電

音派對俱樂部Zouk亦移師海上，還有綠茵

大道為旅客提供多功能的露天休閒空間；

而聲控、人臉識別、智慧型機器人等人工智

慧科技的運用，則將完美定義「未來之船」

的風姿。

發佈會現場，雲頂郵輪集團公佈「環球

夢號」眾多亮點，亦上演了標準智慧客房

中國內地首秀。此次展出的標準露臺客房

面積約為20平方米，超業界標準15%，總

計可以容納多達4名旅客，是家庭旅客及

團體旅客的出遊首選。為了向旅客提供更

為舒適的入住體驗，「環球夢號」客房配

備眾多獨特設施，雙衛浴空間設計可供多

位旅客同時使用；客房內的沙發也可輕易

轉換成為一張雙人床，滿足額外兩位旅客

的入住需要；拉簾設計則可將客房分割為

兩個私人空間，兼顧實用性及私密性。客

房在設計中亦融入了眾多頂尖人工智慧科

技，包括藍牙鎖、智慧家居系統等，旅客可

以通過智慧手機、語音辨識、觸摸式控制

台實現燈光調節、溫度控制等功能選擇；

客房內亦設有智慧感測器，自動識別房內

是否有人，實現節能環保及保持舒適溫

度。

將成為全球載客量最高的郵輪

排水量達208,000噸的「環球夢號」除了

航速快，還擁有2,350間客房及套房，標準

載客量為4,700人，旺季船上員工人數將達

2,500人，最多可接載超過9,000名旅客，不

僅將成為德國造船史上最大的郵輪，同時

也是全球載客量最高的郵輪。其中客房類

型庭苑別墅、行政套房、豪華套房、主題套

房、露臺客房及內艙客房等眾多房型，將讓

郵輪旅行普及至更多客群；而以「船中豪華

船」概念打造的「The Palace皇宮」貴賓專

屬區域則設有151間尊貴套房，致力進一步

滿足高端旅客的需求。

亞洲唯一入選

此外，在發佈會上，有郵輪業界權威指

南之稱的《貝里斯郵輪年鑒2019》亦首度

發佈中文版。由郵輪專家、被英國《泰晤

士報》稱為「業界最嚴苛的評論家」道格

拉斯·沃德（Douglas Ward）先生精心編撰

的《貝里斯郵輪年鑒》自1985年第一版問

世，而后每年固定更新，至今已出至34版之

多。該書針對船體、住宿、餐飲、娛樂、服務

及郵輪體驗等6大方面共計20條計分標準，

對全球現役近300艘郵輪進行評比，因其

原作主編及團隊長年所建立的權威形象，

目前已被全球郵輪業界、旅遊業界及消費

者們一致公認為郵輪聖經。

在《貝里斯郵輪年鑒2019》的星級十優

評選中，星夢郵輪「雲頂夢號」及「世界夢

號」均入選「世界十大最佳大型郵輪」，是

亞洲區內唯一獲此殊榮的兩艘郵輪。

至2021年、2022年初兩艘「環球級」郵

輪分別加入船隊后，星夢郵輪將擁有五艘

由德國精工製造的豪華郵輪，在安全性、

品質、航速、豪華度方面均踐行最高標準，

屆時，她將成為全球唯一一個「全德國製

造」船隊、亦是全球最年輕且最現代化的

船隊。

酒店跨界價值在于創新場景、新生活方式

Crossover

■劉霈芯＝採訪報道

不同于其他行業的跨界，酒店業的跨界需

要帶給消費者更加有趣、更加豐富的沉浸

式內容，並在選址、設計、營銷、科技等方面

賦予全新的理念，為消費者創造價值。

東呈國際集團董事、集團資深副總裁吳

偉先生表示，酒店業發展AI人工智慧、科

技與跨界合作已不是新鮮事，現在酒店都

在尋求坪效，希望大堂和每一寸空間能賣

更多的錢，實現更多價值，給消費者帶來

真正意義，這已經是一種常態。但跨界不

能只是停留在一個表面，例如聯合營銷或

者做主題房，而是對不同行業深入思考，從

產品、消費空間進行再造，為消費者創造

新價值。

那麼，新的消費者價值體現在什麼地

方？

他指出，跨界價值體現在新消費場景及

新體驗，關鍵還有生活的意義。只要商業

邏輯及模式發生變化就是創新，它有可能

演繹出一個新產品。

東呈集團旗下酒店品牌在跨界探索的過

程中發現，單純用加法的方式做跨界是一

種很淺層的做法，跨界必須為客戶帶來代

入感、愉悅感、信賴感和意義感，如果沒有

這四感，跨界或者創新對未來消費者來講

都是「偽創新」。

在科技方面的跨界合作，也不是給一個

虛擬實境VR讓消費者頭暈眼花，或是加個

機器人在酒店大堂走一走、問好、帶路或送

餐，而是將傳統場景、傳統意義、傳統價值

轉換成一種新的具有意義感和價值感的東

西傳遞給消費者。

整體而言，跨界創新酒店業首要條件還

是酒店選址位置，乘以知名設計、乘以跨

界IP、乘以多元場景、乘以文化意義，以

及新的商業模式。

吳偉表示，在打造新跨界酒店的過程，

首先要找到地標位置，再輔以多元場景去

打造它，加上獨立的資源組織及精選行

業，並鎖定IP，包括體育、動漫、音樂、電

影、遊戲等。例如，集團和青年生活方式

品牌摩登天空、1905電影網合資，不僅僅

只是簽戰略合作協定做間主題房落地，而

是將深度合作打造第一個在上海的音樂

谷，打造第一個摩登天空設計酒店，將呈

現一個古老的上海石庫門建築的跨界產

品。

另外，在杭州，距離西湖300米位置，有座

古老建築，集團也將在這裡打造第一個電

影藝術酒店跨界酒店，該項目計劃在年內開

業，酒店將主打沉浸式體驗。該項目的體驗

會展現在多元層面，例如酒店員工都會說電

影臺詞，向他問問題時候，他會回覆電影臺

詞，讓客人產生代入感，進而吸引客人想看

這部電影。又如在電影酒店設計AR模擬房，

讓消費者沉浸在這些場景裡面，忘卻時光，

這才是跨界帶給消費者的真正價值。

他進一步表示，跨界是立體創造，不僅

僅是技術進步或者服務創新，而是整套系

統重新再造。它可以表現為收入模式變

化，也可以表現為其他衍生品模式變化，通

過跨界創造新物種，為客人打造更多未來

生活方式。

（
提
供
·
雲
頂
郵
輪
）

（
提
供
·C

H
TA

） ↑東呈國際集團董事、集團資深副總裁吳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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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機場零售的
未來與變革

人、貨、場是零售三個最核心的發展要素，對比國際樞紐機場，中國機場現有的商業收益明顯偏低，未來數年中國機場商業零售領域勢

必發生變革，相應變革下國內各主要機場應該積極規劃應對工作。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作
為非航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

零售也是機場盈利的最重要來源之

一。羅蘭貝格執行總監李雷表示，相比國

外領先機場，我國幾大國際樞紐在商業零

售的潛力釋放上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但國

內機場基礎設施的一個高潮和數字智慧化

將給國內機場一個迎頭趕上的機會。從機

場的維度來看，現在的機場零售存在眾多

變革與大趨勢。

從機場的角度去看商業，機場整個非航

業務裡面最大的一塊是商業。零售、廣告、

停車、貴賓都屬于商業裡的大範疇。從過去

的商業服務來看，國外樞紐機場商業服務

本身對于機場而言，更多的是非常重要的

利潤來源，而且也會對機場整個流量帶來

非常大的作用。不過，如果對比一下中國和

國際的大型樞紐機場，會發現商業零售、廣

告、貴賓服務等，都還是有非常大的改進空

間。中國三大核心樞紐的收入占比都接近

于50%，但是亞洲可比的機場，都能夠做到

接近60%的水平。另一方面，就單旅客的貢

獻而言，同樣一個旅客到了機場之后，從整

個商業、廣告等方面，帶給機場的價值，以

及收益貢獻，在中國樞紐機場，只有亞洲領

先機場1/3的水平。

核心：旅客結構差異

最核心的是，反映出中國本身旅客結構

的差異，即便是北上廣三大樞紐，國際旅

客占比還是比較低，影響免稅，也就是商

業裡目前最重要的利潤來源。旅客結構本

身是航空性的，除了旅客結構之外，怎麼

去做樞紐，怎麼做國際旅客、國內旅客，又

是另一個課題。特別的是，即便有了相同

的國際旅客流量，能不能把單旅客的貢獻

做起來，也是一個問題。

商品：品牌重合率低

李雷指出，在中國85個大機場中，購物

和餐飲毫無疑問是兩個最大的業態。到了

2019年，購物業態中，還有很多是來自于特

產、禮品，以及更偏十年、二十年前的業態，

不是特別吸引人，又占了機場的空間，貢獻

相對低。中餐廳、快餐廳的占比非常高，但

是國際餐飲占比非常低。另外，從供應端來

講，現在有將近超過一半在機場開店的品

牌，其實並不是連鎖品牌，不是機場本身的

品牌，就本地的企業，並沒有形成一個非常

好的品牌效應。對于機場零售，將來連鎖

化、品牌化肯定是非常重要的趨勢。

以浦東機場為例，與商業和市區比較高

端的零售購物中心比較之下，會發現品牌

的重合率非常低，只有10%不到的業態品

牌類似，說明旅客平時如果習慣了在商場

購物，到了機場，面臨90%的牌子是沒有見

過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相信它，更不知

道是不是應該去購買，這些現狀都是應該

要正視的。

機會：新建、擴建機場

不過，未來中國機場還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尤其是一二線的航空樞紐。接下來5-10

年，還會有一大批機場與新建的基礎設施

投入市場。例如，大興機場的投建、浦東新

衛星廳的使用，以及天府機場、西安咸陽

機場的構建等。機場本身擴建之后會帶來

兩個效應，一是本身的流量會迅猛提升，

二是新航站樓、新設施會帶來重新改造、

重新佈局的機會，這為機場零售業的重塑

和變革帶來非常好的機遇。

展望未來10年，中國機場的零售、商業

要思考三個問題：流量到底是什麼樣的流

量、需要什麼樣的貨物、消費者在場所裡

應該完成什麼樣的消費行為。

其實，對大型國際機場而言，非航收入

的明顯爆發有門檻，4,000至5,000萬的流量

有了，才會出現。中國前10大機場，現在都

已經達到這樣的流量，可以說是到了轉捩

點，因此，機遇非常好，如果視窗期沒有抓

住，會比較可惜。

而流量不僅要看總量本身是不是增長，

也要看將來服務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中

國機場現在都是以商務出行為主，但是將

來大眾出行會成為主流，包括一些支線機

場的客人。將來三線、四線機場投入使用，

很多人會是第一次坐飛機，這些人的特徵、

消費行為和需求是不一樣，加上低成本航

空的普及，機場的商業佈局肯定要變。中國

在商業方面實施了免稅，這對無論是大樞

紐機場的國際旅客，還是二線城市的國際

線開拓，都會帶來一些機會。

▼迎接千禧一代

此外，2018年中國民航業旅客的結構，

已經有接近60%的旅客屬19-40歲之間，也

就是說，千禧一代已經是中堅力量了。接下

來是Z時代，00年之后出生的人，這批人跟

之前的航空旅客相比，對于價格渠道、購

買體驗、個性化要求是完全不同于現在主

流坐飛機的人。他們對資訊化的便捷要求

高、對品牌的忠誠度低，對體驗產生衝動

性消費的行為特徵會更加明顯。因此，不

能再按照過去的傳統方法服務了。

另一方面，中國機場過去有一個很大的

頑疾，同樣一個東西，在機場吃就比市區

貴，機場也沒有辦法，租金就是高，但如果

從消費端想，本質上是不合理的。現在國

內外消費趨于平民化、平價化，像優衣庫、

無印良品，過去在機場看不到，現在日本、

美國都有了。再來，過去旅客在機場更多還

是購物，有時間就去買東西，不管合理不合

理。將來機場不僅是一個讓人買東西的地

方，也會提供很多娛樂休閒，不但幫助旅客

放鬆購買，也能創造額外收益。這對千禧一

代的人群尤其重要，他們不太會主動選擇，

但是若讓他們感到愉悅，就會出現消費。

▼對接品牌商

此外，從供應端來看過去品牌商，其目前

會把機場當成一個普通門店，在機場開店

和在市區開店沒有太多的區別，但是將來

會發現，機場的人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

是高端人群的聚集點，整個短時間的流量

和廣告的曝光，對于整個品牌是非常有幫

助。因此，將來會非常重視機場的渠道，也

希望能夠跟整個機場達成更短供應鏈的合

作。

以免稅為例，旅客到機場之間其實隔了

好多層，中間起碼有決定哪些品牌出現的

免稅運營商，將來無論是從品牌商，還是

機場，都要理解客戶、直接管理，跟品牌商

直接對接，提供滿足客人的服務。

簡單說，機場過去是做地主，只要把地

租出去就好，將來則要去理解直接與間接

客戶，提升整體服務能力。

中國大型機場和國外機場對比，過去10

年、20年走了別人30年、40年走的路，導致

過去在設計設施時，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保

障人能走得了的問題，沒有太考慮走得好

的問題。因此，對比中國機場和國外機場商

業面積的占比，還是比較偏低，可以投入的

面積少，自然對于整個收入創造就會低，這

是面積本身的問題。

▼善用智慧化

不過，中國在智慧化領域非常領先，是可

中國機場提升商業收益趨勢

1.���須理解客戶是誰，
以及他們的需求

2.�掌握機場旅客資
料，進行數據分析

1.���建立能力，管理好
品牌

2.�組織專門管理團
隊或合作商

1.���合理佈局商業面
積

2.�做更多集中的商
業化�

人 貨 場

＞羅蘭貝格執行總監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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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關鍵
影響機場商業發展的新未來

有能力處理多文化、

多背景的客戶需求

中國機場未來會面臨到更多更大國際吞

吐的客流，以及越來越多的以前可能沒有

坐過飛機的人搭乘坐飛機，斯坦斯特德機

場商業總監Aboudy Nasser認為，因此

機場就要有能力處理多種族、多文化、多背

景、多職業的客戶需求。中國的機場需要更

好地迎接多文化客群，打造滿足世界各地

多文化客群需求的商業服務和配設置，抓

住市場變化的機遇。

其中一個重點是，要重新回到機場應該

給客戶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這個初心。首先

要提供非常舒適的值機服務，然后非常快

速的安檢服務。最大化在安檢之后的時間，

也就是在旅客起飛到安檢后之間的時間

要不斷的延長，因為這個時間最大化才能

夠最大化提升非航收入。這是最重要的重

點，增加逗留時間必須要做到，一旦快速通

過值機、安檢、海關，在機場內就可能會有

一個自然的流動。

也就是說，要首先滿足人們的基本需

求。過了安檢之后，消費者才會思考旅程有

什麼東西沒有買，需要在機場完成，像是餓

了要不要吃點什麼、買不買紀念品、買不買

巧克力給孩子、要去太陽比較大的地方買

不買防曬霜等，基本需求滿足了之后，才會

去免稅店，這時候就會考慮要不要買威士

卡給商業伙伴、要不要買香水或化妝品給

女朋友或老婆。

因此，要瞭解消費者真正的內心需求，從

基本需求、衝動消費下手，思考商鋪和免稅

店的設計。此外，可以根據客人來自哪裡，

理解機場需要滿足的不同飲食需求。整體

來講，要想想旅客在過了安檢或海關之后，

到底腦海當中在想什麼。

中國未來很多機場有非常大的空間，在

新建和擴建的過程中，去滿足不同人群的

需求，但是這個需求其實就是回到最基礎

常促進非航的手段。

中國機場除了讓機場充滿吸引力，也可以

聯合旅遊目的地本身的景點，讓客人在目的

地中轉，這也是可以吸引流量、帶動消費的

一種方式。現在中國很多機場能管理機場

紅線內的運營，但是應該進一步學習樟宜

機場，其大的購物中心並不是在機場航站

樓裡面的設施，還有很多臨空和機場本身

的配合，地方政府跟機場共同去反哺旅客，

這在將來可以繼續深化，讓機場展示更多

可能性。從被動的接受一個面積變成一開

始就可以把需求放進去，把更多的合作伙

伴拉進來。

李林洋指出，要完成一個顛覆式的創

新，或是科技賦能的產品，最重要的創新不

是來自于技術，也不是來自于產品或服務

的創新，而是來自于制度的創新。國內絕大

部分的機場運營公司都是集團公司控制，

同時又是當地的龍頭企業，而且都是國企。

期望國有企業、機場管理公司可以膽子再

大一點，步子邁的再開一點，接受提供科技

賦能、解決方案的公司，表明自己的風險和

國有企業制度的障礙，促使合作模式、商業

模式非常靈活和簡單。

創新能為機場的制度和運營方式帶來一

些挑戰。本身系統須結合很多的部門，比如

IT、航站樓管理區、廣告、招商、商業化運營

等。每次開會都是六七個部門匯總，項目要

做驗收時也是需要60多人在機場走一個多

小時。因此，通過引入外部資源，能使內部

有一個競爭機制，讓彼此朝着正能量的方

向前進。

Aboudy Nasser認為，企業市場化的運

營和推動，其實可以進行機制升級，包括跟

合作方發展更順暢的最有利方法。中國的

機場在過去10年內，整個經濟的發展和國

家的發展在飛速的向前，但是有一些制度

相對滯后，面對市場快、制度慢的階段，中

國可以向英國學習。歷史上英國機場都是

由政府所管控的，不會鼓勵機場內部的商

業發展，后來機場得到了私營化，引入了更

多的商業，機場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獲得

更多的經濟收益，最終能夠為旅客和大眾

帶來利好。這也是思路改變成效的一種例

子。因此，機場商業化不僅能夠為機場和航

空公司帶來好處，也能夠為旅客帶來好處，

改變國有控股所帶來的掣肘。

＞北京此時此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李林洋 ＞戴德梁行中國區商業地產部董事總經理甄仕奇

＞斯坦斯特德機場商業總監Aboudy Nasser

以非常好發揮的方向，過去很多非保障型

的空間其實是可以運用智慧化加以使用，

同樣的面積過去5%給商業，將來可以有更

多的空間釋放出來靈活配比。對新機場來

說，在投建時如何做面積分布，是值得思考

的問題。

再者，隨着中國航空出行越來越成熟，

旅客會慢慢減少在機場停留的時間。過去

坐飛機時都會想提前2個小時出發，因為害

怕趕不上飛機。現在很多人出差多了之后，

都會掐點過去，因為過去2個小時提前到，

有大量的時間是在登機口等待，消費者的

成熟本身會帶來機場停留時間的減少，但

是智慧化可以使一些非必要環節，比如安

檢、值機的時間減少。

經過調研，雖然旅客減少了提前到機場

的時間，但是真正在機場可控、可自由支配

的時間本身並沒有減少，這對商業來說是

好事，有了可支配的時間，才會有消費的意

願。這也說明機場在智慧化上需要達成的

新要求。

▼把握衝動型消費

事實上在機場購物和在購物中心購物

最大的不同，在于購物中心的商品一直都

在，到訪者要買都還能維持感性+理性的

行為，而機場是衝動型消費，很多人會想今

天飛走了之后可能就不會回來了，所以看

好了就會買，而且往往會有壓力，因為還要

留時間在飛機起飛前半小時抵達登機口。

因此，機場要合理配置消費區域，思考消

費區域要放在安檢之后還是之下，放在登

機口旁還是集中，這些都會影響到旅客心

理，也會影響消費力。同時，機場應該投入

一些娛樂設施，讓旅客感到開心，雖然不

一定開心就會直接付錢，但在放鬆的情況

下，會更多的考慮要不要做一些消費或體

驗。

總之，機場要提升商業潛力，就必須清

楚將來人、貨、場的趨勢。

將來中國旅客的出行會非常多樣化，很

多新的、不同的細分會出現。過去，機場做

商業，服務的人比較同質化，只需要一個

標準服務就行。現在不行了，得理解客戶是

誰，以及他們的需求。

過去，機場對于旅客缺乏瞭解，客人數據

也是脫節的，中國機場的服務思路就是一

個平臺，這是因為機場是服務航空公司的，

很多的資料是通過航空公司獲取。將來機

場旅客資料的掌握，對于機場而言，非常關

鍵。包括旅客到底是誰，有哪些需求、哪些

痛點要解決，如何滿足旅客想法等。

現在有些國內機場已經開始在做，處于

起步階段。未來機場可以有一個團隊專門

研究客戶數據，有了數據就可以改善供給，

以做精准的匹配，提升更多的黏性。

從貨上來講，旅客斷層很重要的原因

是，中間隔了免稅運營，機場不清楚客戶，

也不瞭解品牌，將來這些品牌和旅客都需

要跟機場產生合作。機場要思考如何建立

能力、管理好品牌。

像史基浦機場的做法就是自己去做，有

一個專門的管理團隊，負責招商以及所有

商業事情。另一種方式，是雙方補強能力，

如法蘭克福機場，找一家非常強的合作

商，共同管理，合作商必須清楚機場的戰

略，也能專業化具體管理商戶。

硬體佈局方面，合理佈局商業面積，將很

大程度影響旅客在機場的體驗，以及是不

是願意在機場做過多的停留和消費。

應該去做更多集中的商業化，因為這樣

消費者看到的品類會更多，而且商業區域

放在安檢之后，也會讓消費者更放鬆，體

驗更好。機場可以根據旅客訊息來設置內

部佈局，依據旅客消費動向、偏好與流程

持續優化。離境的商戶和抵達的商戶應該

是不一樣的。

此外，服務上機場可以透過智慧化的數

據打造一個更加軟性的體驗，提高機場商

業服務水平。

關鍵2

關鍵3

影響機場商業發展的新未來影響機場商業發展的新未來

的消費者到底要什麼。

科技賦能 
重點在于思維的突破與改變

2019年5G時代已經到來，北京此時此地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李林洋強

調，科技賦能的關鍵點不在科技，而是在于

思維和運營方式的轉變。思維和運營方式

的轉變，才是真正的能量中心，因為實際上

關鍵點仍然在于人。要構建一個智慧化的非

航收入服務運營體系，無外乎四件事。物聯

網和人工智慧技術提高了據獲取的能力，但

是哪些資料要獲取，獲取之后怎麼用、怎麼

做，怎麼建立演算法模型、怎麼去服務的，哪

些資料是好的，哪些資料是無效的，這都需

要人去判斷。

5G技術的到來，使得人與人的連接、人與

貨的連接、人與空間的連接變得越來越高

效，但是高效和便捷並不是與旅客連接的唯

一訴求，當中還是有人情感性訴求的。例如，

論壇可以錄一個視頻，在一個虛擬空間發

送，或是透過全息投影交流，要大費周章聚

在一起，就是因為有人性化的情感訴求，幫

助彼此溝通，促進體驗的升級。

商業智慧的應用提供了一種可能性，機器

能夠幫助人去做很多在傳統價值體系裡面

流程化的東西，但是如果涉及到商業模式的

創新和商業本質的創新，其實還是要人去主

導和引導這樣的創新。另外，做科技賦能時，

要接地，不應該過分的去關注和強調技術本

身，現在大量機場投產建設，天天都在提人

臉識別，所有的機場都開始大張旗鼓的做部

署。

但機場還是應該從運營出發，從旅客訴求

出發，從思維轉變出發，真正在機場管理團

隊構建一支適合新的價值體系，擁有新的價

值觀，以及可以用新的這些價值體系的標準

去做運營的團隊，才是真正能夠實現科技賦

能的一個最終關鍵點。

簡單說，科技賦能的重點不在于科技，而

是在于思維的突破和改變。

顛覆式創新
來自制度創新、機制升級

其實非航收入現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

內機場所重視，變成一個重要的考核指標，

甚至是追求的一個指標。戴德梁行中國區商

業地產部董事總經理甄仕奇表示，這個指

標成長的空間，除了機場的運營商本身以外，

還需要包括政府部門、監管部門、安全部門，

包括航司的各種配合。如何讓其它部門、其

它的監管渠道參與一起，去幫助機場提供非

航的設施和非航的服務，讓旅客可以享受更

好旅程，將是機場未來發展的重點。

李雷表示，機場和地方政府要合作，將蛋

糕共同做大，把商業做好，這是本質。商業有

吸引力，就會有人來購買。除了腹地的客人，

機場也可以抓緊中轉客人，因為這類客人在

機場的消費時間非常長，一般也都會有比較

強的購買衝動。這些旅客做起來，是一個非

2019-9-04.indd   6 2019/9/8   9:54:03 PM



07-08  TTG 19Sep gatefold.indd   1 9/9/2019   上午11:25



隨着地產大鱷的資本介入，展館成為城

市開發的楔子；隨着產業競爭的激烈，多種

業務的拓展讓展館向上游的主辦、下游的

服務供應商延伸產業鏈；隨着各地政府發

展會展業的熱情高漲，展館也成為了很多

地方政府發展戰略的載體。新時代，承擔

多重身分角色的會展場館將採用何種發展

戰略？面對哪些新的挑戰？服務將有哪些

創新？

南京河西會議展覽有限責任公司執行

董事兼總經理張慶瑄認為，展館的目標就

是踐行十九大精神、探索新時代會展發展

新模式、助推會展業高質量發展、創新中

國會展行業新未來。場館是會展舉辦所在

隨著各地新一批智慧化大型展館的建設，中國會展場館的功能和角色已經發生改變，不再是單純的展覽場地租賃者。場館的高質量發展能

為展覽會議提質增效賦能，為企業創新發展助力。同時，助推展覽會議規模化、品牌化、國際化發展，且促進整體會展行業高質量發展。

則結合人工與AI，以就近定位、事件提醒、

查詢追蹤為特色，有一套第一時間問題反

饋處理，覆蓋員工、服務商、主場，以及觀

眾、展商、主辦，解決各式問題，包括：咨詢

及辦理參展手續、租賃物品、預定盒飯、咖

啡、即時清理展臺、安全報警、現場處理問

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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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地、各要素的體現、資訊的承載。會展業高

質量發展離不開場館高質量發展。

智慧、創新、多元經營

他指出，場館的高質量發展能為展覽會

議提質增效賦能，為企業創新發展助力。

同時，助推展覽會議規模化、品牌化、國

際化發展，且促進整體會展行業高質量發

展。而智慧、創新、多元經營之會展中心運

營合作，為未來發展關鍵。

就展館高品質發展的技術而言，包括了

三大塊：會展行業雲、會展行業專網、管理

平臺。智慧雲展館場景模式中，主要的智

慧雲展館平臺，包括了智慧城市對接、政府

平臺對接、企業管理平臺、服務，以及眾展

館公有數據融合，這包含流量、積分、線上

展覽、登錄、大數據等，並且以共融、共商、

共建、共用、共贏為目標。

而智慧雲展館的企業管理平臺，包括了

現場管理、項目管理、設備管理、大數據

的應用、檔案資訊管理、客服中心、安全管

理、登錄系統、線上展覽、財務支付、媒體

宣傳。另外，智慧雲展館的服務中心平臺，

＞南京河西會議展覽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張慶瑄

新時代的會展場館
承擔多重身分角色

如果展館、展商、服務商與主辦方、觀眾、政府，

能夠在智慧雲展館的平臺上連接到會展行業雲，在

多個智慧雲展館的促進下，就可以形成會展行業專

網，形成互融互通、共建共用、共同發展。

（
提
供
·
潭
洲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

@SeatradeCruise | #STCAsia

2019年10月9至11日
中国上海宝山
万豪德尔塔酒店

亚洲地区邮轮市场
占比14%

邮轮客流量 国际邮轮市场 ITY

2018年邮轮旅客总量
较2017年增长23%

邮轮客流量 国际邮轮市场 ITY

作为区域性邮轮行业盛会，为您提供学习、
交流的优质平台，与您共同探索邮轮产业新的机遇与挑战

登陆大会官网：www.seatradecruisechina.com，报名参会

主办单位 官方指定慈善机构 官方刊物 线上媒体联合主办 支持机构

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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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慧雲展館的安全包括展品安

全、追蹤不法份子、現場安全、設備安全，

同時以物品定位、人臉識別、現場問題報

警、人員熱度分析事故報警、物連網智慧化

等為特色。而智慧雲展館的線上展覽，永

不落幕，除了線上電子商務，提供兩邊知識

產權投訴、線上下架等功能，面對展商，進

行展前、展中、展后企業、展品宣傳推廣，

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精準營銷、促進「互連

網＋」發展、國際推廣。面對主辦，提供互

連網＋、個性化服務定制、促進招商、培育

新業務、展覽查詢等服務。在觀眾方面，推

動全方位全時段觀展、產品資訊檢索、與

展商、主辦平臺交流。線下實體展覽也能

變成線上展覽。

張慶瑄表示，如果展館、展商、服務商與

主辦方、觀眾、政府，能夠在智慧雲展館的

平臺上連接到會展行業雲，在多個智慧雲

展館的促進下，就可以形成會展行業專網，

形成互融互通、共建共用、共同發展。

詳細來看，建立會展行業雲，為中小會

展提質發展賦能，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助

力，同時，展商、企業、觀眾一次註冊、終

身享用、各館通行、館內通用，而且境內外

展管互連互通，共建線上展示平臺，線上

線下展覽融合，空間無限，助力展覽國際

推廣。

另外，建立行業標準：綠色會展標準等，

建立會展誠信體系，也要進行會展行業數

據統計。大數據產生、分析、應用、作為行

業指導，反饋給企業，實現精準展銷；大數

據資源應成為創新源頭。此外，要促進產

業行業雲建設。會展行業專網可以透過展

覽電子商務平臺，在微信上操作。

而5G應用，可帶來高速率、低時延、大容

量，張慶瑄指出，5G促使智慧巡檢、展會

直播、智慧消防、視聽講解、VR展覽、智慧

安防都成為可能。

CIPFS驅動展會成功發展

潭洲國際會展中心總經理喬伊·帕澤

另指出，場館成功舉辦展會的要素以及

展會背后的持續驅動力，即為“CIPFS”，

也就是城市(City）+產業（Industr ies）+

政策（Policies）+設施（Facilities)+服務

（Services）。

以潭洲國際會展中心為例，區位優勢

＞潭洲國際會展中心總經理喬伊·帕澤

上，佛山城市位于佛山三龍灣高端創新集上，佛山城市位于佛山三龍灣高端創新集

聚區、粵港澳大灣區，還擁有便捷交通，

去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只要60分鐘、去廣州

郵輪碼頭只要50分鐘、去高鐵站只要半小

時。而文旅特色元素更是包括：龍舟、李

小龍樂園、佛山南獅、西礁山、佛山祖廟、

南風古灶、順德雙皮奶、清暉園、通濟橋

等。

產業基礎方面，佛山十大支柱產業為家

用電器、家居用品製造、陶瓷及其他建材、

電子資訊及裝置製造、紡織服裝、金屬料

加工與材料、塑膠製品、食品飲料、光機電

一體化、化工及醫藥。而品牌產業展包括：

佛山（潭洲）國際陶瓷與衛浴展覽會（2019

年展覽面積五萬平方米吸引了到訪人次

83,120位）、佛山國際陶瓷裝費與材料展覽

會（2019年展覽面積五萬平方米吸引了到

訪人次71,313位）等。

從會展政策來看，《佛山市重點品牌展

會認定扶持辦法》、《順德區會展業發展專

項資金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試行)》、《順德

區會展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順德

區促進位展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陸續

出爐，為會展產業奠定良好基礎。

高端配套方面，展館佈局上，室內展示

面積共十個展廳，每一個展廳一萬平方米，

六號到十號展廳即將盛大開啟，室內展廳

面積將達十萬平方米。室外展示面積18,000

平方米，登陸廳面積6,250平方米，地面承

重八個展廳為十噸、兩個展廳為五噸，吊點

承重則最多達兩噸，還有咖啡店、停車樓、

便利店、客房、餐飲等配套設施。

從服務體驗來看，貼心服務主要有六

項，分別為快速制證系統、智慧化管理系

統、大型設備租賃服務、知名媒體追蹤報

道、精準廣告投放、國際化展會配套設

施。

城市、產業、政策、設施、服務等是成功推動

展會發展的背后驅動力。

城市������������產業������������政策�����������設施������������服務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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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linghotel.com

同贺国庆店庆 相约靓丽金陵 这里有美食美酒相伴、更有多样惊喜活动和缤纷礼遇。 

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及金陵饭店开业36周年之际，我们

邀您相约靓丽金陵，共享欢乐假期！

6个特色鲜明的餐厅，为您徐徐展开

一个难以忘却的美食天地

1000间豪华舒适的客房，为现代高端

商务、休闲人士度身定制

1000间豪华舒适的客房，为现代高端

商务、休闲人士度身定制

中国 南京 新街口 汉中路2号
电话: (86-25) 8471 1888   传真: (86-25) 8471 1666 

电子邮箱: nj.jinling@jinlinghotels.com
www.jinlinghotel.com

4000平方米健康俱乐部，为您缔造独

一无二的精致享受

超过10000平方米精品地下商业街

区，引领城市风尚

TTG 19Sep.indd   9 9/9/2019   上午11:29



業型態，不同于組團社和地接社，新組織

定制社有新流程：訂單前、行前、行中，也

有新角色：定制師、資源經理、行中管家、

方案經理。

他強調，標準的發佈適時響應了定制企

業形態出現后，對于全新行業標準的迫切

需求，闡述了定制遊的內涵及相關術語，大

幅提升了中國旅遊業服務標準，是履行平

臺社會責任、具體執行高品質發展對旅行

服務商要求的實踐表現。

另外，鴻鵠逸遊COO郭明則發佈了《高

端(奢華)定制旅遊產品和服務標準》，提出

定制旅行的概念和分類，並從產品標準、導

遊服務標準、供應商服務標準三方面做出

解讀。他指出，目前定制旅遊改念模糊，需

求端與供給端都欠成熟，處在「消費者主

權」和「生產者主權」之間無效的博奕，客

戶滿意度和企業效益提高仍存在差距。高

品質的旅遊需要有標準、可衡量、可量化、

可複製、可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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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遊每年保持增長態勢，2017年線上加線下的定制遊總額達到865億元，在2018年更是超千億元。中國旅遊研究院日前與攜程旅遊、

凱撒旅遊、鴻鵠逸遊、指南貓、不二之旅等共同發佈了《告定制旅行業者書》，幾大旅行社共同發佈六大口號，宣示愿意積極加入定制旅行的

發展進程，協同推進旅遊業高品質發展。

根
據《告定制旅行業者書》，業者形成六

大共識，宣示將樹立行業標準，帶領

定制遊走向健康化發展。六大共識包括：

1.定制旅行是增進大眾旅遊分層分眾

獲得感和滿意的有效路徑，是旅行服

務市場創新的突破口，是旅遊業高品質發

展的高效支撐。

2.在市場主體的共同努力下，定制遊已

經在概念探索空間走向市場導入期，

正在從自發成長走向自覺成長。

3.定制旅行需要理論探討，理念引導，

更需要企業品行和產品標準，在標準

化體系中，企業正在，也應當扮演重要作

用，發揮關鍵作用。

4.在依法治旅、依法興旅的進程中，政

府應實施更加積極的產出政策，鼓勵

市場主體的創業創新，引導定制旅行的健

康可持續發展。

5.定制旅行也要面向大眾，依託公共文

化和休閒生活，讓更多國民有得遊、

遊得起、遊得開心、玩的放心，是文化融合

和旅遊發展共同的責任。

6.更多的旅遊目的地、資源供應商、旅

遊批發商、旅行代理商，和社會力量

加入到定制旅行的行程，協同推進旅遊業

的高品質發展。

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表示，定制

旅行是從消費者主權出發，依託旅行商的

專業化運營，在分眾和分層基礎上為旅遊

者提供品質服務的商業模式，已經成為市

場主體促進旅遊業高品質發展的成功探索

和有效路徑。定制旅行需要更加廣泛的共

識，需要更多的企業標準，需要更多的產品

品牌，需要權威的協力廠商評價。

中國旅遊研究院產業所張楊博士在分

享《中國定制旅行發展報告(2019)》時則指

出，定制旅行以專業定制師/旅行顧問幫助

設計行程、行中解決突發情況、24小時管家

服務、行中自由變動、規劃即時調整、深度

定制體驗為特色，為介于傳統跟團遊與完

全自由行中間的旅行方式。定制旅行以需求

為導向，讓遊客參與，依託專業服務，並以品

質和滿意為目標。當旅行成為一種生活方

式，當人均出遊次數即將突破四次，每個人

有定制個性化生活方式的需求與權利。

定制的未來有無限可能，可憧憬，需要更

多市場主體介入，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

的精心培育。

業界自發制訂定制旅遊企業標準

為引領定制遊朝高品質發展，各大旅行

社也自發制訂定制遊企業標準。攜程定制

旅行業務總經理謝兆聖分享到，攜程定制

遊內容框架包括：術語和定義、准入要求、

服務規範、品質考核辦法、安全生產要求、

資訊安全規範、供應商退出機制等。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是新時代對于各行各業的要

求，旅遊業需要大力推動。攜程定制平臺

是推進旅遊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舉

措。定制社的出現改變了旅遊業供給側企

■張廣文＝採訪報道

中國旅業推進定制遊標准
執行高品質發展

定制師精准滿足需求 引領旅遊新趨勢

旅客追求像本地人一樣的自在體驗

看好定制遊發展潛力，凱撒旅遊推出

定制子品牌「明智優選」，由「定制師」提

供私人定制旅遊服務，以期精准抵達消費

者，引領旅遊消費新趨勢。

凱撒旅遊明智優選COO田寧指出，透

過簡單好用的APP端，定制師30秒就可以

快速回應客戶。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線

上加線下近萬筆訂單，付費定制單轉化率

25%以上，平均客單價35,000元/人。同比

2018年前兩季度，獨立訪客量增長51%，客

戶下單量增長61%，成單流水增長110%。

現在凱撒旅遊正在積極透過定制師分級模

式，引導知識付費，深挖自身優勢，透過境

內外一體化與零時差的優質服務，打造有

旅行社業者在打造定制遊產品時，追求

的重點應該是讓客人有機會像本地人一樣

的自在體驗。除了自在閒適、品質體驗，定

制遊產品也可以加入放心便捷、隨心隨性

的附加項目，迎合消費升級的市場需求。

滿足小眾項目越來越熱門的趨勢，讓客

人能在行前、行中根據需求自己加減產品，

更靈活的安排行程。個人自由預定服務需

求不斷增長。美團點評境外業務負責人賀

晟表示，美團點評不需要透過旅行社，消

費者即可自行預定。美團點評的核心概念，

溫度、人性化與個性化並存的服務體系。

現在旅客需求已經從「看風景」轉變為

「重享受」。旅客不但決策時間縮短，注重

結果為導向，降低時間成本，而且專業訴求

提升，對專業知識和專業體驗的獲取表現出

高度渴望。定制遊的主客群為30-55歲、女

性為主導，家庭遊占比最大，達到了52%。

此外，市場也已經轉型，從生產者主權轉變

為消費者主權。

定制師的專業價值，左右旅遊路線及旅

遊體驗，從資訊鴻溝變資訊對稱；從千篇一

律變獨樹一幟，從流水線免費定制操作變知

識付費。旅客通過定制師對旅遊目的地、旅

遊方式、體驗元素的解析，提升旅遊體驗價

是隨時隨地為客人提供訊息，增加生意機

會，這是旅行社可以借鑒的。旅行社可以自己

開發社群服務，也可以找類似美團點評的平

臺合作，在原有產品上增加附加價值。

他進一步分享，美團點評從流覽到交易，

線上購買、預約等服務的使用者量大增。以

香港站來說，美團點評整體交易使用者數，

2018年同比增長170%。「代訂座」服務使

用者數，2018年同比增長400%。另一方面，

「邊走邊訂」偏好明顯，當天購買、當天使用

占主流。超過七成會當天購買美食套餐並當

值。而旅遊路線融入消費者個體需求，以及

定制師的經驗，客人滿意度就是檢驗定制遊

的唯一標準。服務綜合滿意度、回應速度滿

意度、對定制師滿意度、客人出行滿意度、客

人複購率與轉介紹比例等都是測量方向。

據介紹，凱撒旅遊明智優選定制師分為

四級：

■ 一為資深定制師，具備五年以上業界工作

經驗，榮獲20余個旅遊目的地專家稱號，

曾多次參加各國旅遊局組織的境內外培

訓。

■ 二為明星定制師，具備十年以上業界工作

經驗，走過50余個國家和地區，親自參與

凱撒旅遊百餘種新目的地的實地考察及

產品研發工作。

■ 三為海外定制師，旅居海外超過十年，是

當地的資深旅遊從業人員，熟悉目的地及

天消費。超過92%的人會當天領去並使用購

物優惠。超過55%的人會當天購買景區門票

並使用。

因此，旅行社業者在制定行程時，除了根

據需求設計客制化行程，還可以在行前與行

中，讓客人可以在原訂行程之外，隨時根據目

的地、天氣、喜好與當天的心情，調整行程，

提供客人更多彈性選擇。例如，根據客人行

程推薦周邊網紅餐廳、打卡景點等，讓客人即

使在一兩小時內，也有機會加入不一樣的活

動，創造一個更為細緻的定制遊體驗。

再者，優質資訊和商品帶來更高消費能

力。根據資料，兩人以上出行的比例達到

93%，每年出境次數超過三次，一次長途、

周邊國家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及娛樂

生活，可以滿足消費者從觀光到度假的

需求轉變，對目的地體驗更加當地化。

■ 四為專家定制師，具備官方認可的專家

稱號，或精通某一領域的相關知識，懂得

文化和旅遊領域的交互。例如，非遺、繪

畫、茶藝等。可以滿足定制需求分化，能

提供文旅領域各種維度的定制方案。

田寧認為，未來除了要深耕細分市場、

挖掘主題遊等深度需求，追求更專業和

品質感是重點。推動大眾對旅遊專業知

識及技能的人認可，強化定制師專業，提

升旅遊從業人員的職業尊嚴。同時，在出

境、國內、入境遊市場引入定制師分級模

式，通過符合個性需求的定制方案，提升

整體旅遊體驗的品質感。

兩次短途。當地玩樂每次人均花費483人
民幣。每餐人均花費299人民幣，平均每次

出境購物消費約4,000人民幣，23%消費

在8,000人民幣以上。除機酒之外，平均每

次出境消費約6,000人民幣。而2019年境

外前二十熱門目的地中，亞太依然主流，

不過，2019年境外前二十增速目的地中，

西班牙、美國、北非小城也正成為打卡聖

地。

整體來看，優質的體驗、內容帶來的是

更高單價的體驗、更高數量頻次的花費，

旅遊的前景和遊客定制的需求會越來越

多多樣化、越來越小眾化，也會助使利潤

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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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超低成本航空
將出現健康競爭

Q.目前，全服務航空公司不斷退出短程航空市場，甚至部分中遠端

航線上的旅客也正在被低成本航空公司

搶走。低成本航空公司佔有一定的市場，

意味着全服務航空公司為其發展讓出了

一席之地。低成本航空公司發展到今天，

那套單一服務產品模式還能不能包打天

下？為什麼？

T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簡約、高效和低

成本，在航空市場上表現出巨大的優

勢。亞航擁有着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基礎之

一，我們一直在努力嚴格控制成本。然而，

隨着越來越多的客戶開始要求個性化購

買，低成本航司在業務中看到了更多的輔

助收入潛力，因此單一服務產品的模式也

在不斷發展。對于亞航，通過優化大資料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發展曾經讓許多全服務航空公司談其色變。如今，航空市場上又出現了超低成

本航空公司。那些已經擁有了相對穩定市場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同樣開始坐立不安，甚至指責超低成本

航空公司「偷」走了他們的客源。面對新的競爭對手，低成本航空公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他們能夠保

住市場份額嗎？亞洲航空執行主席及亞洲航空中國及印支地區首席執行官Tassapon Bijleveld認為，

通過客觀瞭解彼此的商業模式和目標受眾，低成本航司和超低成本航司之間將會出現健康的競爭和協

同效應。未來可以看到，更多航空公司適應了市場需要，為不同的乘客細分提供差異化服務。

＞亞洲航空執行主席及亞洲航空中國及印支地區首席執行官  Tassapon Bijleveld 

Tassapon Bijleveld于2018年5月被任命為亞

洲航空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及亞洲航空中國及洲航空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及亞洲航空中國及

印支地區首席執行官，負責監管泰國亞洲航空

的執行政策，以實現可持續增長。

任命前，Tassapon自2003年成立以來一直

擔任泰國亞洲航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負責監

督亞航各方面在泰國的運營和發展。在加入

泰國亞洲航空公司之前的五年裡，Tassapon
先生曾擔任華納音樂（泰國）有限公司董事總

經理。在三年內，他為公司帶來翻天覆地的變

化，成功躋身行業領先地位。在華納音樂，他

遇到了亞航集團首席執行官丹斯裡托尼·費

爾南德斯博士（爾南德斯博士（Tony FernandesTony Fernandes）。）。TassaponTassapon
實現了信念的飛躍，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革

命性概念。他愿意從零開始學習。也是這種決

心，使得泰國亞洲航空公司成為泰國最大的低

成本航空公司。

在亞航之前，Tassapon在消費品行業擁有

超過12年的經驗，曾在東盟各國為兩家全球

500強企業工作，包括亞當斯（泰國）有限公司

和孟山都（泰國）有限公司。他在孟山都公司

工作了五年，作為先驅者在短短幾年內將其打

■張廣文＝採訪報道■張廣文＝採訪報道

造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業務公司。他的職業

生涯起自華納蘭伯特（泰國）有限公司糖果生涯起自華納蘭伯特（泰國）有限公司糖果

部門的產品副經理，后來成為分管亞洲多個

職位的高級產品經理。Tassapon以超強領導

能力和團隊建設能力為人熟知。他的經營理

念強調公司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成功協同作

用。泰國亞洲航空公司的成功歸功于一支充

滿激情、積極進取的團隊，他們擁有團結精

神和達成目標的決心。

Tassapon擁有市場營銷碩士學位，目前是

泰國數所一流大學的兼職講師。

立即注册   GTE-Forum.com

合作国家 主宾省

旅 游 休 闲 新 方 略
构 建 美 好 生 活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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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數字化，我們能夠擴展輔助業務，從提

供可選增值產品，如機餐、托運行李額及

座位選擇，到機上WiFi、保險產品、甚至

網上購物。

Q.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出現，跟低成本航空公司相比，有什麼區

別？

T
：低成本航空公司和超低成本航空公

司之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兩者的商業模

式。超低成本的航空公司不僅僅提供更低

的票價，而是讓具有潛在收入的航空旅行

成為大眾的衝動購買產品，以「低票價」

而不是「需要到達目的地」去刺激購買行

為。基于閃電般快速的航線決策，超低成

本航空公司基本不會先花一輪功夫論證市

場需求，而是冒險鑽探市場，開拓一定數

量的航班作為測試。

航線規劃：隨機�vs�系統化�

對于超低成本航司來說，進入或放棄一

個市場需要快速決定。他們根據單方面調

查進入某個市場。如果在幾次飛行后沒有

達到盈利目標，他們將立即停運航線。我

相信這個情況較少出現在低成本航司，更

別提全服務航司了。而在亞航，航線網路

覆蓋的22個國家、150多個目的地當中，在

每個城市推出新路線之前，我們進行整合

營銷研究和評估。

運營模式：非基地化�vs�基地化 

由于超低成本航司需要在航線規劃方面

具有廣泛的靈活性，因此通常不會在航線

網路中設置基地或樞紐。而亞航在馬來西

亞、泰國、菲律賓以及日本和印度共有24個

樞紐，以運營定期航班。

產品：國內航線為主�
vs�國際國內混合航線�

目前，美國所有超低成本航司主要提供

國內短途航線，而亞航的服務網路覆蓋22

個國家、150多個目的地。

客群：休閒�vs�混合�

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瞄準對價格敏感的旅

行者，把機票包裝為衝動購買產品，這些

旅行者對目的地沒有剛性需求，因此休閒

旅行者將成為最主要群體。而亞航主要乘

客群體有相當一部分是商務旅客，其次是

休閒旅客。

Q.面對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競爭，低成本航空公司除了成本越來越

高、利潤越來越低、單一服務產品之外，

還要面臨哪些難處？

T
：首先，在低成本航空公司變得越來

越強大后，成本上升，盈利能力正在

減弱。如今，許多低成本航空公司擁有近

200架飛機，相應的設施和人員成本也在

增加，但利潤卻沒有以前那麼好。其次，隨

着航線網路規模的擴大，乘客的服務需求

也在發生變化。單一服務產品在超低成本

航空公司進入市場方面后沒有太多優勢。

最后，全服務航司在長途航線和政府及商

務客運服務方面具有優勢，而超低成本航

空公司則給低成本航空公司造成困局。

Q.低成本航空應如何應對挑戰？要如何從根本上轉變頹勢，避免增

加成本？

T
：一方面，我們將繼續維持盈利率高

的航線，以及刺激新航線需求，同時

嚴格控制成本效率。另一方面，亞航正在

經歷3.0轉型時代，從航空公司轉變為旅遊

和金融平臺公司，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利用

大資料為客人在亞航生態系統中，提供更

多整體服務。

Q.超低成本航空公司是在「偷」客源，還是在通過超低票價把一些

新的客源帶入市場？

T
：成本航空公司不應將超低成本航空

公司視為「竊取」客戶，而是通過超

低票價將新客戶帶入市場。通常，超低成

本航司連接相對較大的中型/二級城市，由

于時間和出行成本，通過陸地連接是不切

實際的。當超低成本航空公司進入這些不

可預見的市場時，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需

求和流量將會重新出現，部分也可能會流

入低成本航空公司。通過客觀瞭解彼此的

商業模式和目標受眾，低成本航司和超低

成本航司之間將會出現健康的競爭和協

同效應。

Q.在美國市場興起的超低成本航空現狀，會不會延伸到亞太地區？

會不會在中國市場出現？為什麼？

T
：在中國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裡，凡事

皆有可能。2004年，亞航是第一個進

入中國市場的低成本航司。幾年后，幾家競

爭對手成立，現在甚至一些全服務航司推

出了新的票價模型來升級輔收服務。我們

可以看到，更多航空公司適應了市場需要，

為不同的乘客細分提供差異化服務。

Q.在中國運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在觀察美國市場的同時，可以從哪

些方面下手提高自己優勢？

T
：低成本航司的主要優勢在于票價

低，通過嚴格控制油耗成本、周轉時

間、流程化操作、分銷系統等，以保持價格

競爭力，促進刺激新的和現有需求。

憑借亞航3.0計劃，我們正在邁向資料驅

動的平臺業務。利用資料技術，我們可以提

高燃料成本效率和運行效率，從而降低成

本。同時，客戶活動資料對我們優化配套產

品定價和捆綁也至關重要，包括機餐、座

位、保險、度假產品套餐等。

在市場新陳代謝快速的中國，消費者對于更順暢、更個性化的「未來旅遊」的需求，促使酒店業

跳脫酒店空間的限制，重新思考如何提高消費者的整體體驗。萬豪國際集團亞太區市場營銷官若方

國瑜女士（Peggy Fang Roe）認為，在新技術的支援下，酒店團隊將更高效地工作，把更多精力投

入到為賓客提供個性化服務中去。 ■劉霈芯＝採訪報道

重新思考如何提高消費者整體體驗

萬豪國際集團

亞太區市場營銷官

若方國瑜女士
(Peggy Fang Roe)

「動態化的商業模式(Living�

Business)」將是未來旅遊企業的

發展趨勢。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客

戶需求，旅遊品牌必須建立消費者

的動態畫像，並且和遊客建立值得

信賴的關係，從而保持品牌與用戶

需求的高關聯度。

Q.從您在酒店市場營銷經驗多年，中國市場消費者有哪些有別于其

他地區消費者的特點？

P
eggy：中國旅遊市場潛力巨大，市場

新陳代謝快速，消費者對酒店服務創

新要求高。追求創新是唯一能夠貼近市場

和使用者需求的方式。

相較于全球的萬豪旅享家會員，阿里平

臺上的旅享家會員更趨年輕化，其中86%

的年齡在40歲以下，且女性會員比重增加，

整體來看更熱衷于休閒旅行和家庭出遊；

2018年有接近20%的女性在旅行中選擇預

定四星以上高星酒店，較2017年度同比增

幅76%。

從這兩個資料來分析消費市場：一為

「她經濟」正成為中國旅遊產業發展的驅

動力，旅遊成為女性首選的休閒娛樂消費，

酒店則是休閒旅遊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另

一方面，中國千禧一代往往決策果斷，住宿

折扣、節假日和社交平臺種草是常見的旅遊

動機。他們熱衷美食、音樂、運動等原汁原

味的目的地特色體驗。

Q.上述消費者特點又如何影響酒店在做市場營銷策略？近年在市場

營銷策略上有哪些新嘗試？

P
eggy：中國是萬豪國際深耕細作的

重要市場，我們積極地與不同公司合

作，探索創新解決方案，以滿足中國消費

者快速變化需求。與阿里巴巴成立的合資

公司，是萬豪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眾多創新

努力之一。

通過合資公司，我們在即將到來的雙

十一打造令人興奮的產品和福利，並繼續

深化與阿里大生態的合作，開拓與包括餓

了麼、支付寶、88VIP會員等的商業合作機

會，為自身業務的有機增長和行業升級，

奠定良好的基礎。

針對千禧一代消費者，我們量身定制真

實的沉浸式體驗的旅行產品，例如2018年

推出的W酒店跨年Pass卡；針對家庭休閒

遊的賓客，我們在旗下海南區域酒店推出

種類多樣的家庭度假套餐，包含了餐飲、海

灘和水上樂園等體驗。

Q.何謂「未來旅遊」？對酒店業來說可能產生哪些影響？目前有哪些

前沿探索的內容是酒店業所關注的?

P
eggy：「未來旅遊」這一概念，包含了

人們對于旅遊業廣闊發展空間的期許

和探索。消費者對于更順暢、更個性化的

「未來旅遊」的需求，促使酒店業跳脫酒

店空間的限制，重新思考如何提高消費者

的整體體驗，包括行前計劃、出行預訂、以

及旅行途中每一站的新鮮體驗。

目前酒店行業有着許多備受關注的創新

探索，例如：

1.通過以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為形式

的Martech（智慧營銷）來改善產品品質，

提升使用者體驗；

2.依託人工智慧研發提高運營效率的工

具；

3.通過跨界合作拓展業務邊界，謀求新

的增長點；

（
提
供
·
萬
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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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計打造創新的會員計劃和權益機

制；

Q.「技術創新」一直是當前酒店業不斷發展的方向，面向很廣，你

認為最重要的有哪些部分？

P
eggy：如今，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變化，邊界開始模糊，聯繫日漸緊

密，壁壘逐步被打破，以客戶為中心的創

新成為制勝的關鍵。以科技驅動的創新

客戶體驗是集團致力發展的方向。科技

的作用不是為了取代人，而是讓賓客以他

們喜歡的方式與我們交流。在新技術的

支援下，酒店團隊將更高效地工作，把更

多精力投入到為賓客提供個性化服務中

去。

在美國，通過與埃森哲互動合作，萬豪

推出了旅行體驗孵化器（Travel Experience 

Incubator），這項計劃旨在發現和培養致力

于通過科技創新增強與客戶之間關聯性，

並優化旅行體驗的初創公司。

Q.數字化成為旅遊行業大趨勢，其中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方面？對于

酒店營銷策略有哪些影響？

P
eggy：數字化運營成為旅遊行業的重

要趨勢，尤其是在中國。酒店行業積極

投身數字化浪潮，通過和科技公司以及本

土平臺的跨界合作來提供便利的數字化

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依託數字

化平臺和工具，例如：萬豪飛豬旗艦店以

及萬豪微信小程式，消費者可以通過他們

喜歡的方式隨時瞭解和體驗我們的產品和

服務。

此外，數字化改變了消費者與品牌的互

動形式，同時也為品牌提供了通過「智慧

營銷」(Martech)瞭解和吸引消費者的全新(Martech)瞭解和吸引消費者的全新(Martech)

形式。

依託阿里巴巴的資料賦能，比如：資料

銀行，萬豪國際深入洞察用戶需求，于天

貓超級品牌日和雙十一期間推出了豐富而

個性化的旅遊產品，實現了供需端的深度

連接，開闢了「體驗類」產品線上營銷的新

思路。

Q.與阿里巴巴的合資公司在中國是一個重大的創新案例，能否

分享從這一全新合作對酒店市場營銷

具有哪些不同過去的意義？主要助力酒

店在消費市場作出哪些不同過去的新做

法？

P
eggy：從深度和廣度來講，像阿里巴

巴與萬豪國際合資公司這樣的案例是

前所未有的，集團的目標是為中國消費者

重新定義旅行體驗。

借助阿里大資料分析工具，集團搭建了

酒店行業第一個資料銀行，進一步加深了

對中國消費者的理解，為品牌數字化發展

和精准營銷注入活力。通過持續不斷的效

果測試、資料分析以及技術創新為合資公

司的會員運營，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成功

打通兩大集團的會員體系使得超過620萬

阿里巴巴旗下會員加入萬豪旅享家會員計

劃，在尊享萬豪國際集團帶來的休閒旅遊

體驗的同時，助力飛豬萬豪國際旗艦店的

強勁增長。

Q.酒店所有市場營銷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客戶服務之中，在客戶服

務方面，您認為哪些創新想法的發想是有

別于傳統的客戶體驗？這些創新的背后

有哪些考量點？

P
eggy：會員忠誠計劃是開拓創新的新

陣地，也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我們關注到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奢享

及服務需求，並為其升級打造了萬豪旅享

家會員忠誠計劃。

萬豪旅享家代表着行業革新，它不僅僅

是傳統意義上的常客計劃，更是一個超越

酒店住宿和積分兌換的旅行計劃。會員有

機會在全球千余目的地享受超過約12萬項

專屬時刻體驗。

每個地區和市場都有其獨特的消費習

慣，科技發展水平和文化氛圍也不盡相

同。作為全球化的酒店集團，必須要建立

各個市場的有力團隊，並積極與各地的本

土企業合作，依據當地的風土人情並結合

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與需求，為旅行者設計

打造專屬服務。

Q.在中國市場，萬豪與諸多新興的初創企業建立了廣泛的聯繫與

探索，專業技術領域涵蓋物聯網、人工智

慧、增強現實以及多種數字化服務。從

這幾個領域的初創公司合作，能否分享

您所見到哪些靈感和正在發生的變化？

當中又有哪些或能夠提升用戶旅行體驗

方案正在進行研發？

P
eggy：正如埃森哲互動 (Accenture 

Interactive)所指出的，「動態化的商業

模式(Living Business)」將是未來旅遊企

業的發展趨勢。

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旅遊品

牌必須建立消費者的動態畫像，並且和遊

客建立值得信賴的關係，從而保持品牌與

用戶需求的高關聯度。

這些初創公司處在科技創新和商業變

革的最前沿。他們既是年輕的創新者，也

是年輕的旅行者。我們希望通過與初創公

司的合作打開關于未來旅行的全新視角，

探索創新解決方案以滿足消費者日益升

級的需求，贏得年輕一代旅行者的認可，

提升未來旅行的賓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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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發展×知識經濟

迪拜2025年迎接2,500萬遊客

基
礎設施和安全性都是迪拜旅遊獲此

成果的重要原因。迪拜商業活動助

理副總裁Steen Jakobson介紹道，目前

迪拜有超過11.7萬間各檔酒店客房，世界

經濟論壇旅行及觀光競爭力報告並將阿

聯酋評為世界最安全國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眾所周知的大量奢華

酒店之上，得益于迪拜政府推出的相關獎

勵政策，尤能滿足會議和中端市場的三、

四星級酒店數量，近年也在迪拜迅速提

升。不僅宜必思、諾富特等酒店在增加，有

些本土酒店集團甚至為了順應政策方向，

特意推出了中端品牌（比如Emaar的三星

級品牌Rove在迪拜現有六家酒店，卓美亞

集團集團的四星級品牌Zabeel House現有

四家酒店）。未來幾年內，迪拜的酒店客房

還將進一步增加2萬~2.5萬間。

迪拜政府2022-2025旅遊計劃的目標是

提高旅遊人次、停留時間、市內消費和回訪

率，使迪拜至2025年每年接待2,500萬名遊

客，成為全球旅遊、商務和活動的首要目

的地。將助其達此目標的優勢包括：不斷

強化的可達性和連通性、持續的投資、成

功的合作關係及不斷進化的目的地資源。

Steen Jakobson分析，首先，阿聯酋航空

連同其他近百家航空現已使迪拜與約260

個目的地之間有直飛航線，同時中國等多

個關鍵市場的客人也可輕鬆入境。其次，迪

拜市內的交通也非常發達；遊客一旦抵達，

前往市內各地相當便利。再次，迪拜基礎

建設、公共交通、旅遊項目等的穩定投資，

使其新資源源源不斷。第四，迪拜旅遊局

與酒店、機場、航空、景點及各供應商之間

非常強的協作關係，在市場發展中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最后，目的地的演進讓客人

每次到訪都可規劃新的活動。

新資源方面，他舉例，迪拜河邊上靠近

古城區的新開發區Al Seef，讓訪客可以一

窺迪拜過去的生活面貌；南端的藍水島

(Bluewaters Island)有全球最大的摩天輪迪

拜之眼；迪拜購物中心正在擴建；在距市

中心約1.5小時車程的Hatta Wadi Hub，遊

客可以體驗與市區截然不同的山區景色和

戶外活動等等。

若從MICE的角度來看，值得注意的場地

有面積最大的迪拜世界貿易中心、場地類

型繁多的卓美亞古堡酒店、除了娛樂活動

外也可舉辦會議活動的迪拜歌劇院、可容

納1.7萬人的全新市內體育館迪拜競技場、

專為迪拜航空展打造的E2迪拜南部會展中

心，以及現下正在為2020迪拜世博會建造

的迪拜展覽中心。

推動迪拜形象大使計劃

作為迪拜旅遊局麾下發展會議活動市

場的機構，迪拜商業活動（Dubai Business 

Events，也就是傳統概念中的官方會議局）

旨在除了對外推廣，也成為為國際會議組

織者提供建議和支援的一站式服務樞紐。

「迪拜形象大使計劃」是迪拜商業活動的

關鍵舉措之一。這些本身有科學家、醫生、

政府官員、商業人士等不同身份的形象大

使，因認識各領域的相關決策者並具備影

響力，能借其發達的國際關係網幫助迪拜

商業活動為每屆于世界各地輪流舉辦的會

議活動，進行識別和競標。

2010年推出的「迪拜形象大使計劃」目

前陣容已逾300人。2018年，在形象大使的

支持下，迪拜成功標得了31場國際協會大

會；2019年往后，將有51場大使支持的活動

陸續舉行，參會者預計將超7.1萬人。其中，

2019年將舉行的活動包括世界神經病學大

會、國際室內建築師/設計師團體聯盟全球

會員代表大會、海水淡化和水資源再利用

世界會議、第19屆IFHIMA國際大會、國際

抗菌化療大會。

關于該項計劃的背景和功能，St e en 

Jakobson進一步解釋道，形象大使陣容雖

已連續數年都維持在300人左右的規模，

但事實上大使本身的輪替頗為頻繁，以確

保據此頭銜者，確實能為迪拜提供支援。

一旦某位大使助迪拜奪得了特定活動的舉

辦權，未來再奪新活動的概率較低，該位

大使便會退位，新大使再行加入。

迪拜商業活動選擇形象大使的標準基于

幾點。首先，最重要的，形象大使必須活躍

于國際協會、社團、聯合會等組織，于該領

域全球人際網路發達；其次，須樂于作為

志願者，為了促進迪拜發展而無償奉獻。

除了迪拜形象大使計劃之外，對迪拜拓

展MICE市場提供重要助力的還有迪拜商

業活動所加入的戰略聯盟，特別是橫跨六

大洲、成員涵蓋12個城市的全球最佳會議

城市聯盟(BestCities Global Alliance)。

MICE呼應轉型知識經濟

迪拜商業活動的MICE戰略與阿聯酋

政府的總體發展戰略緊密相連。St e en 

Jakobson介紹，阿聯酋數年前就設下了至

2021年全面轉型知識經濟的目標，並推出

了阿聯酋「科學、科技、創新」政策。這三

個領域裡的七個高度優先發展關鍵產業—

—健康醫療、教育、能源、交通、科技、水、

航太——以及六個新興產業——生物科

技、太陽能、機器人技術、航空、STEM（科

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智慧城市——同

時也是迪拜商業活動吸引會議和大會的主

要方向。其戰略有三大支柱。

▼  一是在每年輪于各地召開的國際會議、

大會和獎勵旅遊中，提高迪拜的市場份

額。

▼  二是一旦確認了會議活動將在迪拜舉

行，則將國際參會者的數量最大化。

▼  三是扮演孵化器的角色，與本地組織者

合作開發新的本土商業活動，以支援迪

拜的關鍵科學產業及產業集群。

其做法包括：調查、研究，透過訂閱

ICCA等組織的資料庫，瞭解現有的國際會

議和大會；利用「迪拜形象大使計劃」爭取

國際會議活動落地；參加展會、銷售路演；

組織入境考察；提供大會服務及提升訪客

體驗；達成合作和加入聯盟；以及營銷和

傳播。

在此之上，迪拜商業活動還調動其他政

府部門、學府、本地協會及機構的力量，一

同鞏固旅遊產業發展。2018年，其與迪拜文

化藝術局、迪拜水電局、迪拜市政府、迪拜

員警署、穆罕默德本拉希德政府學校、迪

拜羅切斯特理工學院、阿聯酋金融市場協

會分別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這些舉措成效顯着。2018年，迪拜是中

東地區國際活動數量第一的城市（據ICCA

統計），同年迪拜商業活動並贏得了261場

活動競標，包括2021年將舉行的世界胃腸

病大會、世界商會大會、國際泌尿科學會、

世界物理治療聯合會國際會議，以及2023

年將舉辦的亞太心臟病學大會。其活動數

量、參會代表到活動規模都較以往大幅提

升，而除了12億迪拉姆（約22億人民幣）的

經濟影響，這些活動也將對本地關鍵產業

起到推進作用，助力阿聯酋轉型「知識經

濟」。

2019年，包括4場展會、10場路演和9次考

察在內，迪拜商業活動共有171項銷售活動

計劃。其將持續向利益相關者做動態定期

更新、促升參會者數量、推動迪拜形象大

使計劃、進行內容戰略合作。

Steen Jakobson指出，旅遊產業除了自身

的從業者和利益相關者之外，同時也會觸

及更廣闊的產業範圍。也因此，迪拜商業

活動在當前的推廣計劃中，除了傳統的旅

遊供應商，也希望將迪拜更豐富的發展領

域向業者呈現，比如：迪拜未來基金會、迪

拜智慧城市、馬克圖姆知識基金會、穆罕

默德·本·拉希德太空中心等雖屬旅遊「週

邊」，但又是與迪拜MICE發展方向切身相

關的機構。

為經濟總體貢獻約10%的旅遊產業，是迪拜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去年，迪拜接待了國際遊客1,592
萬人次，同比上升0.8%，為全球旅遊人次第四高的城市；中國為其第四大客源市場（前三名依次是印

度、沙烏地阿拉伯和英國）。迪拜在轉型知識經濟的總體戰略下，旅遊發展積極呼應，目標2025年每年

接待2,500萬名遊客。

■鐘韻＝迪拜採訪報道·攝影

迪拜接待國際遊客人次

2,500萬
(目標)

1,592萬

201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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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發展×知識經濟

迪拜2025年迎接2,500萬遊客

所
謂「智慧」既抽象，又容易流于空口

而談。要瞭解迪拜MICE如何配合政

府打造「知識樞紐」，自迪拜智慧經濟實際

項目的走向，可以瞭解一二。項目的走向，可以瞭解一二。

一、�迪拜未來基金會(Dub a i�
Future�Foundation,�DFF)

迪拜未來基金會未來平臺執行總

監Saeed Measam Al Falasi介紹，過去

四十年間，世界總體的改變並不巨大，但迪

拜是少數急劇轉向現代的城市之一。當前，

迪拜也正致力于利用所有最新科技，以確

保自身成為區域內最佳基礎建設之前端。

迪拜在2016年成立了「迪拜未來基金會」

(DFF)，旨在推動公、私營機構踴躍使用新

興科技和先進技術，使迪拜整體保持其科

技前沿位置。DFF通過未來項目、未來平

臺、思想領導力三大支柱，在迪拜未來的

塑造中發揮關鍵作用。

未來項目

▼ �「迪拜10X」：推動所有政府實體將顛覆

性創新作為業務基本準則並將其納入工

作的方方面面，使迪拜比世界其他城市

領先10年。

▼  �「一百萬名阿拉伯程式師」：通過提供

免費軟體發展培訓，使新一代阿拉伯人

精通程式設計。

未來平臺

▼  「迪拜未來加速器」為迪拜政府邀請世

界各地成熟及新創的前沿科技公司在為

期9周的項目中，于DFF總部設計出推動DFF總部設計出推動DFF

政府發展的最佳計劃；創意若經採納，

迪拜政府將與該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

使創意成為現實。目前參與到迪拜未來

加速器計劃已有來自25個國家的190家

公司，MOU簽署率達73%。

▼  「區域2071」：阿聯酋百年計劃的目標

是使阿聯酋至2071年成為世界領先國

家，而「區域2071」為此願景的實體表

現。它是針對性空間及生態系統，將不

同類型的人和組織彙集成合作創意社

區，專注于大規模解決人類面臨的重要

挑戰。該計劃已在去年于阿聯酋大廈完

成一期建設，內有18個生態系統合作伙

伴、5個X個X個 實驗室、4個區域領先的風險投

資家、2個全球加速器項目及80多個研討

對于此舉對旅遊業能產生何種影響，智

慧迪拜營銷與傳播總監Alia Al Mur表示，

首先，智慧迪拜正與迪拜旅遊局合作獲取

所有當地酒店客房使用率的即時資料。這

能讓迪拜旅遊局在開發特定市場時，瞭解

不同檔次的各家酒店客房使用情況及如何

將不同酒店向不同人群進行推廣，以及更

好地瞭解各個客源市場之訪客趨勢。

其次，從宏觀角度來看，在傳統方式中，

迪拜市民要辦公事，須拿着一堆紙質檔在

七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私營企業之

間周旋才能達到目的。當許多人需要辦事

時，可以想像這會造成市區交通如何擁堵。

反之，利用智慧迪拜APP反之，利用智慧迪拜APP反之，利用智慧迪拜 ，所有事情皆可在APP，所有事情皆可在APP

彈指間辦妥；從降低的環境污染到更空曠

的街道，到訪迪拜的國際旅客都可感受到

實際好處。

迪拜政府文化顧問 J a m a l  b i n 
Huwaireb介紹，自2007年由阿聯酋副總

統兼總理及迪拜酋長穆罕默德·本·拉希德·

阿勒馬克圖姆成立以來，MBRF領導並實

施了旨在建立迪拜和阿聯酋為知識和研究

中心的開拓性項目。該基金會致力于通過

資助研究項目、活動和倡議，在整個地區

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它不僅培養思

想和創新，同時也專注于教育、創業和研究

與開發等主要支柱。

在其多個傳播知識和文化的具體項目

當中，值得關注的是2014年發起的年度知

識峰會。該峰會的目標是強調知識的重要

性，彙集有影響力的全球和區域知識人

物，提高全世界對知識的認識、計劃和想

法，從而將阿拉伯社會導向知識社會。知

識峰會已吸引來自跨地域的300多名發言

者和決策者參加，並有3萬多人參加過往期

會議。

培養思想和創新 迪拜邁向「知識樞紐」

Knowledge-based Economy

三、�穆罕默德-拉希德-馬庫圖姆
知識基金會(Mohammed�
bin�Rashid�Al�Maktoum�
Knowledge�Foundation� ,�
MBRF)

智慧迪拜營銷智慧迪拜營銷智慧迪拜營銷

與傳播總監與傳播總監與傳播總監

Alia Al MurAlia Al MurAlia Al Mur

會和活動。

思想領導力
▼   「迪拜未來學院」：座落于世界上第一個

功能齊全的3D列印「未來辦公室」的迪

拜未來學院通過組織一系列講習班、研

討會、會談和活動，為新世代領導人提供

瞭解和採用新興科技的技能和工具，解

決當前及未來的問題和挑戰。

▼「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加速研究中心」：

作為政府智庫和全球融資平臺，該中心

通過咨詢服務和技術、科學、地緣政治

和社會新興趨勢等領域的專家報告，支

持公、私營機構決策者。

▼  「未來會談」：借打造由遠見卓識者、變革

者和開拓者組成的全球社區，未來會談

旨在達成政府與個人之間的戰略合作。

▼  「大眾科學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Mostaqbal門戶」：DFF借此平臺針對

未來性主題發表在空間、科學、健康、人

工智慧和虛擬實境等領域發表研究、文

章、視覺材料和資訊圖表，且所有內容

都以易懂的阿拉伯語表達，強化本地人

民對新資訊的接收。

二、智慧迪拜�(Smart�Dubai)

智慧迪拜作為政府機構，主要扮演三種

角色。一是智慧管理與規劃。為成為整體

化智慧城市，智慧迪拜在6個維度上與所有

迪拜政府機構以及數個半政府和私營企業

合作實施其倡議和服務。二是無縫體驗和

科技效率。智慧迪拜制定了實施區塊鏈、

人工智慧和開放共用資料共用等新興技術

的政策和方向，在確認了最佳實踐方式之

后，借着全城實施使所有居民和遊客的生

活更加無縫、高效、安全和個性化。三是生

態系統支援。通過迎接挑戰、舉辦程式設

計馬拉松和設置加速器、邀請人才到迪拜

及與高校合作，其得以引進智慧城市和新

興技術相關課程，培訓迪拜新世代。

無紙化戰略助益旅遊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迪拜無紙化戰略。至2021

年，迪拜計劃成為完全無紙化政府。迪拜

無紙化戰略旨在利用新興技術的力量，在

未來3年內在所有政府內、外部流程中刪

除紙張的使用，實現所有交易都能瞬間線

上處理，讓居民再也無需陷入排隊等候和

帶着檔案在各機構中到處跑的難題之中。

高级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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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業是迪拜的戰略支柱之一；其優發

展優先和所受重視程度與其他地區有所不

同。迪拜機場企業傳訊

總監Lorne Riley介紹，

至2020年，航空產業將支

持迪拜37.5%的GDP，並占

就業人口的29.5%。長遠

來看，迪拜機場的目標是革新客戶體驗，使

「服務」與傲人的客流量成績匹配。

迪拜現有兩座機場，合計每日起降超過

1,100次航班，以130多家航空公司連結260

余個目的地。航空業在迪拜發展如此良

好，重要原因包括穩定的政治和經濟、廣

泛的貿易網路、先進的電信科技、世界級

目的地的地位、友好的商業環境、開放天

空政策、頂級基礎設施及跨行業的密切協

調。同時，迪拜航空業也獲益于地心定位。

世界上有超過2/3的人口生活在迪拜的8小

時飛行圈內，有1/3生活于其4小時飛行圈

內，因此迪拜機場可以很有效地將不同市

場進行連接。

作為1960年開設的機場，迪拜國際機場

(DXB)近十年的發展非常迅速。受空間所

限，2016年的Concourse D成了其最后一個

重大開發項目。去年，DXB服務了8,920萬名

旅客，國際旅客排名全球第一，總流量則

排名全球第三，僅次于亞特蘭大和北京；今

年其預計接待9,000萬名旅客。

DWC將彌補DXB擴容限制

相關報告預測，2034年僅亞太地區的全

球航空旅客就將較2016年增加21億人次，

顯見航空產業的未來發展，從流量來看，

必將以亞太地區為主。為此，迪拜機場為

保持重要樞紐地位，正在提升接待能力，

滿足未來需求。

1.首先是將DXB容量在2023年提升至

1.18億。

2.其次，2010年原設為貨運機場的阿

勒馬克圖姆國際機場(DWC)在2014

年開始相容客運，近年並持續擴容。DWC

的當前策略是吸收DXB溢出的流量（因為

DXB受城市包圍，僅能以流程和科技實現

容量的提升）。而DXB要將容量提升至1.18

億，方式包括：增強空中交通管理(ATM)

技術；加強協調能力——因為空中容量和

地面航站樓的容量同等重要，所以目前阿

聯酋政府及區域內的空中導航服務商正密

切合作，以更好地協調整個地區的空中交

通，從而提升區域整體航空容量；機場總

體管理；以及利用大資料。

3.機場總體管理方面，Lorne Riley解

釋，作為一種思維，其旨在讓機場數

百個機構的資料透明化，以一同為促進旅

客和航空公司的利益作出好的決策。迪拜

國際機場近期剛開設了投資數百萬美元的

全球最大機場運行控制中心；該中心將收

集機場超過70億個資料點的即時資料，更

好地審視和預測機場運行情況，讓旅客通

行更順暢。

4.另外，由于24小時運行的DXB作為

全球國際航班且寬體客機起降最為

密集的機場，兩條跑道難以維護，因此自

今年4月16日至5月底，DXB花了45天的時

間為南跑道進行升級，以提高其安全性和

韌性。此期間DWC為DXB吸納了11%的流

量，也借此機會向乘客和航空公司展示其

之優勢。作為以點對點為主的機場，DWC

目前僅服務約7家航空公司。不過放眼未

來，DWC將有機成長，成為阿聯酋航空基

地，並成為迪拜的新樞紐機場。

DXB目標成為一個目的地

長遠來看，迪拜機場的目標是革新客戶

體驗，使「服務」與傲人的客流量成績匹

配。一方面，其正大力投資科技，比如安裝

僅15秒就能通關的智能大門(Smart Gate)。

得益于此科技，DXB的旅客通關時間僅在

一年的時間裡便總體下降了28%。這對旅

客和機場來說都是雙贏局面：客人更快通

關，同時機場容量上升。

另一方面，DWC將進入二期建設；這個

世界級新機場容量將可高達每年2.4億旅

客。迪拜機場希望借此舉扭轉局面，而當

前DXB正作為DWC未來科技應用的實驗

場地。為確保客人能在旅程中更有掌控，

DXB約兩年前並裝設了極速Wi-fi網路，讓

客人能使用到最快速的免費Wi-fi。

進一步來看，DXB希望除了作為客人轉

機的地方之外，還能成為名副其實的目

的地：人們專門去聽演唱會、看畫展、享

用美食、游泳、做Spa的地方。這些項目，

DXB都已落實。約2年半前，DXB推出了

「musicDXB」現場表演，近期並成了第一

家有駐場DJ的機場；通過去年與內容提供

者Icflix達成的合作，旅客可以在機場使用

免費Wi-fi以智慧手機和筆記型電腦播放

阿拉伯語、英語和法語的電影和電視節目；

DXB也和娛樂公司進行合作，把表演（比

如怪物史瑞克）帶進機場。

Lorne Riley說道，為打好建設和管理基

礎，未來幾年DXB對「體驗」作出的投資

多在客人看不到的地方，因此作為「目的

地」，DXB還需要一點時間獲得市場認同。

但逐步地，從升級的設施、餐飲、酒店到娛

樂，客人會感受到DXB的水平。 

未來，迪拜機場還計劃利用生物特徵圖

像和安全資料庫等尖峰科技打破值機、托

運、通關等各環節，真正實現無縫旅行。

迪拜國際機場(DXB)客流量

9,000萬
(預計)

8,920萬

2018                 2019

2020世博會三大主題：機遇、移動性、可持續性Expo 2020

2020年迪拜世博會將于2020年10月20日

開幕，展會為其173天，主題為「機遇、移

動性、可持續性」。這將是世博會首次在中

東、非洲和南亞地區舉行，預計吸引2,500

萬人參觀，其中70%的遊客預計來自阿聯

酋以外的國家，為世博會歷史上，國際遊客

比例最大的一屆。

2020年迪拜世博會戰

略與業務整合副總裁（規

劃）Shaun Vorster介紹

道，此次世博會的三大主

題「機遇、移動性、可持續

性」將各占一區。機遇圍繞「釋放個人和社

區的潛力，塑造未來」，展出主題將涵蓋新

產業、就業、教育、金融資本和理；移動性

圍繞「創造更智慧、更高效的商品、人和思

想的移動」，展出主題將涵蓋物流、運輸、

旅行與探索、個人移動性和數字連接；可持

續性圍繞「尊重並與我們居住的世界保持

平衡」展出主題將涵蓋資源、氣候變化、綠

色增長、自然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可持

續城市和棲息地建設。

面積4.38平方公里的世博會場地距阿勒

馬克圖姆國際機場20分鐘車程、迪拜國際

機場45分鐘車程、沙迦國際機場50分鐘

車程、阿布達比國際機場60分鐘車程，並

有每小時可運送36,000名乘客的專屬地鐵

站，便于客人往返市中心。至2020年，當地

預計將有140,000間酒店客房、9,000間餐

廳和咖啡館、96家購物中心（包含全世界

最大的迪拜購物中心）和12座高爾夫球場

（其中兩座排名全球前100）。

從 M I C E 的角度而言，世博會期

間，MICE團可購票組團參加，2020世博會

也提供文化、歷史相關定制行程或者圍繞

2020年世博會現場定制主題/內容驅動的

行程，以及引至旅遊接待館和商務休息室

的商務禮賓。

世博會結束之后，座落于世博場地的全

新迪拜展覽中心將提供可靈活配置成各種

多功能場地的45,000平方米空間，展覽中

心並擁有一流的視聽設備、VIP會議室、廚

房和餐飲設施，且無縫接入迪拜2020世博

會現場的其他VIP會議室、招待空間及各

種現場零售和餐飲設施。

迪拜新南城落實可持續發展

此次世博會將是迪拜向全世界展示新

開發的迪拜新南城(Dubai South)之最佳機

遇。據瞭解，早在2013年迪拜進行世博會

競標時，「遺產」便深植于整個計劃之中；

不同于過去其他大型盛會，迪拜2020世博

會與迪拜新南城的建設有着密不可分的關

係，迪拜新南城的建設也契合着2020年世

博會的可持續發展主題。

為留下有意義和持久的遺產，在世博會

結束之后，其80%以上的建成設施將轉而成

為充滿活力的社區，實現2020年世博會的願

景，推動建築、智慧技術和可持續發展，為

迪拜提供生活、工作和修養的新場所。

Highly Recommend
迪拜很顯著的特點是變化非常快。即便

每兩、三年去一趟，都能探索新的活動，

體驗新的氛圍。迪拜不是只有“Mall”。

文化理解中心
揭開阿拉伯神祕面紗

「文化理解中心」(Sheikh Mohammed 
Centre fo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SMCCU)作為景點在旅遊業似乎是有點陌

生的概念，但迪拜作為中東地區最前衛、最

具開放性的城市之一，打造這樣供外界揭

開酋長國和阿拉伯文化神秘面紗的資源，對

于國際遊客來說，幾能算是一種福音。畢竟，

千里迢迢到了阿拉伯半島，留下的印象若只

有開著冷氣的購物中心和奢華酒店，返家不

免心覺空洞。

SMCCU除了提供獵鳥表演及街區、博物

館、清真寺導覽等文化體驗，也在中心內舉

辦早、中、晚貝都因風格用餐體驗（葷、素餐

食皆供）。用餐體驗以傳統阿拉伯咖啡和椰

棗開場。土生土長的迪拜本地人作完文化介

紹之后，便會與客人一同在坐墊上享用傳統

菜肴。

式或文化的所有疑問，導覽也在席間坦言

相告。對中東文化若有刻板印象的客人，在

此確能與當地人民建立起真正的友誼橋樑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這落實了「旅遊」

的重要目的。

其次，SMCCU的貝都因用餐體驗並不

以花哨餐點來刻意虜獲客人芳心，而是

提供本地家常菜；這也加深了外國遊客對

酋長國生活的真正瞭解。SMCCU位于歷

史氛圍濃郁的阿法迪歷史街區 (Al Fahidi 
Historical Neighbourhood)。探訪完景點，

值得在街區逗留。

記者在親自體驗時，印象最深的是：首先，

導覽開頭便表示，SMCCU是一個對于客人

疑問沒有任何忌諱的場所。隨后，針對客人

所提出無論是宗教、性別關係、餐飲、生活方

積極擴容、投資科技 迪拜機場革新客戶體驗

2019-9-04.indd   16 2019/9/8   9:54: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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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對雅高集團來說是一個核心關

鍵市場，集團計劃未來幾年內在中國新增

三萬間客房。為了達到該目標，雅高集團加

快組建大中華團隊，並制定了「2020中國戰

略（China Impact 2020）」，希望大幅提升

酒店預定量及中國會員數量。

據介紹，2020中國戰略主要有三個具

體方向：積極開展分銷合作、優化直銷渠

道，並進行本土化運營，以進一步擁抱中

國文化。

雅高集團首席數字

官Maud Bailly女士表

示，針對積極開展分銷合

作，雅高集團希望與不同

機構平臺開展合作，例如

雅高與攜程簽署合作備忘錄，超過2,600家

雅高酒店可以通過攜程預訂；去年8月，雅

高在飛豬上建立官方旗艦店，有300家酒店

入駐，今年希望能持續拓展，有兩倍到三倍

雅高集團發佈中國2020市場戰略計劃
■劉霈芯＝採訪報道 的成長。與不同平臺進行戰略合作，是雅

高拓展中國市場非常重要的動力。

其次，優化直銷管道，希望借由中國當地

語系化舉措，吸引更多客流。例如在集團官

方網頁設計方面進行升級更新，新頁面設

計一目了然，符合中國消費者審美；此外，

在和華住集團開展戰略合作框架下，去年12

月開始，雅高進一步與微信合作，通過微信

可以更迅捷地跟中國客戶進行溝通。雅高

並同步經營微博和微信小程式，通過自有

渠道提升影響力，關注移動端產品在文本、

圖片、色彩組合和網頁設計等方面的呈現。

第三、進行本土化運營。她強調，在2020

中國戰略中最重要的是擁抱中國文化，尊

重當地的文化氛圍。集團推出了一個酒店

認證體系「好客認證（HAOKE）」，有八大

標準，其中包括中文員工、中文指示牌、中

文服務、中式備品比如拖鞋、熱水壺等、中

式早餐、銀聯支付等，集團希望年底認證的

酒店能達到150家，與此同時，中國戰略更

側重于技術轉型，並確保找到合適的平臺

進行分銷和支付系統，以服務中國市場。

通過2020中國2020戰略，雅高希望能夠實

現兩大目標：一為中國的預訂量實現4倍增

長；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戰略，中國會員數能

翻倍成長。

過去幾年，雅高集團在中國取得豐碩成

果，這主要歸功于其與本土酒店巨頭華住

集團的戰略聯盟。通過與華住集團的聯

盟，雅高獲得華住集團的1.22億客戶的支

援。隨着雅高的知名度提升和更多品牌酒

店的加速發展，將有助其實現增長目標，

即到2020年，其忠誠度計劃的中國會員數

量增加一倍，中國出境遊客的預訂量增加

兩倍。截至去年年中，雅高集團的1,100家

酒店可通過華住分銷平臺預訂，370家華住

酒店可通過雅高官方網站平臺預訂。

數字化發展提升知名度

關于數字渠道提升集團品牌知名度的重

要性，Maud Bailly女士表示，數字化意味

着流暢體驗和簡單便捷，雅高集團一直專

注于產品開發，重視使用者體驗設計，比如

和攜程合作優化產品，確保以最好的方式

與中國遊客交流。用戶可以通過攜程和阿

里找到雅高的酒店產品，設計介面簡潔直

觀。

此外，從去年12月開始，雅高手機應用程

式引入微信帳戶關聯，簡化用戶體驗。今年

集團還將開通微信消息對話和微信通知，

儘管專注于吸引客戶通過直銷渠道預訂或

為直銷渠道引流，但目前仍要成倍增加接

入渠道，利用流量增加預訂。

「未來雅高集團還可能和新的伙伴合

作，隨着拼多多、抖音等公司的快速發展，

我們仍需密切關注中國的協力廠商渠道。

集團既要和大企業建立聯繫，同時也不能

忽視新興力量。」 Maud Bailly女士表示，

雅高集團在中國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提高整

體品牌的知名度，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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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賓斯基酒店集團日前在北京燕莎中心

凱賓斯基飯店舉辦2019年度路演活動，此

次路演活動共有近30家凱賓斯基酒店參

與。凱賓斯基秉持「臻精緻美」理念，穩步

擴張中國版圖，接下來將有多家酒店陸續

開業，包括中國南京、廣州、濟南、海口及

長春等項目。

凱賓斯基酒店亞洲

區市場銷售副總裁包鉑

（Ilja Poepper）表示，

凱賓斯基酒店集團不以追

求酒店數量為目標，也不發展其他子品牌，

以確保每家新酒店都能維持凱賓斯基歐式

奢華酒店品牌精神及高標準要求，同時為

投資的酒店業主帶來收益。未來，凱賓斯

基酒店也將關注中國康健市場，尤其是受

到當地政府支持的城市，以及交通方便的

目的地，以追求更多合作機會。

據悉，今年七月，中國第19家酒店–杭州

遠洋凱賓斯基酒店在京杭大運河畔開幕。

南京凱賓斯基酒店、廣州德安麗舍凱賓斯

基酒店、濟南凱賓斯基酒店、海口凱賓斯

基酒店、長春凱賓斯基酒店都將陸續加入

市場。在中國市場之外，凱賓斯基酒店亦

積極拓展亞洲區版圖，繼去年新加坡首都

凱賓斯基酒店開業后，今年年初，印尼巴

厘島阿普爾瓦凱賓斯基酒店也加入市場運

營，不久未來，泰國曼谷、馬來西亞吉隆玻

亦將開啟新項目。

除了新酒店項目，今年凱賓斯基也引進

了全新的餐飲概念，先后在新加坡、杭州及

南京開設伯托美食廊和弗裡達德式餐廳，

以現代新主義呈現德國傳統美食。

包鉑（Ilja Poepper）進一步表示，創建于

1897年的凱賓斯基酒店，精心打造體貼入

微的定制服務，為賓客打造地道文化體驗，

並在接地氣呈現地域色彩同時，保留當代

歐式奢華優雅。面對未來即使大環境有挑

戰，凱賓斯基酒店集團將持續秉持永不放

棄的精神，保持樂觀態度，致力于時時調

整腳步，跟上時代發展與市場潮流。

● 杭州遠洋凱賓斯基酒店

作為新開業酒店，杭州遠洋凱賓斯基酒

店在路演上大力推薦酒店亮點。杭州遠洋

凱賓斯基酒店市場銷售總監溫黎萍介紹

到，杭州遠洋凱賓斯基酒店位于集購物、

居住、辦公等功能于一體的大型商業綜合

體內，毗鄰若干歷史街區、博物館並遠眺百

年拱宸橋，既能吸引商務旅客，又適合休

閒旅客。酒店戶外場地眾多，集合餐廳、屋

頂酒吧、行政酒廊、水療露臺空間以及婚

禮草坪。除了2千多平米宴會及會議場地，

酒店客房和套房344間，包含9種房型，其

中132間客房內設計獨特新穎，以開放式

呈現，浴缸、床、衣櫃等之間沒有任何牆面

相隔。接下來，由世界知名設計師Ashley 

Sutton與其團隊操刀設計的首個中國項目 

– 以愛情為主題並可容納200人的屋頂酒吧

變體，以及主打健康菜系的弗裡達德式餐

廳將陸續于9月和10月開幕。

她指出，今年上半年杭州市場和全國一

樣低迷，會議數量下滑很多，不過，MICE

市場在G20峰會之后一直深受熱捧，加上

2022年的ASIA GAME前期代表團開始陸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凱賓斯基積極開發中國及亞太新項目

Brand Updates 續到訪考察，七月以后市場已經逐漸恢復，

未來酒店將進一步挖掘京航運河文化的發

展契機。

● 南京凱賓斯基酒店

南京凱賓斯基酒店市場銷售總監潘貴

明則表示，計劃于9月29日開幕的南京凱賓

斯基酒店，是當地近四，五年來首度加入

市場的全新高端商務酒店，不但融合了明

朝、民國等當地元素，而且地理位置優越，

因此，雖然南京酒店市場今年處于下行狀

態，但是全新產品對于想要出行的消費者

和需要舉辦活動的企業，依然具有極大吸

引力。

● 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

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市場銷售總監姜

麗說道，貴陽凱賓斯基大酒店位于貴陽市

中心，共有366間客房，受益于貴陽大資料

之城和生態城的迅猛發展，以及華為、蘋

果、阿裡巴巴、騰訊等大型企業的資料中

心進駐，加上當地大力推廣主題旅遊產

品，如遵義紅色旅遊、黃果樹瀑布和荔波

社區等綠色旅遊、苗族和侗族少數民族人

文旅遊等，還有旅遊專列車投入市場，貴陽

受到許多休閒旅客的關注，尤其自助旅客

眾多，酒店業績也穩定增長。

長春等項目。

區市場銷售副總裁包鉑

凱賓斯基酒店集團不以追

求酒店數量為目標，也不發展其他子品牌，

李厚德先生
天津于家堡洲際酒店
及行政公寓總經理

近日，洲際酒店集團正式任命李厚德先生

為天津于家堡洲際酒店及行政公寓總經理。

李厚德先生將作為酒店發展戰略的重要決策

者，發揮豐富卓越的酒店管理才能，全面負

責酒店各領域的運營管理工作。

來自臺灣的李厚德先生

投身酒店行業二十余年，豐

富的國際品牌酒店管理經

驗賦予了他非凡的領導力、

洞察力以及對市場的獨到

見解。李厚德先生于1993年
開啟酒店職業生涯，先后服務于香格里拉酒

店集團、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現萬豪國際

集團）及希爾頓酒店集團，並且在前廳運營、

人力資源管理和酒店整體運營方面有著深厚

背景。在履新前，李厚德先生曾擔任希爾頓集

團福建區域總經理，並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劉揚女士
黑龍灘長島天堂洲際酒店總經理

近日，洲際酒店集團任命劉揚女士為黑

龍灘長島天堂洲際酒店及黑龍灘長島英迪

格酒店總經理，全面負責酒店的各項運營工

作。劉揚女士擁有超過25年資深國際品牌酒

店管理經驗，曾就職于多家知名酒店的總經

New Appointments
投身酒店行業二十余年，豐

富的國際品牌酒店管理經

驗賦予了他非凡的領導力、

洞察力以及對市場的獨到

見解。李厚德先生于

開啟酒店職業生涯，先后服務于香格里拉酒

理，包括成都世紀城假日酒

店、九寨天堂洲際大飯店及

九寨天堂甲蕃假日酒店、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和常

州香格里拉酒店等。

她是一位擁有豐富國際

品牌酒店運營背景，且勇于變革的職業酒店

經理人。劉揚女士將保持她對酒店行業的熱

忱，運用專業知識以及豐富的酒店運營及管

理經驗，帶領它的團隊邁向新的高峰。

理，包括成都世紀城假日酒

店、九寨天堂洲際大飯店及

九寨天堂甲蕃假日酒店、世

紀城天堂洲際大飯店和常

州香格里拉酒店等。

品牌酒店運營背景，且勇于變革的職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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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然不客氣了，立刻打電話給酒店請他

們安排。在我去頂樓酒吧享受歡迎飲品之

際，管家到我房間，把浴缸清洗乾淨，弄好

了泡泡浴和沒有咖啡因的晚安茶。回到房

間，調暗燈光，在泡泡與玫瑰花辦堆中，欣

賞窗外夜景，不知不覺會更為放鬆下來。

一般在海邊的酒店，晚上沒什麼景色，

窗外就是黑壓壓的一片，但是這裡不同，

有一排排綿延不絕的辦公大樓亮着五顏

六色的外牆燈，也有在海上亮着燈工作着

的船舶，一點一點的，有如在地上的星星

一般；公園外圍也設置了環狀式的路燈，

從上往下看，很像一個超大池塘，相當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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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中如果能遇上一片大窗景，無論身

在那座城市，內外都會變得無限燦爛。辦

理入住手續后，一踏進深圳鵬瑞萊佛士酒

店的尊貴客房，對着大床的兩大片窗簾同

時緩緩升起，公園綠地、海灣美景、高樓

大廈一下子全部映入眼簾， 讓人忍不住

放聲驚呼。大片的自然光宣洩而入，房間

瞬間亮了起來，讓人心情大好。

站在窗邊，放眼望去，從酒店所在的

深圳市南山區一路可以看到羅湖區的

KKmall購物中心，對面甚至還可以看到

香港，前后兩大片海景近在眼前，船舶點

綴其中，美的不像話，遼闊吸睛的景致，看

了實在太震撼，完全不想轉移視線。躺在

舒服的床上，或是泡在超大浴缸中，一邊

喝迷你酒吧提供的免費涼爽飲品，一邊欣

賞日落或是日出，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往下俯瞰無止盡的大海，即使在高樓之

中，也能感受到平靜，看着看着，我在浴缸

裡面都睡着了。

房間書桌上還有管家留的歡迎信，裡面

提到可以去特定地方領取歡迎飲品一杯，

也可以請管家提供泡泡浴和晚安茶，所以

在客房裡只要有空，就會忍不住拍照，

白天也拍，晚上也拍，日出、日落、白天、

黑夜，景色一直在變化，藍天白雲在水面

上的倒影，清楚可見。住了一晚，除了手機

裡多了上千張照片、印象深刻，更是萌生出

想讓爸媽感受一下這樣體驗的想法，還沒

退房就已經想當回流客了。感謝那一片大

窗景！

■張廣文＝撰文．攝影

感謝旅行中的那一片大窗景深圳海灣畔

日前借採訪名古屋愛知縣天空城會展中

心的開幕活動，會后參與了充滿日式風味

的交流午餐會，也見識了日本如何把握機

會展示當地特色傳統文化的用心，特別有

意思。

交流餐會安排了類似雞尾酒會站立式

自助午餐，並在交流區擺放了數個方形桌

子，桌上都提前擺好了幾款飲料，包括四

款日本本地的啤酒、四款不同的日本烏龍

茶，最有意思的是旁邊兩種不同造型的燒

陶杯，也提前倒了兩款不同日本清酒供賓

客品嘗。

聽了介紹才知道原來這是本地產的清

酒以及位于日本愛知縣一個小城鎮常滑

的燒陶器皿，而且是來自當地匠人手工燒

制，所以桌上每個清酒杯大小都略微不

同。主辦方很用心地準備了紙巾、包裝袋

和塑膠袋在桌邊，喝完清酒的手工陶杯，

還可以自行包裝帶走作為紀念品，回家慢

慢享用。

常滑燒是日本六大古窯之一，在常滑市

區雲集了很多常滑燒手工匠人和手工作

坊，很多遊客到訪時都會帶個常滑燒的招

財貓作為留念。在常滑的陶器小路上，周

圍散落着古老的管道、瓷片、燒窯用的煙

囪，遊客隨意走進一間陶瓷

工坊，多會看到木屋裡匠人

正在製作常滑燒。

恰巧因為名古屋會展中心

的新落成，未來面向更多國

際市場的活動也將有機會在

名古屋舉行，就會讓更多訪客

可以看見日本中部地區的特

色手作品，也是振興當地產業

發展以及延續傳統文化的最

佳方式。

樸質細膩 日本中部匠人手工燒制常滑燒
■劉霈芯＝撰文．攝影

雅高集團發佈中國2020市場戰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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