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正式進入雙樞紐機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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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圳會展發展取得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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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備受矚目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正式開航。當日，大興國際機場迎來7架次

航班，北京正式進入雙樞紐機場時代。

大興機場總投資800億元，預計年客流

輸送量1億人次、飛機起降量80萬架次。該

機場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單體航站樓。從

空中俯瞰，外觀如金色鳳凰的航站樓核心

區，覆蓋着自由曲面的全球最大屋頂，建

設難度堪稱世界級。機場充滿了高科技元

素，全面實現旅客自助值機、自助托運、人

臉識別、刷臉登機、RFID行李定位等高科

技真正落地。

根據大興機場航空公司基地建設方案

的較早規劃，東航、南航為大興機場的主

基地航空公司，東航集團（包括東航、上

航、中聯航等）、南航集團（包括南航、廈

航、河北航等）、首都航等公司將轉場投運

至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運營；國航為北京首

都國際機場的主基地航空公司，中航集團

（包括國航、國貨航、深航等）、海航、大

新華航等公司保留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運

營。

面積約150平方公里的大興機場臨空經

濟核心區，北京部分約50平方公里、西側片

區(榆垡)約26平方公里(國際醫療、機場服

務保障、生活配套產業)、東側片區(禮賢)

約24平方公里(國際會展、綜合保稅、航空

Viewpoint
打破供應鏈壁壘 
與當地資源全面合作

物流等產業)、河北部分約100平方公里。其

運用中國傳統文化符號作為設計項目，通

過中間綠色廊道連結東西片區。

已經開始招商的首批四項目中，國際健

康中心為集國際醫院、醫療研發、健康服

務為一體的國際健康中心，商業策劃已經

完成，正在與投資人對接。而國際購物小

鎮集國際購物、城市綜合體、商業街區為

一體，預計年內啟動建設，包括高端零售

百貨、特色餐飲等。另外，國際會展中心占

地約200公頃，主要包括展覽中心、會議中

心、辦公、餐飲等功能，正在與投資人對

接，將發展以高科技專業博覽、娛樂賽事和

學術交流會議為特色的專業展會。

60%買家首次參與IT&CMA

Cruise
星夢郵輪 
向「亞洲環球郵輪船隊」邁進

近日，雲頂郵輪集團旗下星夢郵輪發

布未來部署計劃。目前在華南及新加坡

郵輪市場佔有率第一的星夢郵輪，將繼

續發展華南及東南亞郵輪發展基地，同

時，推進華東和華北市場發展，並進一步

向「亞洲環球郵輪船隊」邁進。

在「探索夢號」于華東、華北以及澳洲

的運營基礎上，星夢郵輪將于2021年初

迎來首艘20萬噸「環球級」郵輪，其將以

上海、天津為母港開啟首航，為旅客提供

更為智慧化、人性化的郵輪體驗。(詳文

請見P.14)

Hotel
希爾頓花園品牌
搶進中端市場新藍海

根據麥肯錫預計，中國中端酒店市場

潛在消費人群將以10%年增長率持續擴

大，對于酒店集團來說，要在未來中國酒

店市場站得一席之地，得中端酒店市場

者似乎就能得天下。為深入挖掘此新藍

海，不少酒店集團發力中端酒店市場，而

希爾頓品牌也磨刀霍霍推出新版希爾頓

花園品牌，希望可以搶佔市場先機。

由于中國中產階級不斷壯大，消費者

的目標從奢侈品牌逐漸轉向了希爾頓歡

朋、希爾頓花園等中端市場品牌，希爾頓

集團在中國加碼中端酒店市場的立場將

更加堅定。(詳文請見P.18)

Special Report
中國豪華旅遊消費力
順勢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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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經濟」成為高價值旅遊投資項目

OCTOBER 2019 • TTG CHINA 2News

Night Tour

■劉霈芯＝採訪報道

作為衡量一個城市旅遊競爭力和吸引力

的重要指標，遊客的停留時間越來越受到

關注，其中，夜間旅遊項目發揮着越來越

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着文旅產業融合

逐步深入，如何掘金「夜遊經濟」成為業界

關注的焦點。

北京市政府在今年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出臺繁榮夜間經濟促消費政策，鼓勵重

點街區及商場、超市、便利店適當延長營業

時間；而上海商務委等九部門也于今年4月

聯合出臺了「拉動夜遊經濟的十條意見」，

一南一北兩大一線城市均把夜遊經濟政策

看作拉動城市經濟的重要抓手。

目前全國已有寧波、重慶、南京、天津、

西安、上海、成都、北京、濟南等十幾個城

市陸續出臺了促進夜間經濟、夜遊經濟發展

的意見，鼓勵發展這片新藍海。

極大推動文旅產業的前進

ITIA艾蒂亞總幹事王琪表示，新型夜間

旅遊項目和投資新藍海的概念，要靠創意

和科技來提升文旅項目的價值和投資回

報，夜間旅遊經濟亦是發展城市新文旅的

重要組成部分，將極大地拓展了中國文旅

產業的未來發展領域。夜遊經濟有助于旅

遊把原有的資源進行擴大和延伸，有助于

給旅遊者更多提供遊覽時間，將會極大推

動文旅產業的前進。

ITIA艾蒂亞智庫秘書長李濤指出，夜

經濟新文旅作為高價值的旅遊投資項目

之一，主要體現的是整體城市消費升級。

夜經濟新文旅由夜生活、夜場景來共同構

成，商業街、文化區域、居住空間共生，通

過創造美好的生活場景、美好的夜生活內

容，把整個區域的夜生活的經濟啟動，夜

遊和夜演藝是其最突出的方面。類似橫店

的香港街、上海灘等沉浸式的表演項目，

這些新業態吸引了年輕人，對文化的傳播、

創意的結合具有重要意義。

旅遊演藝則是夜遊經濟的重要組成，也

是一般消費者較為熟悉的部分，以北京天

創文投收購的《印象劉三姐》為例，當年僅

僅投資7,000萬，就讓陽朔從一個不知名、

床位數不足2,000的小鎮發展到了如今7萬

張床位數仍然供不應求的旅遊勝地，可見

夜間旅遊經濟對地方經濟的巨大影響力。

除了大規模、大製作的實景演出外，各景區

積極探索科技演出，如上海歡樂谷斥資1億

元製作的水幕燈光秀，還有古北水鎮的無

人機孔明燈演出，這些都是科技與演藝融

合的成果，創造出全新的藝術形式。

李濤認為消費升級也體現在新型商業融

合文旅的創新展現，比如，上海的1192弄老

上海主題街區、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地下

的和平果局等，都是把地域文化與場景結

合，成為非常有特色的娛樂產品。

另一個案例是西安的曲江新區，利用西

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了大雁塔、大

唐不夜城等等一系列非常優秀的文化旅遊

產品，通過產品聚集了遊客和人氣，創造了

非常富有特色的文化生活，這種文化旅遊

產業和城鎮化步步升級的發展模式，在國

內非常有前瞻性。

西安已經是古老與時尚的結合，借着新

型城鎮化的機遇，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及其

它新型產業，帶動更大範圍區域文化經濟

發展，實現未來文化城市。

王琪進一步表示，夜遊經濟並非僅僅是

燈光經濟，也不是簡單的城市亮化工程，

或是搞些燈光裝置，就能完全帶動夜遊

項目的發展。夜遊經濟是目的地經濟發展

的產物，文化和旅遊融合的新消費形式。

從某個景區的門庭若市，到整個城市夜間

的旅遊、文化、餐飲、購物等一系列消費上

漲，夜遊經濟在策劃者的精心設計下，逐漸

從單純的收售門票模式轉換到了以節事品

牌帶動關聯消費的綜合升級模式。

各個地方在繁榮夜間經濟、發展夜間

旅遊的過程中，從文化和旅遊融合的角

度如何體現城市的特色？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會會長金元浦

表示，要挖掘城市的文化特色、內在脈絡，

找到內在的城市品格。一個城市的特色，

一定包含美食、文化和品牌等方面的亮點

和獨一無二的東西。特別是城市水系的文

化開發往往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如維多利

亞港就是香港的象徵，黃浦江夜景一定是

上海的夜景地標。

此外，未來要充分利用高科技、聲光電

展示，尤其是VR、AI、裸眼3D等視覺效

果，讓城市具備更多的藝術和審美想像空

間，比如廣州燈光節、溫州甌江夜遊、延安

城市夜遊等，讓科技有更多的施展空間。

最重要的是，夜間經濟的發展，要充分

考慮白天和夜晚的不同需求。發展夜間經

濟，不是把夜間變成白天去工作，而是更

平衡、更充分地把夜間文化娛樂性質的個

性要素發掘出來，未來誰創意、誰發展、

誰能打造大IP，誰就有機會延展經濟活

動，創造更好的消費方式。

PATA旅遊交易會首次移師中亞哈薩克

Travel Mart

■張廣文＝哈薩克採訪報道．攝影

由亞太旅遊協會(PATA)主辦的2019 

PATA旅遊交易會，今年首次移師中亞國家

哈薩克舉行，借展會舉辦契機，哈薩克大

力宣傳當地風光，讓與會者瞭解當地豐富

旅遊資源，並親身體驗哈薩克魅力。

亞太旅遊協會首席執

行官Mario Hardy博士表

示，此次是協會68年以來

第一次在中亞舉辦活動。

哈薩克是獨聯體國家中

首個獲得該活動舉辦資格的國家。為了讓

活動更有價值、更大提振哈薩克的旅遊業

發展，交易會上推出免費半天工作坊，讓當

地旅遊業者有機會透過「探索說故事的藝

術」主題，一同和Rob Holmes挖掘訴說旅

遊故事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微妙關係。

PATA旅遊交易會自1978年開始舉辦，

是一個涵蓋亞洲太平洋地區60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旅遊交易展覽會，每年固定于9月舉

行，為亞太旅遊協會的旗艦活動，也是亞太

地區最具專業水平的旅遊交易與交流展。

為期3天的旅遊交易展覽期間，舉辦兩個

論壇、一場青年研討會以及1萬多場商務會

議。第一天的行程包括五場小組討論、一

個演講和2場半日城市導覽。全球眾多的買

家和賣家都有機會體驗努爾蘇丹以及整個

哈薩克的魅力。

亞洲太平洋地區擁有20億人口的龐大市

場，旅遊業每年增幅高達10%，因此，這一

活動將為哈薩克帶來巨大商機。

阿斯坦納航空總裁和首席行政官Peter 
Foster指出，哈薩克具有非常大的旅遊潛

力，現在也仍處于旅遊產業發展的初期。

阿斯坦納航空今年五月推出了低成本航

空服務，接下來將盡一切可能發展哈薩克

的旅遊業務，讓更多人走訪這世界上第九

大國、接近遊牧民族的文化，探索當地銅

器時代、蒙古帝國、古絲綢之路、俄羅斯帝

國、蘇聯帝國、獨立建國等歷史遺跡，以及

充滿魅力的大自然。

PATA聯手合作伙伴
推出可持續企業創新計劃

此外，亞太旅遊協會(PATA)和A DB 

Ventures及Plug and Play合作，一起在哈薩

克首都努爾蘇丹推出了Travel Lab Asia，這

是亞洲唯一聚焦于旅遊可持續發展的企業

創新計劃。

亞太旅遊協會首席執行官Mario Hardy

博士表示，PATA的使命是促進亞太地區

旅行和旅遊行業的負責任發展。當前，負責

任的商業慣例必須採用創新措施，以抵消

氣候變化對整個星球造成潛在不可逆轉的

破壞，但技術的可用性限制其尋求超越快

速解決方案的辦法。Travel Lab Asia則提供

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找到滿足需求的正

確解決方案。

Plug and Play企業伙伴關係Patricia 
N o r d s t r o m指出，針對Tr a ve l  L a b 

Asia，Plug and Play將在亞太地區擴展本身

旅行計劃，與ADB Ventures和PATA一起，

聚焦CleanTech科技和可持續發展的解決

方案，致力于提高所有參與的公司合作伙

伴之創新能力和技術能力。

據瞭解，Travel Lab Asia是亞洲旅遊行業

實現三重底線創新的平臺。所謂「三重底

線」，就是在擴展或獲取資源和經濟價值

時兼顧環境和社會的和諧統一，即經濟、

社會、自然環境三方面的平衡統一。在成

立的第一年，Travel Lab Asia將專注于幫助

（
提
供
·ITIA

）

行官

示，此次是協會

第一次在中亞舉辦活動。

哈薩克是獨聯體國家中

首個獲得該活動舉辦資格的國家。為了讓

 ↑ITIA艾蒂亞總幹事王琪 

企業合作伙伴採購和整合CleanTech解決

方案，以改善業務績效和環境影響。參與的

企業將獲得無與倫比的存取權限，接觸來

自世界各地以可持續發展為重點的技術解

決方案。同時也將獲得支持，使自己有機會

闡明本身與可持續性相關的技術需求，並

與解決方案提供商一起制定試點方案。

上述的CleanTech包括能源效率、減少廢

物、循環利用和循環經濟、食品廢物管理、

減少用水和損失、廢物和廢水管理、水的

收集和分配、自然資源管理，以及氣候變

化適應和緩解等技術。

Travel Lab Asia將于2020年1月1日正式

啟動，最多還將有另外四個公司合作伙伴

加入。特別的是，Travel Lab Asia具有ADB 

Ventures提供資金的潛力，從而可以降低

風險並加快新興市場中高潛力解決方案

的試點測試。在成功進行試點之后，ADB 

Ventures還將動員對CleanTech解決方案提

供商的支持，以擴大其在亞太的規模。

目前PATA長期會員Minor Hotels和Jetwing 

Hotels已加入Travel Lab Asia的公司合作伙

伴名單。Jetwing Symphony PLC董事

長Hiran Cooray強調，Jetwing致力于可

持續發展，並追求突破本身所能實現的極

限。而Minor Hotels首席執行官兼Minor 
International首席運營官Dillip Rajakarier
說明到，通過參加Travel Lab Asia，可以瞭解

日常運營中還可以做何規劃，以進一步造

福社會和環境，產生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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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與包容，希望拓寬視野，

更加自信。而很多歐洲的小鎮和日本的小城

市，都有著濃郁的地域特色，所以我們每次

在為客人設計行程時都會加2-3個這樣的目

的地，而從客人那裡得到的回饋都很好。

2012年是我第一次參加 ILTM Asia，它為

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包括更多的豪華

酒店資源、高端體驗活動、私人訂制公司，

雖然已經連續參加了7年，但是每一年都會

認識新朋友，及時瞭解新的行業趨勢和訊

息，開發更多的目的地資源。可以說，ILTM
是我們在高端定制行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導

師」。

Cathy Chen
客人希望酒店提供沉浸式體驗

  我從事中高端旅遊定制行業將近5年時

間，我深知現在的旅遊體驗中，客人將豪華

酒店視為旅行體驗的重要部分。酒店的意義

不再是只過夜住宿的地方，客人希望酒店提

供沉浸式體驗。這樣的體驗不僅是持續可行

的，還要滿足旅行者全家的需求。

據我們的資料分析，東南亞國家是比較受

歡迎的。除了其它考慮因素，合適的飛行時間

也是吸引他們前往的重要原因，比如：泰國

以及泰國的蘇梅島、馬爾代夫、日本、越南、

柬埔寨等地，從國內前往只要短途飛行就能

到達。另外，我覺得非洲市場潛力很大，去這

個目的地的高端客戶還是比較少，所以可以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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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豪華旅遊消費力順勢而起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資料統計，中國出境遊客的旅遊支

出從2000年的近100億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2,773億美元；相比之

下，2018年美國出境遊客的旅遊支出為1,442億美元。另據Agility 
Research調研公司的調查顯示，旅遊是中國富裕人士最喜愛的消費項

目—來自內地和香港的豪華遊旅行者前往世界各地旅遊，他們的目的

地越來越遠，旅遊方式也愈加豪華。

聚
焦中國出境遊市場的各大豪華遊旅

行社將再度在中國國際豪華旅遊博

覽會（ILTM China，2019年10月30日-11月1

日在上海舉辦）上彙聚一堂，代表他們的客

戶將借此開拓中國市場的巨大商機。

ILTM China會務經理Andy Ventris
表示，「中國出境旅遊的增長有目共睹，但

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僅有9%的中國遊客

（約1.2億人）擁有護照，而美國和英國的

這一比例分別高達40%和76%。中國人口總

數為14.2億，顯然中國出境遊市場擁有巨

大的發展潛力。」

「ILTM China旨在打造一個讓中國豪華

出境遊買家與眾多新興國際旅遊展商會面

洽談的平臺，從而促進中國豪華遊市場的

發展。」

從去年舉辦的首屆ILTM China展會來

看，特邀買家對澳洲、東南亞、北歐和北

美等目的地的需求較大。其中，自2013年

以來，斯里蘭卡的中國高端客源市場一直

穩步發展。即將再次參展的斯里蘭卡旅遊

部部長Hon. John Amaratunaga先生表

示，「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國家，我們一直

努力增建豪華精品酒店，為遊客提供個性

化的DMC服務和定制購物體驗，以此來吸

引更多的中國高端遊客。」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的其他眾多旅遊局

也在積極開拓中國日益發展的高端客源市

場。泰國、希臘、維也納、摩納哥、迪拜、意

大利、紐約和西班牙旅遊局也將參加今年

的ILTM China展會，以期吸引更多的中國

高端遊客。

來自維也納旅遊局的C h r i s t i n a 
Freisleben表示，「目前維也納往返深圳、

廣州（途經烏魯木齊）、北京、上海和香港的

直飛航班有很多，維也納是一座優質的旅

遊目的地，能夠為中國遊客提供豐富多元、

豪華高端的旅行體驗，尤其是在文化和音樂

方面，而這些旅遊需求對中國豪華遊市場而

言至關重要。在ILTM China展會上，我們將

有機會與那些定制行程 (而非套餐行程)的

旅遊設計商和禮賓服務商，建立聯繫。

希臘國家旅遊組織駐華辦公室總監

Yannis Plexousakis補充道，「2017年希

臘接待的中國遊客增長了35%，2018年繼

續呈現增長趨勢，增幅為25%。事實上，自

2012年以來，我們接待的中國遊客總數增

長了近400%。中國豪華旅行者具有較高的

消費力，他們有全年旅遊的經濟能力，並且

經常將旅遊與其他投資活動相結合，因此

他們是我們主要的目標群體，ILTM China

也由此成為我們營銷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2018年，中國公民出境遊人數達到1.497

億，與2001年的1,050萬人次相比，增長了

1,326%。到2030年，這一數字有望突破4

億，實現4,000%的增幅；屆時中國出境遊

客也將佔據國際旅遊市場的1/4份額。

ILTM China 2019買家所在區域

趨勢、去認識新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Ciao Zhang
日英法最受中國高端旅行者歡迎

  我在這個豪華旅行行業工作將近3年時

間。而作為機票和酒店的批發商，我們每天

預訂的旅行數量超過100次。據我們今年

的資料顯示，日本、英國和法國是最受中國

高端旅行者歡迎的三大目的地；而與身心

康養與休閒相關的旅行方式，也正受到關

注。在最近幾年，我們發現，旅行已經變成

我們日常生活的一種生活方式。同時，有一

個矛盾點是，當中國客人的旅行方式發生

很大變化時，相反一些大型的或者國際性

的旅行品牌仍持保守的市場策略，我們會

覺得，如果他們能和中國本地的旅行服務

商進行交流與合作，效果會相得益彰。

而通過參加ILTM這樣國際性的行業盛

典，將會加強買方和供應商之間的信任。

對于我們來說，ILTM是可信賴的標誌，它有

助我們與靠譜的買家和供應商建立長久的

合作關係。

Buyers’ Talk
中國高端消費人群開始享受旅行

ILTM China今年匯集了來自中國20多
個地區的豪華旅遊買家。每位買家都經過

精心採購，並核實了他們的預訂，以確保

賣家可遇到合適的買家，以利發展業務。

其中，有55%的買家首次參與ILTM，60%
具有決策權，且超過6成的買家來自上海

及北京。

Amanda Zhou
高端客戶更愿意體驗當地多元文化

  我個人從事旅遊行業16年、高端定制行業

10年。我們每年大概為客人安排40次出行。

目前，最受我們客人歡迎的目的地是日本，第

二位東南亞，第三為非洲，第四則為歐洲。

客人變得越來越追求酒店的設施和服務，

從以前只認可國際連鎖品牌酒店，到現在推

崇像LHW、SLH、羅萊夏朵旗下的單體酒店

或安縵、瑰麗等新興豪華酒店品牌；另外，在

目的地體驗方面也期待深度體驗，他們不再

是走馬觀花，反而會去到一些本地人喜歡的

目的地，而且停留時間也由原來的1-2晚變為

3-5晚，甚至會住一周，度假的概念也深入人

心。

 相反，如果按歐美高端客戶的喜好來推廣

中國高端市場，或者還停留在中國客人喜歡

購物和吃中餐的舊觀念，那麼可能就危險了。

從我的客戶群看來，文化旅遊越來越受青

睞。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越來越多

的高端客戶出去時更愿意體驗當地多元的文

化，比如人文、歷史、節慶、美食等等，對多元

中國旅行者的旅行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

化，大多數旅行者已經不再是以買買買為主

了，而是開始享受旅行。對于中國高端消費人

群來說，旅行的趨勢也是這個節奏，豪華遊

市場佔據的比重越來越大。而新興的消費主

力千禧一代對豪華遊又有著另一番解讀，不

再僅僅是傳統的五星級酒店、帶泳池別墅、

美味的晚宴和專機專車。

我參加了去年的ILTM China，以及今年的

新加坡ILTM Asia，期間我們不僅收穫了很多

新鮮的資訊，也重新認識到了一些高端、高

淨值的供應商，這對于我們開發及完善產品

有很大的幫助。對于即將到來的2019 ILTM 
China，我希望會有更多小眾精品酒店供應

商的加入。

Ivy Huang
豪華旅行不再是小眾才能接受的事

  我在豪華旅行社工作了4年多。從今年我

們客人的出行選擇來看，最受他們歡迎的目

的地是日本、東南亞、俄羅斯和英國。

現在，豪華旅行不再是小眾才能接受與消

費得起的事情了，真的就是人人都能獲得的

真實體驗。而對于很多中國客人來說，只要

是安全的旅行目的地，對他們來說就有吸引

力。不過，雖然目的地是不缺乏，但我們深度

體驗還不充分。對于豪華旅行的理解，我認

為，它是一種既可以讓我們追求、一起生活，

但也能為我們提供瞭解世界不同地區之獨特

文化的機會。

我認為ILTM China是一座很好的橋樑，為

我們搭建與行業內專家每年交流的機會，去

解決存在的問題、去瞭解市場的最新資訊與

上海   北京    成都   深圳   廣州    其它

3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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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豪華旅遊消費力順勢而起 豪華旅遊需求已成目標族群的DNA
Q. ILTM China去年首次在上海舉

行。從買家及賣家的反饋中，您對

中國豪華旅遊市場有何觀察？與您原先

的期待有何主要差異？

Ventris：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豪華旅

遊消費族群有年齡下降的趨勢，這些我們

稱為「千禧世代」的富有族群，他們的消

費方式已經與上一代大不相同，他們消費

力非常強，由于網路與資訊較以往發達許

多，他們消費與訂購豪華旅遊行程的方式

也值得我們探討與觀察。

今年相較于以往有更多元的展商加入我

們的展會，除了四季、萬豪這種享譽國際

的酒店外，今年多了很多體驗性質的展商

如滑雪、輪渡等，不同的體驗旅遊遍佈世

界不同的國家，包括斯里蘭卡、摩納哥、加

拿大溫哥華、希臘、德國的展商也有加入

今年的展會。

事實上中國市場的現況與我們預期的沒

有太大差異，因為我們早已很明確發現中

國市場與亞太其他市場的差異，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決定要將ILTM China獨立出來

的原因，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發展、也

很有潛力的市場。

Q.今年是ILTM China的第二年，根

據去年的展覽策劃經驗，今年會

有那些不同的安排嗎？

Ventris：今年雖然同樣在上海展覽中

心，但我們訂下的場地更為寬敞，也特地

挑選了有穹頂的場地，相信整體的氛圍跟

去年比較起來，會更加有感覺。

今年 ILTM主打的訴求是「health and 主打的訴求是「health and 主打的訴求是「

wellness」，雖然貴賓們來我們的ILTM展

會是為了談生意，但我們不希望大家因為

密集的活動累壞了，為了不想讓大家從早

到晚被會議塞滿，所以我們有一些小小的

娛樂活動穿插在會議間。例如早上我們

有Morning Yoga有Morning Yoga有 ，還有一些理療(Therapy, ，還有一些理療(Therapy, ，還有一些理療

Treatment)的服務提供給貴賓，讓大家

可以在會議間活動、放鬆一下，我們希望

參與我們I LTM的佳賓能夠實際感受到

「health and wellness「health and wellness「 」的真諦。我們在戛

納跟巴西都已經實施了這個概念，皆獲得

了非常好的迴響。

今年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更多教育層

面的內容，讓我們的展商們更瞭解中國市

場。但我們不想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告訴展

商中國趨勢的單位，因為我們是一個提供

交流的平臺，讓展商跟買家進行對話，彼

此分享觀點，也能讓展商更直觀的瞭解中

國豪華旅遊市場的發展方向。

Q.近來，中國的經濟發展略有放

緩，這對豪華旅遊市場和ILTM進

入中國市場的策略會產生影響嗎？

Ventris：我並沒有感受到這類的消費

有減緩的趨勢，豪華旅遊的需求一直存

在的，所以在我們看來，並沒有太大的影

響。我覺得旅遊已經成為我們目標族群的

DNA，這類客群對旅遊的需求還是存在

的。

Q.從國際市場的角度來看，您對那

些有興趣探索中國豪華遊客的供

應商有何建議？

Ventris：一定要找對渠道、針對目標族

群傳播。每個國家的媒體環境都不相同，

文化也不盡相同，所以在宣傳的時候一定

要瞭解正確的渠道，知道到底是什麼因素

刺激他們消費，才能確保訊息能夠傳遞給

目標客群。

因為中西飲食文化差異的關係，中國的

遊客即便到了異地，雖然他們的目的也是

體驗當地美食與文化，但若能夠看到一兩

個熟悉的餐點(像是麵點、餃子)，他們會覺

得很窩心。

此外，中國遊客非常在乎安全問題，我

會建議旅遊展商針對安全性多加強調，以

吸引中國旅客。

Q.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相比，中國

本地豪華旅遊市場的突出特點和

發展趨勢是什麼？

Ventris：如果真的要說明一些我的觀

察，我會舉例，像澳洲的旅客很喜歡自己

上網搜尋非常非常多的資訊，他們會希望

自己在出發前做好功課，對目的地有充分

的瞭解；中國的旅客，有越來越年輕化的

趨勢，以往可能的旅遊方式以購物為主，

但是現在雖然仍有購物行程，但體驗的

比例也在提升當中，他們喜歡發掘新的地

方，也喜歡享受客製化的服務，創造專屬他

們的旅遊體驗。

其實，我不建議將旅客按國籍來分類，

沒有旅客希望自己被定義成「來自中國的

旅客」或是「來自澳洲的旅客」，每個旅客

都是一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

Q.總體而言，近年來豪華旅遊的定

義是否已改變或轉變為不同的風

ILTM China會務經理

Andy Vent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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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ILTM China側重的康養旅遊，在

海外已有一定發展，但在中國市場則處于

剛起步階段，但四季酒店集團亞太地區運

營總裁Rainer Stampfer先生認為，康養

領域在中國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中國

的消費者在旅行方面已經有了廣泛的興

趣，包括餐飲、零售、探險和各類新發現

適合透過社交媒體在線上推廣高端豪

華旅遊產品嗎？其與一般旅遊產品的線上

推廣有何不同？

加拿大洛磯山之光中

國區銷售總監陳聲琪先

生表示，以加拿大洛磯山

之光為例，作為目的地短

途旅遊的碎片化產品，因具有獨特性，故

通過與線上旅遊平臺、旅行社和旅遊局等

定向線上旅遊推廣較容易看到銷售成效，

這些推廣途徑在目標人群已有一定細分，

對目的地產品供應商來說，其市場營銷策

略和成本把控也能更加精准。

屬于相對精准的推廣途徑

舉例來說，在攜程網頁或者App上的搜

尋介面上購買一定時期投放量的關鍵字，

那麼使用者在搜尋相關產品時，洛磯山脈

之光列車相關產品信息就會出現在使用者

搜索結果的前幾位，屬于相對精准的推廣

途徑，由于搜尋這些相關關鍵字信息的使

用者多半是已有出行計劃的准客戶，碎片

化產品信息也是說明使用者認識目的地特

色旅遊資源的方式，對旅遊產品供應商來

說，產品直接推送到這類人群也更容易成

交。

他接着表示，國內知名OTA線上旅遊平

臺都有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包括微博和

微信等，通過OTA的社交媒體傳播旅遊信

息也是一個主要面向潛在消費群體的方

式之一，旅遊產品供應商可以選擇和OTA

的社交媒體推廣信息內容合作，這部分的

投入對產品供應商來說更多是自身品牌曝

光。

而對一個進入中國市場不算長時間的

旅遊產品來說，多半先鞏固B2B端的產品

銷售，但產品的知名度也需要通過社交媒

體、旅遊相關攻略型網站上不斷完善的內

容，讓更多市場消費者看到產品相關介紹，

即便是旅行社業者向消費者推薦該項產

品，有興趣的消費者也會自行再做功課、

高端客群越來越傾向投資康養旅遊

Wellness Travel

等，康養也正快速地進入他們的視野裡，

預期未來康養的相關體驗將成為受歡迎

的旅行活動，尤其是在高端消費市場，只

是需要時間發酵。

康養產品目標群體越來越年輕

Caroline Klein女士表示，中國高端消費

搜尋更多信息，此時在網路上旅遊內容粘

性高的空間裡的相應內容就很重要，這些

都是旅遊品牌的基礎根基。

對消費者而言，信息內容越完善便意味

着對該產品的認識度更加充分，也更能作

為購買決策的考慮因素。

今年加拿大洛磯山之光就和馬蜂窩合作

完善攻略內容加推廣，馬蜂窩的性質偏向

專業遊記類，主要面向自由行客群，而這類

客群之中總有會想找尋目的地特色體驗的

人，因此在馬蜂窩平臺上從目的地介紹帶

到洛磯山產品介紹以及線路內容，再到如

何向旅行社購買的連結等，同時配合網站

平臺的推廣推送、增加流量。雖然馬蜂窩

並非單獨面向高端豪華客群，但對以內容

為主的平臺來說也希望能完善更多自身內

容，增加使用者流量，目的地獨特旅遊產

品體驗就能彌補他們的空缺。

四季酒店集團亞太

地區運營總裁R a i n e r 
Stampfer先生則表示，

社交媒體對旅遊產品來說

是理想的平臺。四季酒店

不僅僅使用社交媒體來分享全球最新的新

聞和促銷活動，還用精彩的視頻和圖片來

啟發賓客對旅行的熱情，在微信和微博平

臺展現四季員工的個性和熱忱。通過社交

媒體，品牌也可以與KOL合作，通過他們的

鏡頭連接社交媒體的受眾，展示四季酒店

獨特的體驗。

高端客群喜歡創意傳播

他指出，社交媒體更具活力，高端豪華

旅遊客群喜歡富有創意的方式傳播產品

所能提供給他們哪些獨特的服務，而這些

傳播方式也能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吸引平

臺受眾。

今年四季酒店集團在微信上的活動引

起了不少粉絲的共鳴，通過微信平臺來慶

祝全球系列的「縱覽四季」活動；通過分享

「放慢腳步，品味時光」的理念，讓人們通

正在從奢侈品、房產、汽車等傳統高端消

費向高端旅行產品、教育產品以及健康產

品轉型。中國高端消費群體正在擴大，隨

着產業結構的更新、新興產業的發展以及

在整體經濟發展中佔據的主導地位，有更

多的年輕一代加入了高端消費，而年輕一

代高端消費群體將更容易接受且投資高

過體驗來找到自己與世界的連接，這些體

驗只需一天、一個小時、甚至一分鐘；在集

團自身微信公眾號還分享了一些樂享巴厘

島的新方式，這些活動促成了與去年同期

相比25%的微信互動數量。

產生共同體驗式的共鳴

璞富騰酒店及度假村

中國區市場傳訊執行副

總裁Caroline Klein女士

表示，「體驗式」推廣永

遠是最有效的推廣方式，

這同樣適用于社交媒體推廣。而對于豪華

旅遊產品而言，與相同定位的協力廠商品

牌合作，通過創造「共同式體驗」而影響合

作品牌用戶，並且使其產生共同體驗式的

共鳴，無疑是一個非常有效且精准的推廣

方式。

比如不久前璞富騰酒店及度假村在香

港的LEGEND系列成員酒店奕居與奢侈

品網站MATCHESFASHION.COM聯名推

出的英式下午茶，就獲得很好的反響，對

社交媒體而言，與品牌合作的產品往往具

備極高的視覺衝擊力，酒店的社交媒體帳

號能夠直接受益于合作品牌的社交媒體

影響力，無論是在新粉絲增加、粉絲互動

還是粉絲粘性上，都會很大的幫助。而將

線下活動與社交媒體推廣相結合，能夠對

特定的社交群體在某一固定時間段產生

高頻度、高衝擊力以及高滲透力的推廣，用

線下體驗有效影響更多的社交媒體用戶，

從而在固定時間段中達成有效的社交媒

體推廣。

最終預定仍仰賴B2B端業者

不過，奧地利薩爾茨堡市旅遊局中國代

表馮威則認為，高端旅遊產品從目的地角

度來說主要會與國內提供豪華旅行產品的

旅行社合作，並通過他們的各個平臺（包

括社交媒體平臺）推廣較有效果。通過一

般社交媒體推廣高端產品信息可以更加

端康養旅行。

她指出，康養產品目標消費群體越來越

年輕。隨着健康和養生理念的流行，健康

養生已經不再是中老年人的話題。新一代

的年輕人比以往任何年代的年輕人更注

重健康。隨着旅行和高端酒店作為一種生

活方式的普及，以及社會經濟產業從業人

員的年輕化，包括互聯網、KOL、創意、AI 

以及年輕創業等人群，康養旅遊市場的目

標消費者越來越年輕；另外，康養產品的

內容也逐漸向女性化和家庭化轉變。

廣泛及快速的傳播，但最大的挑戰還是轉

化率，如要讓終端客人在短時間內對目的

地產生興趣並最終預定產品，還是要通過

B2B端的業者和這些高端旅遊者的溝通和

服務。

大溪地旅遊局中國區市場總監孫培先

生也指出，高端豪華旅遊產品的消費者對

整體預訂前中后的服務依賴度更大，事實

上通過線上成交高單價豪華旅遊產品，目

前還不是主流，更多還是需要能體現服務

完善度的線下旅行社，其更能給予直接互

動和建議，而線上旅遊要通過服務和專業

顧問獲得利潤，機會很有限。

Caroline Klein女士亦指出，達人精英推

廣，也就是常說的KOL推廣，用在高端豪華

旅遊產品方面也有特定篩選條件。對于高

端豪華旅遊酒店行業而言，和旅遊、酒店、

美食美酒、生活方式達人的合作主要在社

交媒體粉絲增加和互動，而和行業或領域

中精英群體的合作對高端豪華旅遊及酒店

則有更實質的影響，且品質更高，能夠更

有效的帶動產品銷售。另外，明星帶動的

則是打卡效應，消費者基數大，但品質低，

明星效應對于目的地更有效。

高端豪華旅遊產品放到線上賣，可行嗎？

Online Campaign

華旅遊產品嗎？其與一般旅遊產品的線上

推廣有何不同？

國區銷售總監陳聲琪先

生

之光為例，作為目的地短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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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洛
磯
山
之
光
）

地區運營總裁

Stampfer
社交媒體對旅遊產品來說

是理想的平臺。四季酒店

不僅僅使用社交媒體來分享全球最新的新

中國區市場傳訊執行副

總裁

表示，「體驗式」推廣永

遠是最有效的推廣方式，

這同樣適用于社交媒體推廣。而對于豪華

Challenges

通過社交媒體推廣高端旅遊產品具體

存在哪些挑戰點？

1.推廣效果與產品實際銷售存在差

距。高端產品市場定位高以及目標受

眾小，而目前衡量社交媒體成功與否的重

要指標還停留在閱讀量、粉絲增加數量

以及互動數量。往往很多效果非常好的

社交媒體推廣，仍難以衡量為產品最終的

銷售帶來的助力有多大。

2.現在採用社交媒體的推廣成本日

益增高。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合

作費用居高不下，這對高端酒店和旅遊行

業帶來很大問題，選擇且投資「對的」合

作方和達人成為所有高端酒店和旅遊品

牌的必修功課。如何能夠更好的衡量社

交媒體推廣和投入的ROI，如何建立更有

效的call to action 平臺來實現社交媒體

推廣的轉化，是當下高端旅遊及酒店所面

臨的問題。

3.高端豪華旅遊者更多仰賴線下旅

行業者的服務

（
提
供
·
璞
富
騰
）

（
提
供
·
四
季
） 互動量未必帶來銷售量

格？

Ventris：其實這個名詞非常廣泛，而且

每個人的解釋還有看法都不同。但我可以

說，現在的人出遊，希望得到的結果並不

是單純的「我放了一個長假」，而是他們希

望出遊后得到的結果是「我出遊一趟后，

我整個人變得更好，我感覺到自己的身心

狀態有了明顯的進步，我對自己更加有自

信」。

特別是豪華旅遊這塊領域是非常體驗

導向的，除了物質以外，最重要的是能夠

帶給人們充分休息、放鬆、並且讓他們覺

得自己的狀態比旅遊前更好。所以不意外

地，很多旅遊行程中也包含了醫療、整形手

術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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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康養旅遊產品走向完整性

再者，「高端康養旅遊產品的消費者更

傾向于產品的完整性。」據她瞭解，不只是

康養產品方面越加多元化，從傳統水療、養

生、冥想、瑜伽、普拉提等項目慢慢轉向有

療癒效果的產品，比如減壓療程、排毒療

程、具療癒性質的醫美等等，以求更加吸

引消費者；康養設計領域項目不斷加入更

多療愈項目，從單純的運動項目，到現在

加入精神、心理、飲食等項目。

另外，也從單一酒店推出康養理療項

目，進一步延伸到將酒店的康養理療項目

與目的地小範圍的旅行體驗、酒店整體化

設計、甚至多目的地、多理療向項目進行

完整的整合。從產品銷售推廣開始，到交

通工具、目的地、康養產品療程，最后到

后續的服務，都需要完整的整合。

Rainer Stampfer先生表示，「康養」的

定義遠遠不止于水療服務和特定的項目，

正如高端酒店的服務是客制化的，康養體

驗也是客制化的。康養的概念對每個人來

說都不盡相同，中國賓客喜愛客制化的服

務，能讓賓客靈活選擇他們想要的個人項

目，是康養體驗在中國成功的關鍵。

酒店度假村具備發展康養優勢

「酒店和度假村在發展高端康養方面則

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她進一步表示，酒

店和度假村可以將其特色康養產品全方位

地融入酒店體驗的每個細節，從睡眠、飲

食、戶外運動等各個環節來配合客人的康

養項目。高端酒店和度假村可以利用自身

高端奢華服務的優勢，提升康養項目的服

務體驗水平。

同時，奢華酒店及度假村的康養發展更

能夠為消費者帶來除療愈之外的多元化，

多方位體驗，從而避免了單純康養項目的

體驗單一問題，真正幫助消費者實現康養

旅遊。

四季酒店的康養體驗也不斷發展地越

來越多樣化。舉例來說，在清邁四季度假

酒店，提供賓客由靜至動一系列豐富的體

驗活動，讓賓客可以圍繞自己的健身計劃

制定個人行程。酒店傾向于讓賓客找到自

身的平衡感，包括身體、心靈、文化、情緒

和營養等各方面的，而不是強加于身的限

制和常規的康體療養及訓練營。

此外，四季酒店集團近期與國際知名

健身專家、四季酒店集團全球健身顧問

Harley Pasternak共同製作了一系列視頻，

鼓勵賓客隨時隨地在旅行中保持規律的

鍛煉。這一系列視頻在四季酒店應用程式

上發佈，讓賓客一觸即能獲得健身計劃和

建議。

康養旅遊有別于醫療旅遊

EETS歐洲之星中國區總經理蕭百均

先生也表示，隨着人們對于健康生活的重

視與追求，高端旅遊人群不只局限于旅遊

購物、文化娛樂，社交空間，對于「醫療+購物、文化娛樂，社交空間，對于「醫療+購物、文化娛樂，社交空間，對于「醫療

旅遊」的消費模式正逐年遞增，且發展勢

頭驚人。高端人群管理財富已不再僅限于

積累房產、車產等硬體設施，更多開始側重

于健康領域，去日本做體檢、感受海外優

質的醫療服務，成為國內高收入人群的新

寵，涉及海外體檢、抗衰、輔助生育、高端

醫療等的健康旅遊人數每年成倍增加。

但醫療旅遊和前述康養旅遊的本質還

是不太一樣，比如歐洲地區的溫泉水療度

假村在當地是真正具備療養功效的體驗，

會有單次長時間入住以及使用相關設備設

施的系列療程，但目前這類高端溫泉度假

村在中國市場更多被包裝為旅遊產品，在

康養領域的認知上還需要時間進行相關

理念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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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熱門目的地定制化的升級，形塑出一個好的旅遊故事，就有機會打造出網紅打卡目的地。城市地

標固然為典型的網紅打卡目的地，然而散發城市軟實力的文化消費目的地實不容小覷，營銷方案中融入更

多當地色彩，成功的機會將大幅提高。

成就網紅打卡目的地
需要更多軟實力

■張廣文＝採訪報道

要
打造網紅打卡目的地，就要給予年

輕人分享和轉發的動力。在茫茫人

海中，現在年輕人特別熱衷于找到一個自

己獨特展示個性的方式，因此年輕人對于

一個目的地的認知，已經由一個官方打造

的城市地標，轉變為藝術家、設計師，以及

文化商業品牌帶來的獨特體驗。因此，一

座城市裡，關于文化消費的目的地越多，城

市也就有越多的可能性，散發出更多的活

力，這也是城市軟實力的最大體現。

現在很多用戶出行時會通過私域流量種

草或者被別人在一個目的地、網紅景點種

草。那麼旅遊單位應該如何將種草目的地

結合營銷方案以進行有效營銷呢？

無二之旅聯合創始人蔡韻表示，現在的

客戶都是80、90后，他們有三大標籤。

▼第一是個性化。面對很多標準化的產

品框架與引導，客人會在很多細節方面提

出各種個性化的需求，而商家也就無法很

省事的直接賣一個產品。

▼第二是追求深度體驗，包括很有探

索精神。從無二每年服務約10萬定制遊用

戶的經驗中來看，現在從抖音、小紅書、微

博、公眾號平臺上，都能看到很多碎片化的

資訊，包括網紅目的地標籤、音樂節、電音

節、博物館、米其林餐廳、極光等，這些都

會讓遊客想深入當地，不過絕大部分的客

人被吸引之后，會不知道如何下手，這時候

就需要與定制師進行溝通交流，以滿足他

們的定制遊、個性化需求，在行程中穿插更

多與當地人的交流和互動。

▼第三是需要服務。從傳統跟團遊到半

自助遊，再到現在的自由行、定制遊。現在

客人需要專家的一些建議，像跟秘書一樣

探討，得知哪些目的地值得去，哪些目的地

是坑。客戶現在已經不會為一些概念買單，

而且很多精明的消費者會對比網上渠道的

資訊和自己的想法，看看產品是不是真的

符合需求。因此，客戶對于產品、服務細節

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瑞典旅遊局中國區首席代表李春梅表

示，歐洲目的地在中國市場都是觀光遊，

過去幾年旅遊局盡力推廣一些瑞典生活方

式體驗類的產品，現在逐漸看到效果，一

些網紅打卡目的地，變成了以體驗類為主

的目的地。比如這幾年推廣比較成功的瑞

典南部一個小島，這個小島有點像世外桃

源，島上居民僅300多人。最早這個島上沒

有中國遊客，都是週末帶着家人進行野餐

的鄰國丹麥遊客。后來中國遊客有機會能

與當地人一樣，用當地的生活方式騎車、野

餐，這地方也就紅了起來。

另一個例子為斯德哥爾摩地鐵，其被稱

為世界上最長的藝術走廊，一共有100個

地鐵站，其中多個地鐵站擁有很多藝術雕

塑、藝術畫廊等。對遊客來講，買一張地鐵

票就可以看沿途的景點，非常划算。還有

屋頂漫步產品，讓遊客可以從高空俯瞰整

個斯德哥爾摩老城，是一個非常震撼的體

驗。

將私域流量轉換成粉絲經濟

而在打造網紅打卡目的地時，私域流量

可以轉換成粉絲經濟。蔡韻指出，今年很

火的風口就是Vlog，很多人以短視頻的形

式，在抖音上瘋狂吸粉。以無二之旅為例，

每個銷售都是KOC，每個人手上都有大量

精准用戶，每天有大量官方的文案、圖片、

文字發送，用內容不斷地教育使用者，讓客

人對自己有更深的認識。旅遊雖然是低頻，

但是如果在各個時間段、各個場景出現，客

人會產生信任並進行咨詢。也就是說，利用

小程式等方式，借內容觸達、轉化，再通過

服務以及口碑效果來做自發宣傳，並在后

續將新的客群帶進私域流量，是非常好的

自循環。

在私域流量方面，Trip Advisor做了很大

的改革，由媒體屬性變成社交性，使用者

可通過APP與好友互粉，分享、學習、發現

旅遊相關新鮮事。TripAdvisor大中華區

CCO付宴表示，大家對這些年非常流行

的KOL、KOC(旅行行業中有影響力的素

人)的評論非常信服，大家覺得很真實。另

一方面，Trip Advisor有一個科學+演算法

的實驗中心，處理使用者點評以及POA資

訊，當中有7億多點評資訊，包括5億全球人

群的出行方式、購買產品、使用歷程。Trip 

Advisor用戶學歷高，大學本科學歷85%，家

庭收入3萬以上的在95%，他們的自主權非

常強烈，並且喜歡去小眾的地方，甚至偏好

南極北極的產品，可以看出現在是一個非

常多元化的時代。

李春梅則認為，私域流量其實是一個新

瓶裝舊酒的概念。瑞典旅遊局與北歐四國

旅遊局有一個聯合項目，而且正在與小紅

書開展合作項目，這些都是在利用一些私

域流量。旅遊是一個低頻的消費，通過接

觸其他行業（KOL），利用他們的私域領域

做一些推廣，像是通過美食美酒、生活方

式、建築設計、生活美學等意見領袖，收到

了非常好的效果。

總的來看，現在的用戶對自己的決策有

着非常清晰的認識，他們非常精明，很有

經驗，並且願意去做規劃的行程者。

推動DEMO個人目的地

對于旅遊局來說，營銷費過高、后勁不

足，都是在推廣中的痛點。所以，DEMO

（個人目的地）應是一個值得推動的概念。

付宴認為，目的地可以大到一個國家，小到

一個城市、一個區，比如通州區是一個目的

地，TripAdvisor的AI智庫會生成這個地方

的配置，使用者在行中吃喝玩樂的項目都

可以通過圖文資訊找到最適合和最受歡迎

的資源。如此不僅便利了目的地的宣傳，而

且使得遊客和當地能夠及時有效連接在一

起。旅遊局拿到產品之后，路線之多，需要

梳理，把這些內容上傳到Trip Advisor，平

臺會根據使用者的出行時間，推給使用者

相應的內容。接下來DEMO做的事情，就

是要把這些信息維護好，便于利用。

事實上現在的旅行社業者都在問有沒有

獨家資源、有沒有別人沒去過的目的地、今

年有沒有新亮點、有沒有以前產品不包括

的體驗、有沒有可以先早別家一步推的線

路等，這反饋出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和快速

變化。

兼顧網紅打卡點與新景點

荷蘭國家旅遊會議促進局亞洲區總監

兼中國區首席代表楊宇表示，從國家層面

來講，荷蘭是歐洲相對小眾的目的地，按一

線二線劃分，荷蘭不會排在一線目的地，但

是二線目的地的春天已經到來了，現在很

多遊客的需求表現出更加多元化的特徵。

不過，多元化的特徵出現的同時，也有出現

矛盾，大家既想去所有人去過的地方，走

遍網紅打卡點，但是同時也希望自己的旅

行裡，有別人沒有去過的地方，兩者缺一不

可。因此，即使打卡了網紅點，也得開創新

紀元。

面對遊客越來越高的出行需求，要瞭解

術業有專攻，提供的服務水平要呼應個性

化的要求，只有擁有工匠精神才能把服務

做到極致。大而全，不如旅遊各個環節上

的專家與深挖。荷蘭旅遊局開發了以免費

語音瀏覽為主要服務方式的小程式—「探

索荷蘭」，比如在梵古故居博物館可以看

到語音瀏覽、瀏覽簡介和導覽，用戶可以掃

碼進入語音瀏覽，語音瀏覽之后可以與其

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提供周邊旅遊資訊。荷

蘭將所有APP上沒有深入到景點內部的資

訊集中到小程式，遊客到達某地需要語音

瀏覽的時候，不用下載、不用租設備便可

以免費下載使用。通過研究自由行遊客在

旅遊中的痛點，包括語言交流障礙、對于

設備的使用習慣等，不斷發掘用戶的深度

需求，並用微信來解決。

既要原汁原味又須創新便利

作為小眾目的地營銷機構，的確應以創

新產品及服務來改變目的地。不過李春梅

認為，一方面要改變，另一方面也不能改

變。希望把小眾目的地原汁原味地呈現給

中國遊客，讓中國遊客看到的是瑞典原本

的樣貌，體驗到道地的資源。另一方面，現

在也在積極與支付寶合作，希望能夠為中

國遊客帶來一些便利。

美國旅遊局中國區總監李彥珺則指出，

美國的推廣策略是多屏，大到IMAX，小到

手機。2016年拍攝了第一部電影以紀念美

國公園成立100周年，由于審片制度沒有進

入院線，但是跟優酷合作，在小螢幕上可以

看到。去年推出第二部大電影「美國音樂之

旅」，展示美國作為一個世界的大熔爐，世

界各個國家的音樂來了之后又發酵創新，

通過這樣的主題把大城小鎮串聯起來。另

外，美國也用數字推廣的形式進行線上營

銷，如B2B微信小程式上有專家培訓課程

和在中國推廣活動的預告與報告。

很多遊客的需求表現出更加多

元化的特徵。不過，多元化的特徵出

現的同時，也有出現矛盾，大家既想

去所有人去過的地方，走遍網紅打

卡點，但是同時也希望自己的旅行

裡，有別人沒有去過的地方，兩者缺

一不可。因此，即使打卡了網紅點，

也得開創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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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四年建造的北京大興機場終于在9月25日，正式投入運營。此前市場上經常聽到，北京叫吃不了，天津叫吃不飽，河北叫吃不著，所以才

有了京津冀協同的概念。這也引發產官學界不斷探討，機場臨空經濟如何與地方經濟需求協同發展。怎麼樣匹配呢？重點在宏觀調控，但這是很

困難的過程，也需要很多的探索。

機場臨空經濟須與地方經濟協同發展

■張廣文＝採訪報道

如
何實現機場臨空經濟與地方經濟的

協同性發展？中國民航大學經濟與

管理學院教授李曉津表示，重點步驟有

三：先瞭解機場和地方經濟協同發展的現

狀、經驗和教訓，再洞悉機場和地方經濟

發展的原理，最后找到針對機場和地方經

濟協同發展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李曉津指出，中國民航面臨的問題都是

獨一無二的問題，只能由中國民航自己解

決，其它國家的經驗都可以借鑒，但是不能

照搬。中國民航跟國外民航相比面臨着獨

特的優勢，也有獨特的問題，比如資源、空

域、市場等國外不具備的問題。

直觀而言，民航就是用飛行器進行運輸

旅客和貨物的過程，不變的因素是怎麼樣

安全、怎麼樣准點、怎麼樣有更好的服務，

而變動的內容則是應用什麼樣的手段、使

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實現目標。從2002年到

2017年，中國民航總周轉量、規模、綜合交

通中的比重等，增長速度都是可圈可點的，

而機場的數量也是增長飛快；從效率指標

來看，飛機日用率從8.6一直到了9.49，航班

正常率也從85%降到了71%，運價水平更從

五塊零八掉到了四塊五毛七，說明了中國

航空業的發展速度的確很快。

不過，事故次數增長的速度更快，在發

展品質與安全服務這方面，包括效益，都

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民航局提出「控制總

量，調結構」，做法是可以商榷的，需要市

場發展一個特殊環境。

李曉津表示，要觀察機場和地方經濟協

同發展的現狀，可以看兩個例子。第一，北

京的臨空經濟區面對着首都機場超飽和狀

態。首都機場現在功能的發揮，跟經濟發

展的需求相比，處于供給不足的狀態。第

二，石家莊恰好相反，屬于需求不足的狀

態。市場上經常聽到，北京叫吃不了，天津

叫吃不飽，河北叫吃不著，所以才有了京津

冀協同的概念。

民航業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從機場和地方經濟協同發展的角度

來看，這兩種都是不匹配的。欲探討機場

和地方經濟的協同發展，可以研究國際上

最主流的評價機構ATAG，它採用了ICAO

建議，用投入產出法、統計調查法，計算直

接、間接、引致、催化影響，重點不是民航

對經濟的貢獻，而是影響。民航業創造的

GDP值在全世界排名第20位（在獨立國家

裡面），占全世界GDP比重3.6%。機場和民

航為地方發展提供了航空運輸服務，而社

會又為民航的發展提供了人力、財力、物力

等方面的支持，所謂協調發展應該就是兩

的狀態，只能通過加大機型來提升。而中

小型機場處于供給大于需求的狀態，總體

來講各種資源非常豐富，但是要依靠各種

補貼來維持業務量，機場處于一個吃不飽

的狀態。

怎麼樣匹配呢？李曉津指出，重點在宏

觀調控。這是很困難的過程，也需要很多

的探索。通程航班就是希望在大中型機場

和中小型機場之間的供給和需求建立一個

平衡，來疏解大型機場的需求、轉移到中

小機場。

其他可以做的工作還包括：從管理體制、

市場規劃、財經政策等方面，推進機場和

地方經濟的協同發展。比如，陝西西安機

場通過採用幹部對調、幹部輪崗的方式來

實現雙方的協同。

市場規劃先行而后進行建設

另外，市場規劃非常關鍵，現在的規劃

一般都是機場主導規劃，地方規劃頂多看

一看，而地方經濟規劃人員並沒有作為一

個重要的主體納入進來，這裡就應該提前

吸收這些航空敏感企業，以及航空公司其

他單位參與機場規劃，避免地方中小機場

的規模過大，建好后不能實現預期目標，

同時，也可以避免大中型機場頻繁的擴建、

改建。

就機場對于航空公司的收費問題而言，

機場永遠都說收的錢太少，尤其是大型機

場，航空公司永遠在說機場收費太貴，經

營很困難。問題在什麼地方？李曉津表

示，看看國外怎麼做就可以瞭解。

別國是機場在規劃的時候，也就是機場

還沒改建的時候，就開始跟航空公司談未

來要收多少錢，而不是機場蓋好了以后找

航空公司要錢。換言之，在機場規劃階段

的時候，機場就跟航空公司提出了幾個服

務水平，低等服務、高水平服務、中等服務

對應着不同的收費，確認哪個被接受后，再

去建設和規劃，而不是等建好了以后再找

航空公司要錢。

另一方面，機場在招商時，特別是臨空

經濟區在招商引資時，待規劃好了再去招

商引資，恐怕就來不及了。這樣很容易出現

跟航空沒有什麼相關需求的企業都搭進來

了。因此，應該是在規劃的時候就開始招

商，按照顧客的需求進行規劃。另外，財經

政策，包括補貼和收費，都應該在機場還

沒規劃的階段就應該有所協調，使協同發

展落實到機場還沒建設之前。

機場集團統一收費、統一調配

再者，用運行機制、補貼收費、資訊技術

等手段推動機場群和機場集團的協同發

展。中國的經濟特點是競賽性質的，各省

之間、各地區之間是競賽性，因為是屬地化

管理，也容易形成這樣的態勢。這種方式

帶來了一些弊端，國際上怎麼解決？

西班牙機場集團和英國的機場集團都提

出，機場集團是若干條跑道的整合概念，

機場集團的概念不再是若干個機場的整

合。換句話說，一個市場主體來管理若干

條跑道，這種容易造成壟斷，但是在控制

壟斷、保證能夠反壟斷的前提下，把繁忙機

場或者支線機場整合在一起進行統一的收

費、統一的調配，有利于社會福利最大化。

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思想，不過開始有

了一些機場集團的概念，像內蒙機場準備

把子公司變成分公司，再以后可能連分公

司都沒有，打造一個基地概念，統一運行、

統一協調、統一收費，推動機場群、機場集

團的協同運行，最終實現與地方經濟的協

同。

此外，要根據不同機場、不同地方的實際

情況，評估和完善地方經濟與綜合交通運

輸系統的協同發展。高鐵可以是競爭對手，

也可以是合作對象，在規劃階段、協同階段

確定好，就不會有左手摸右手的狀態。

（
攝
影
·
張
廣
文
）

者相輔相成，彼此促進，在良性循環的基

礎上使系統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

有一個反拋物線，或者開口向下的拋物

線，橫軸就是機場發展水平，縱軸是一個

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當中有一個最佳點的

概念，實際上指的是最協調的地方。對于

首都機場來講，機場的發展水平可能是欠

缺的，而對于石家莊機場來講，也沒有達到

一個最高點。

民航整體仍呈現供給不足

為了實現目標，需要做一些評價，確定相

關的權重。李曉津表示，機場發展須使用

評價指標，共有三個。第一個是目標層機場

發展水平，而結構層就提出了保障能力、

服務水平和經營效應，這是站在三個不同

的視角，第一個視角就是地方政府，地方

政府對機場的期待主要是保障水平的期

待。第二個就是站在消費者角度的期待，第

三個就是站在企業的角度、效益的角度進

行期待，對應相對的指標。而關于地方經

濟發展的水平，會從經濟系統、社會系統、

人口系統和資源環境系統做了評估，包括

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數量指標和品質指

標，確定相關的權重。

從2000年到2017年，國內機場發展水平

基本上還處于發展不足的狀態，對于民航

來講，總體的供給還不能滿足需求。2017

年的資料是小于最佳值的，協同度也沒有

達到最佳水平。對應了一下高鐵，高鐵的發

展超前，而鐵路的貨運滯后了。總體來講，

中國現在應該在民航上做一些投入。中

國機場的發展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在

2000年有了明顯的提高，不過，從2012年

到2016年機場的發展水平略有滯后，雖然

機場發展水平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協同程度

在不斷地提高，但是距離最佳值還有一個

差距。簡單說，民航整體還是滯后的，呈現

供給不足的狀態。

宏觀調控大中型vs中小型機場

此外，大中型機場的供給小于地方經濟

需求，這原因很多，比如空域、地域資源相

對緊張。為了保證安全和服務，不得不控制

規模，無法滿足地方需求，機場屬于吃不了

＞中國民航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李曉津

中國國內機場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

 年份 機場發展水平 地方經濟發展水平

 2000年 0.192 0.176
 2001年 0.286 0.252
 2002年 0.324 0.278
 2003年 0.296 0.285
 2004年 0.275 0.317
 2005年 0.291 0.377
 2006年 0.287 0.355
 2007年 0.299 0.386
 2008年 0.315 0.444
 2009年 0.347 0.513
 2010年 0.361 0.562
 2011年 0.404 0.581
 2012年 0.467 0.622
 2013年 0.495 0.665
 2014年 0.572 0.711
 2015年 0.642 0.781
 2016年 0.677 0.861
 2017年 0.678 0.902

地方經濟
發展水平

DE

機場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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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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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度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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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供應鏈壁壘
與當地資源全面合作

Q.線上旅遊市場近幾年早已高速發

展並且同業也各有不同市場發展

重點，從OTA的角度來看，是否觀察到

當前市場用戶對旅行有哪些新需求和變

化？

安
：據文化和旅遊部最新統計資料，

2018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人數逼

近1.5億人次，較上年同期增長14.7％，與

2017年國家旅遊局（后與文化部合併為文

化和旅遊部）發佈的資料相比，出境遊人

次增速翻倍。

中國國民收入的提高、線上旅遊信息的

更易獲取、國際航線的頻頻開通等，大大

促進出境遊市場的強勁增長。截至2018年

初，有6有6有 6個國家和地區放寬對華旅遊簽證，

大大降低了中國遊客前往這些地方的難

度。

中國遊客出境遊的經驗日漸豐富，越來

越多人多人多 選擇自由行。特別是中國的新一代

旅行者正在快速崛起，他們有比上一代更

好的語言能力、更豐富的出境遊經驗，希望

玩得獨特和深入當地，並且會將單個活動

看成「元件」件」件 ，DIY成更靈活個性的旅程。

我們觀察到，80后90后的消費群體習慣

于接收來自全球的各類信息，對玩法體驗

的接受度更高，更懂得怎麼玩得個性和盡

興。超過63%的KLOOK用戶最先確定的是

在目的地「玩什麼」，之后才規劃交通和住

宿。許多用戶並不會完整計劃行程，出行相

當靈活和隨性，邊旅行邊發現。

換句話說，消費者的預訂行為和旅遊路

徑正在重塑出行方式。KLOOK客路旅行

除了源源不斷地提供旅行靈感內容，更一

＞KLOOK中國區負責人安文

■劉霈芯＝採訪報道

超過63%的KLOOK用戶最先確定的是在目的地「玩什麼」，之后才規劃交通和

住宿。許多用戶並不會完整計劃行程，出行相當靈活和隨性，邊旅行邊發現。因此，通住宿。許多用戶並不會完整計劃行程，出行相當靈活和隨性，邊旅行邊發現。因此，通

過全球區域拓展+深耕供應鏈，拉近世界的距離，可更高效地連接目的地、全球商戶

和旅行者，打破信息、語言、地緣的障礙，讓每個人享受自由豐富的旅程。

產品同質性高、目的地資源

碎片化是旅遊市場上存在已久

的問題，但也是旅遊創新的機會

點。KLOOK中國區負責人安文認

為，未來決勝的關鍵在于OTA與
當地供應商的全面合作是否能持

續由淺入深；從單純的分銷，到

產品需求互動，到延展至線下盤

活當地資源，打造更多好玩、符

合全球旅客期待的體驗項目。

站式滿足大部分用戶的出行需求——為旅

客提供全球10萬多種可預訂旅遊服務包括

景點門票、一日遊、特色體驗、交通票券與

地道美食。

此外，來自Google Trends的一組最新資

料顯示，自2018年10月以來，KLOOK客路

旅行已經成為全球搜索量最大的旅遊活動

預訂平臺。KLOOK排在谷歌搜索榜單首

位，印證了全球出行熱潮及旅遊業蓬勃發

展的態勢。

隨著區域內交通越加便利，以及體驗

式旅遊蓬勃發展，全球目的地旅遊業市

場規模預 2020年將達到1,830億美元。

然而，全球目的地旅遊活動預訂板塊的線

上市場滲透率尚僅為15%，相較于全行

業61%的滲透率來說，成長空間仍十分巨

大。

Q.線上旅遊產業發展迅猛，您認為

當前市場面臨到哪些難題和短

板？運營商應如何做到市場創新？及如何

做出市場產品差異化？  

安
：過去幾年，旅遊業逐步開始目的

地碎片化產品的整合，面向中國出

境旅行者，目的地活動正面臨著兩極分化

的趨勢，高質感活動的機構更多切入定制

遊市場，本地運營商則因為競爭壓力不

斷壓縮成本，高性價比產品反而成為了斷

層。

于是，擁有全球優勢的服務供應方正

浮出水面。以KLOOK為例，成立以來，

KLOOK致力于服務旅遊產品的標準化和

品牌化，從而提高服務品質和效率。基于供

應鏈、全球合作與服務的優勢，在平衡價格

和質感上，更能抓住抓住抓 中國旅行新主力。

KLOOK客路旅行深度運營熱門目的地

產品，如日本、韓國、東南亞多國等，為日

漸龐大的中國旅客與商戶提供更高附加值

的產品與服務。在穩紮亞太后向歐美拓展

的同時，繼續覆蓋行業深度，全面佈局上下上下上

游產業鏈，從景區到目的地服務再到鐵路

和交通，深耕連線。

Q.旅行產品同質化，也是旅行平臺

的通病，從您對行業的觀察，如

何打破目的地旅遊行業存在的壁壘以滿

足用戶的產品需求？

安
：目的地旅遊市場中，供應鏈是壁

壘。目的地旅遊行業還處于高速發

展的階段，存在大量尚未被整合的資源，

良性良性良 的競爭關係能加快促進產業的改革，

提升當地的運營效率。

從整合目的地碎片化資源到建立供應

鏈及產品體系，這本身是一個從搬磚到蓋

房的進程，KLOOK在親自完成。如前述

所談到的，我們認為，未來決勝的關鍵在

于OTA與當地供應商的全面合作是否能持

續由淺入深；從單純的分銷，到產品需求互

動，到延展至線下盤下盤下 活當地資源，打造更多

好玩、符合全球旅客期待的體驗項目。

依託「全球—本地」策略，上千位

KLOOK客路旅行團隊成員遍佈在世界20

個城市，深入當地，精選與採購產品，開拓

市場；通過垂直類目團隊的中心化運營、

全球客服的前線回饋，動態優化庫存管理

和服務細節。基于全球多元多渠道的市場

洞察，KLOOK本地營銷團隊更瞭解用戶，

結合市場分析與趨勢預判，聯合當地開發

符合用戶需求的新產品。

Q.伴隨OTA快速發展，碎片化旅遊

產品同質化現象早已存在，為持

續開拓目的地活動和服務的創新方面，業

者應具備那些思維或策略？

安
：隨著越來越多旅行者開始追求

當地活動的豐富度和獨特性，使用

者對目的地服務的要求也隨之改變。創造

高附加值的服務和精選獨特體驗，是我

們認為目的地旅遊產品和服務最重要的

基礎。

在產品設計方面，我們在意的是消費者

的需求及真實感受。從消從消從 費者的角度出發，

思考在當地會需要哪些旅遊服務，或者有

什麼需求還沒有被滿足。

作為目的地旅遊項目線上平臺，直接選

擇和目的地商戶合作，不管是大眾化的熱

門行程或小眾但獨具特色的體驗，比如搭

建全球各景點的VIP通道、推出獨家特色

項目、打造「體驗升級」的當地服務，提升

目的地「最后一公里」的服務數量與品質，

正在成為目的地生態與全球旅行者的連結

橋樑。

目前，KLOOK客路旅行與全球1萬余家

景區及運營商深度合作。覆蓋廣泛的「即

時確認」功能令旅行者能夠在最后一分鐘

完成預訂，訂，訂 掃碼入園；聯合景區開發「獨家

VIP快捷通道」，如昂坪360V0V0 IP通道、愛寶

樂園QPass；精選行程也更滿足當代旅行者

的體驗需求。如此，更進一步實現即時決

策、即時預訂、訂、訂 即時消費的說走就走、想玩

就玩的理想旅行生活。

也就是說，通過全球區域拓展+深耕供

應鏈，拉近世界的距離，可更高效地連接

目的地、全球商戶和旅行者，打破信息、語

言、地緣的障礙，讓每個人個人個 享受自由豐富的

旅程。我們努力努力努 通過變革與創新，與當地運

營者一起改變目的地旅遊的未來。

Q.用戶體驗優化一直是OTA最重

要的事，在OTA平臺的技術研發

和支持方面，有哪些重要發展趨勢？

安
：如何更好地連結「線上信息」和

「線下服務」，是線上旅遊業普遍

面臨的難題。對線上旅遊服務商平臺來

說，必須持續加大在技術和產品上的投

入，為全球旅行者提供更好的即時預訂

和用戶體驗。

以KLOOK客路旅行為例，依託粵港澳

大灣區優勢，將全球技術研發中心設于深

圳，為商戶提供供應端數字解決方案，更

為全球C端用戶提供更順暢安全的探索和

預訂體訂體訂 驗。比如，KLOOK客路旅行獨家研

發JR列車搜索黑科技，用戶只要輸入行程

日數、途徑目的地、取票地點等信息，很快

就能獲得最合適的JR PAPAP SS產品選項，大

大節省了時間。

線上旅遊市場滲透率

15%15%15%15%

61%線上vs.全行業

線上vs.總旅遊活動預訂  線上vs.總旅遊活動預訂  線上vs.總旅遊活動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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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必須要深入挖掘千禧一代的旅

行需求和科技偏好。舉例來說，在目的地

交通方面，KLOOK客路旅行先后與歐洲

鐵路公司、西日本旅客鐵道（JR West）達

成戰略合作，精准匹配了用戶對旅行便捷

性、科技偏好的需求，幫助旅行者更好地

探索目的地，享受更順暢安全的旅程。

KLOOK客路旅行專門為合作伙伴開發

商戶端App，商家能夠管理預訂、即時處理

用戶回饋，並可以現場兌換KLOOK二維碼

憑證。提供簡易的使用介面和持續升級的

系統，便于商家從中快速做出商業分析、判

斷及決策，包括業務資料分析、兌換記錄、

預訂報告、使用者評論等，提升其運營效

率。同時，KLOOK團隊也會為商家建言獻

策，提供創意營銷或是行業洞察，幫助他們

吸引來自全球100多個市場的旅行者。

總之，借助深度的旅遊市場與領域洞

察，利用科技創新持續研發平臺功能，並

通過技術賦能全球合作伙伴和供應鏈，推

動行業變革，以期達成C端用戶體驗的升

級。

Q.KLOOK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全球-本地策略」，在快速佈局發展

的過程中客路旅行有哪些不同的做法？

安
：第一在發展戰略方面。國際化的

基因、當地語系化深度運營的戰

略、強悍的執行力和創新速度，促使連續

收穫了資本的青睞——2017至2019年先后

獲得包括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軟銀願景基

金、經緯中國、高盛、TCV 、微光創投及華

創資本等頂尖創投機構的強大支持，總融

資額超5億美元（35余億人民幣）。

除了在資金和視野上做到充分佈局、預

判和風控外，我們還注重兩個緯度——橫

向鋪設全球的擴展，強化地緣上的廣度，

在穩紮亞洲后，開始大力拓展全球及歐美

市場；縱向部分則深入每個細分領域，覆

蓋行業的深度，從景區到目的地服務再到

鐵路和交通，連點成線。

第二，在「全球—本地」管理體系方面，

深入到資源端及需求端。在全球化的中心

管理下，通過在目的地直接設立辦公室，

招聘當地優秀並具備一定國際背景人才，

負責商務拓展，營銷、產品內容規劃與客

服等當地語系化服務，得以更好地瞭解當

地旅客和商戶的需求，同時也能夠更加專

注資源的深度合作，打造更為扎實的供應

鏈，從而更加系統地優化整體服務。  

目前，KLOOK在全球設有20個辦公室，

擁有30國籍的1,500多名本地團隊成員深入

當地商戶，整合全球旅行者所需的目的地

服務，同時拓展當地使用者，快速產生區域

之間的聯動。不僅在團隊架構和商業模式

上如此，在市場推廣方面，KLOOK客路旅

行也貫徹了這種深入市場、因地制宜的策

略，聯合幾千位旅遊體驗師在全球發掘、

選擇目的地資源和新玩法，提供豐富實用

的旅行靈感。

第三則是開發全品類高附加值產品。互

聯網時代，對于目標使用者需求的洞察和

適配度是一個好產品的基本要求。因應需

求變化的趨勢，平臺要盡可能全面地覆蓋

旅行全流程需求，並賦予遊客選擇權，以

便DIY個性化的遊玩行程。DIY個性化的遊玩行程。DIY

通過豐富的目的地和產品品類的覆蓋，

KLOOK客路旅行不僅為客戶提供了一個

一站式全球出境遊碎片化產品的預定平

臺，更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在途旅行者所

需要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除了一站式覆蓋超剛需的景點門票、一

日遊、特色體驗、交通票券與地道美食之

外，KLOOK客路旅行還精選出千萬玩法和

特色體驗，其中不乏諸如在巴厘島做一天

「本地人」、乘坐直升飛機飽覽香港美景、

在曼谷跟隨拳王學習泰拳或是在新西蘭開

挖掘機此類的有趣體驗。

目前KLOOK客路旅行與超過10,000家

商戶合作伙伴緊密合作，為全球旅行者提

供10萬多種旅行體驗預訂服務，遍佈全球

350個國家及地區，支援9種語言和41種貨

幣的支付系統。

未來，憑借國際本地基因和全球佈局思

維，繼續擴大全球團隊規模，加倍投入科

技創新，深化本地運營，通過供應鏈和全

球用戶群的聯動，打造一個全球知名的目

的地服務和體驗品牌。

Q.作為一家服務全球客戶的公司，在整合全球業務方面，客路旅行

曾經遇過哪些挑戰？又有哪些經驗可以

分享？

安
：公司在2016年遇到最艱難的挑

戰，當時團隊正穩步快速擴張，業

務亦同步加速增長，但資金卻尚未到位。

即便如此，KLOOK團隊依然在各個地區

市場都打了勝仗，而其業務的規模化優勢

也在2016年底逐漸浮現，大中華區、東南

亞和日韓的區域聯動輪廓逐漸清晰。在我

們看來，KLOOK客路旅行能成功化解危

機的關鍵在于團隊強大的執行力和創新

能力。

好的成績本身就具備說服力，同時團隊

聚焦在核心市場和類別上持續投入，是

KLOOK能厚積薄發、持續在市場取得領

先的關鍵之一。在短短五年時間，KLOOK

實現了指數級增長，步入了獨角獸的行列，

並收穫來自180多個國家與地區使用者與商

戶的高度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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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夢郵輪擴大部署
向「亞洲環球郵輪船隊」邁進

OCTOBER 2019 • TTG CHINA 14cRuise

■張廣文＝採訪報道

近日，雲頂郵輪集團旗下星夢郵輪發布

未來部署計劃。目前在華南及新加坡郵輪

市場佔有率第一的星夢郵輪，將繼續發展

華南及東南亞郵輪發展基地，同時，推進

華東和華北市場發展，並進一步向「亞洲

環球郵輪船隊」邁進。

雲頂郵輪集團銷售高級副總裁張述表

示，星夢郵輪「雲頂夢號」以及「世界夢

號」將會繼續以新加坡及香港/廣州為家，

為旅客提供完美融合中西元素的星夢郵

輪旅程。「世界夢號」將繼續帶來「一日夢

享·大灣郵」、2晚週末漫遊、5晚沖繩發現

之旅、尋味越南之旅以及菲律賓探索之

旅等獨家行程；「雲頂夢號」則將繼續提

供多條2至5晚東南亞風情之旅，目的地涵

蓋民丹島、吉隆玻、麻六甲、檳城、浮羅交

怡、普吉島、蘇梅島、熱浪島、泗水及北巴

里等地，讓旅客盡情發掘椰林碧海的海島

風光、活力動感的都市勝景以及如夢如幻

的自然景觀。

而「探索夢號」在完成華東、華北母港

航線后，將于10月駛向南半球，推出澳大

利亞、新西蘭母港航線，這將是品牌首次

從亞洲走向世界、邁出「亞洲環球郵輪船

隊」的第一步，讓亞洲旅客透過飛航假期

搭乘「探索夢號」環遊世界。自2021年起

則將進一步向亞洲、澳洲和新西蘭以外的

地區擴展，開啟遍佈波羅的海、北海、地中

海、海灣地區、墨西哥、加勒比海、新英格

蘭、南美洲、印度、非洲和太平洋的航線，

展開環球旅程。

將迎來20萬噸「環球級」郵輪

此外，在「探索夢號」于華東、華北以及

澳洲的運營基礎上，星夢郵輪將于2021年

初迎來首艘20萬噸「環球級」郵輪，其將

以上海、天津為母港開啟首航，為旅客提

供更為智慧化、人性化的郵輪體驗。

據悉，星夢郵輪彙聚三年心血精心設計

的兩艘環球級郵輪，將成為技術含量最高

的人工智慧郵輪。兩艘郵輪在設計上融入

了亞洲旅客在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觸的人工

智慧科技，包括在郵輪服務中提供人臉、

聲音智慧識別以縮減各個環節的輪候時

間；通過情境營銷方式為旅客精准推薦船

上設施，平衡各項設施的使用需求；引入

智慧型機器人處理基礎工作，讓船員專注

提供更為人性化的服務並操控人工智慧

及電子系統等；另外，船上將免費提供無

線網路，旅客可隨時登陸社交媒體分享海

上生活。兩艘環球級郵輪亦會提供豐富的

休閒、娛樂、餐飲設施，當中包括一個大

型主題樂園。

張述強調，之前將「探索夢號」調配至

上海、天津，不僅是希望進一步提升星夢

品牌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知名度，

更重要的是，借此更為深入、全面地瞭解

這個市場，理解合作伙伴以及旅客的需

求，並在優化分銷模式、航線設計、產品

及服務設置等方面積累寶貴經驗，為環球

級郵輪的到來奠定堅實的基礎。

會持續與旅行社業者合作推廣新
產品嗎？ 

張述指出，自4月12日上海首航，「探索

夢號」為廣大遊客奉獻了沖繩、大阪、京

都等精彩航程，這在以福岡、長崎為主的

上海傳統郵輪航線中別具一格。目前「探

索夢號」已經圓滿完成了2個月在上海的

運營，在執行全年僅有各一班的青島和大

連航程后，于7月1日開啟天津航季。另一方

面，天津航程除了遊客熟知的福岡、長崎

外，亦帶領遊客探索鹿兒島、別府、下關等

優美的目的地。參加首航航次的旅客更是

欣賞了臺灣著名藝人蘇芮「跟着感覺走」

海上演唱會。

此外，10月6日，「探索夢號」推出獨家

「21晚澳·亞萬里之旅」從北半球「郵」到

南半球，到訪目的地包括上海 / 香港 / 芽

莊 / 胡志明市 / 新加坡 / 雅加達 / 巴厘島 

/ 達爾文 / 凱恩斯 / 格拉德斯通 / 悉尼。這

條22天21晚5國10港最美航線獲得《環球

時報》的嘉獎，早已是一票難求。

「探索夢號」聚焦于MICE市場、高端市

場、家庭旅客、年輕一代。針對吸引這些

客戶的優勢，張述認為，「探索夢號」的體

量非常適合MICE團的操作，滿足對專屬

性有非常高要求的團體。船上擁有完善的

會議設施及會議空間，加上星夢郵輪專業

團隊提供定制化的海上商務會獎活動服

務，無論小型培訓還是千人的大型會議，

船上設備及豐富場地配合靈活空間應用，

可以充分滿足不同團體的需求。而憑借高

乘客空間比例及員工乘客比例、絕大多數

面積超40平方米的尊貴皇宮套房、全程精

緻奢華的免費饕餮餐飲與酒水服務、免

費岸上觀光、百老匯演藝貴賓坐席、優先

上下船特權以及沿襲集團旗下奢華水晶

郵輪而設的24小時歐式管家服務，「The 

Palace皇宮」貴賓專屬區域將為中國及亞

洲高端旅客帶來無與倫比的尊貴享受。

同時，專為「The Palace皇宮」旅客策劃的

Connoisseurs Circle系列特別嘉賓講座及

互動工作坊，亦會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重

量級主講嘉賓，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熱情

為旅客講述各自的逐夢經歷。

此外，「探索夢號」在中國運營期間，亦

推出多個特別合作項目來開啟全家歡樂

時光，例如，海上魔幻馬戲嘉年華主題活

動等。其還特別為年輕一代準備VR探索

館和擁有各式最新電玩遊戲的「動感地

帶」，讓青少年一邊享受遊戲的刺激快感、

一邊增長見識。好動的年輕人也可到頂層

甲板體驗「凱撒」滑水梯的快感和速度。

目前中國華南、華東、華北郵輪市
場存在那些區別？

張述表示，華東作為國內郵輪發展最

早的市場，已經培育出許多郵輪操作經

驗豐富的旅行社伙伴。且隨着各家郵輪公

司大船、新船的相繼到來，大幅促進了硬

體的提升和為遊客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選

擇。但是，市場的過度開發及價格混亂反

映出這個經過10年洗禮之郵輪市場的不成

熟及市場監管不到位；消費者教育、郵輪

產品的差異化和目的地豐富性，依然是郵

輪業者必須思考的問題。

而華北以京津為主要市場，因為氣候

因素，華北市場屬于季節性運作。市場上

的主要郵輪代理運作經驗豐富，展現出各

自渠道與運行主題航次的強大能力。

另外，華南市場是典型的零售市場，

市場有序發展，其獨特的雙母港運營及

週五、周日定期航程、全年3天2晚週末漫

遊航線、一日夢‧享大灣郵航線以及星夢

在華南的分銷體系，越來越為廣大業者注

目。今年年底將迎來南沙郵輪碼頭的落成

啟用，與香港啟德碼頭、深圳太子灣碼頭

一起構建出中國最大的母港群，覆蓋大灣

區近7,000萬居民；大灣區同時還有眾多高

鐵線路以及五大機場建設，加上大灣區發

展的強勁概念落地及暖冬最適合出行出

發港的推動下，預計華南將迎來新的強大

增長機遇，特別是「飛機+郵輪」或「高鐵

+郵輪」的模式。

歌詩達
推動海南郵輪產業發展

日前歌詩達郵輪與海南省、三亞市政府

簽署三方合作協定，共同推動海南省、三

亞市郵輪產業的發展。根據該協定，歌詩

達·新浪漫號將于2020年1月起，開展為期

三個月、以海南三亞為主要母港的郵輪航

線。

歌詩達郵輪集團全球首席執行官兼嘉

年華集團亞洲首席執行官湯沐(Michael 
Thamm)表示，「嘉年華集團看好中國郵

輪市場的發展潛力，此次歌詩達郵輪與海

南省和三亞市的合作，有利于推動海南省

郵輪產業的發展，為當地和周邊地區的遊

客帶來全新的郵輪旅遊體驗。我們期待歌

詩達·新浪漫號在三亞鳳凰島國際郵輪港

的成功首航。」

此次歌詩達·新浪漫號三亞母港航線的

開通，表明海南郵輪市場已開始啟動，三亞

郵輪母港的接待能力也將隨著航線的開通

進一步得到提升。作為知名的旅遊目的地，

海南省一直大力發展郵輪產業，憑借其得天

獨厚的旅遊資源和區位優勢，積極推進郵輪

母港和訪問港建設，致力打造中國「南向郵

輪中心」。

維京遊輪
發佈2020內河遊輪航線

維京遊輪日前以「相會名城，邂逅小鎮」

為主題發佈2020年歐洲內河遊輪全年航

線，並宣佈一系列產品升級計劃，帶領更多

中國賓客以「雅奢」的河輪旅行方式親近原

味歐洲，探尋當地的人文與藝術。

維京遊輪非常重視中國市場，自2016年
進入中國市場以來，持續增加市場投入並不

斷豐富航線。2020年，維京遊輪將繼續投

資，為中國市場新增1艘備有87間雙人客房

的河輪，總計將有6艘河輪專門服務中國賓

客，提供9條航線，共計178個航次。維京遊

輪設計18種行程，帶領遊客前往歐洲37個
目的地，並新增目的地–布魯塞爾，為遊客開

啟更多面的歐洲。

名人遊輪
斥資啟動全船隊翻新工程

名人遊輪啟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

船隊翻新工程，耗資超過5億美元，以滿足

高端客戶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個性化服務需

求，提升旅客郵輪奢華服務體驗。

名人遊輪亞太區市場營銷和銷售總監

Apple Woo介紹，已于6月24日揭幕的「名人

游輪花神號」，是艘具節能環保設計理念、

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第一艘配備海洋鏡以及

全套房設計的郵輪，該郵輪為探索加拉帕

戈斯群島量身打造，可容納100人。而12萬
9500噸的「名人遊輪愛極號」，于2018年
12月首航，最大可載客3373人，讓乘客欣

賞加勒比海風情，是名人遊輪下一代旗艦

遊輪。其突破性的創新設計，包括一個可

移動升降的甲板平臺、無限陽臺以及屋頂

花園等。

另外，完成了現代化改造的「名人遊輪

千禧號」，是「煥新項目」的首座航船，「名

人遊輪尖峰號」也已完成重裝翻修。至

2023年，還將有另外7艘航船受益于此現

代化改造項目，品牌郵輪都將提升到愛極

級郵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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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際會展中心落成
為深圳會展發展取得制高點

■張廣文＝採訪報道

位于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北

面、歷時三年建設的深圳國際

會展中心（一期）9月28日竣工

落成，即將投入使用，並在11月
迎來首展。此次落成的是深圳

國際會展中心一期項目，也是其

主體工程，南北跨度約1.7公里，

室內展廳面積約40萬平方公

尺，總建築面積約160.5萬平方

公尺，相當于6個「鳥巢」，這是

深圳建市以來最大單體建築。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的落成，為

深圳會展業發展取得制高點，

也為打造國際會展之都奠定基

礎。

9月28日，深圳國際會展中心落成儀式

在寶安舉行。正值動工建設3周年之

際，位于寶安福海街道、毗鄰深圳寶安國

際機場，與沿珠江口與前海-蛇口自貿片

區、南沙自貿片區遙相呼應的這一全球最

大會展中心（一期）工程，正式落成。深圳

國際會展中心的建成與使用，對于推動深

圳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一流城市

和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具有重大意義。

（
提
供
·
深
圳
國
際
會
展
中
心
）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設計規劃以會展為核

心驅動和戰略性節點，結合空港、區域性

交通樞紐，發展會展商貿、創新研發、國際

物流與空港經濟緊密相關的功能業態和

產業集群，引領空港新城乃至大空港片區

發展。其建築屋面呈現彩色絲帶花紋，長

條形「魚骨式」佈局的展館如同張開的美麗

「翅膀」，寓意「海上絲綢之路」。

創造了8項「世界之最」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不僅是深圳建市以來

最大的單體建築，也是全球首個集大型建

築、軌道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工程同時開

發的建築工程，創造了8項「世界之最」。

1.整體建成后為全球建築面積最大的

單體建築。

2.全球建安投資最大的單體建築。

3.全球總展廳面積最大、單個展廳面積

最大的國際會展中心。

4.鋼結構用鋼量為全球房屋建築領域

之最。

5.基坑土方挖運量為全球房屋建築領

域之最。

6.全球房屋建築領域面積最大、長度最

長的無縫鋼筋混凝土結構地下室。

7.全球房屋建築領域一次性投入機械設

備最多的施工項目。

8.全球第一個集地鐵、周邊市政道路橋

樑及管廊、水利工程同時開發建設並

投入使用的房屋建築工程。

建築面積相當6座「鳥巢」

項目一期用地面積約121.42萬平方米，建

築面積約160.5萬平方米。整個項目建築面

積相當于6座「鳥巢」，擁有包含18個2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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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   英文名：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   地理位置：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福海街道 

◆   奠基時間：2016年 

◆   竣工時間：2019年（一期） 

◆   建築面積：160萬平方米（一期） 

◆   室內展覽面積：40萬平方米（一期），

   50萬平方米（整體建成） 

◆   展廳數量：19個（一期） 

項目近期重點解決會展片區與地鐵11號

線和穗莞深城際線的交通接駁問題，遠

期在地鐵12號線、20號線開通后，重點

為沿線地區提供城市公交服務。而沙福

路智慧公交，採用路中專用道模式，起

點接塘尾站，沿鳳塘大道—寶安大道—

沙福路—會展中心西側臨時道路敷設，

終至會展中心內部上落客區，線路全長

約5公里，中途不設站，全程15分鐘可達。

每次發三路車，每隔2分鐘發一班，可滿

足高峰0.6萬人/小時的客流需求。需配置

52輛車，並在塘尾站C出口處設置1處綜

合停車場（面積6240平方米）。

TTG CHINA 16DestiNatioN-gReat Bay aRea-guaNgDoNg

互通立交工程已全面完工，片區道路已基

本具備通車條件。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停車

區域包括地面停車場和地下停車場，提供

約1.2萬多個車位，光是地下車庫就約56.3萬

平方米。在此基礎上，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已

具備舉辦各類大型展會活動的強大能力。

便利連結各大交通設施

■   鐵路：會展中心享有極其便利的交通資

源，緊鄰深茂鐵路和穗莞深城際鐵路深

圳段海上田園站。穗莞深城際鐵路計劃

于今年開通，深茂鐵路正在建設中。

■   地鐵：同時，地鐵11號線福永站和橋頭站

距離展館5公里。在建的地鐵12和20號線

直接接駁展館(會展南站和會展北站)。
■   水路：而且會展中心接駁兩條高速公路(

沿江高速和廣深高速)和一條快速路(海

濱大道)，銜接在建的深中通道。可乘船

前往香港、澳門、珠海等地的福永碼頭

也在附近。

■   航空：深圳機場T3航站樓也僅距7公里。

另外，機場接駁線起點接會展中心海

匯路公交場站，沿海匯路—鳳塘大道—

沿江高速—西鄉大道—金灣大道—寶源

路—空港一道敷設，終至機場離港平臺

落客區，線路全長約27公里，中途不設

站，全程30分鐘可達。採取「一人一座」

模式，發車頻率3分鐘一班，可滿足高峰

0.15萬人/小時的客流需求。需配置36輛

車，利用機場地面交通中心二層大巴停

車場停車。 
■   工程：特別的是，為保障深圳國際會展

中心順利運營，共完成市政基礎設施和

公共服務設施工程87項，包括：新建和

改擴建道路34條、綜合管廊6條、橋樑6

座、公交接駁項目3個、景觀工程20個，公

共配套設施18處。其中，新建道路23條，

總長約35公里，會展周邊13條新建道路

全部開工；改擴建道路11條，總長約16公

里。

■   公交：在地鐵20號線尚未建成之前，深

圳國際會展中心重點依託地鐵11號線

進行疏解，規劃空港新城雲巴線路、沙

福路智慧公交、機場接駁線三條接駁線

路。空港新城雲巴示範線（L1線）工程方

面，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投入運營時，

屆時周邊軌道交通線路尚未全面建成。

根據會展中心總體交通保障需求，雲巴

方米標準展廳和1個5萬平方米超大型展廳

在內的19個展廳，所有展廳均採用先進的

魚骨式佈局，共同組成沿中央廊道東西對

稱排列單層、大跨度的分佈格局，各展廳既

可獨立使用，也可根據需求靈活組合使用，

設置主要入口五處，構成了全球最大的會

展中心。

同時，項目還配備了64.2萬平方米的會

議、辦公、餐飲、倉儲等功能用房。當中，各

類餐飲設施和配套總面積近4.5萬平方米。

擁有先進會議設備的會議室共106個，同

時，各種規格的接待貴賓室47個。

展廳方面，1-16號標準展廳面積2萬平方

米，淨高16米。17號超大展廳面積4.8萬平方

米，淨高18米。18號多功能展廳面積2萬平

方米，內含各種規模會議室的會議中心。

而20號多功能展廳面積2萬平方米，為活動

中心。兩個登陸大廳分別有東西兩側入口，

東側直接接駁地鐵站。另外，中央廊道上下

兩層貫通展館南北，長1.75公里，兩層設有

自動步道，可輕鬆前往所有展廳。南廣場則

為室外展場，面積約3.5萬平方米。

總建築面積約154.3萬平方米的會展配套

商業已部分完工，連接沿江高速公路的國展

廣州專業會獎服務能力大幅升級

Case Study

隨著廣州在會議設施、交通便捷度與會

獎服務專業能力的提升，越來越多國內外

的企業活動會選擇于此地舉辦，即便是

數千人的大型會議團體，亦可獲得完善的

專業服務，日前在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所

舉行的中國醫師協會第十三次放射醫師

年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中國醫師協會第十三次放射醫師年會于

2019年5月28日至6月2日在廣州長隆酒店國

際會展中心舉行。約3,800人出席的活動，

充滿了各種挑戰，包括：集中在一個時段

大量客人同時入住、會場內外搭建佈置臨

時變動及調整、臨時增加大量的商務套餐

等。而人流管理和危機應變，也就成為了掌

握整場活動的成功關鍵。

長隆酒店總經理劉勁

康表示，接待如此大型的

會議團隊，是個考驗團隊

協作精神的挑戰。為了讓

活動順利舉辦，長隆酒店

自一年前就開始由專門的同事負責整個活

動的統籌安排，包括住房、用餐和會議等。

活動期間，更是透過一對一專屬服務經理

用心一一為客戶解決難題。

全鏈路一站式服務

住房方面，此次活動總房數達8,400房

晚，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旗下的廣州長隆

酒店、長隆熊貓酒店、長隆香江酒店都有安

排住宿。雖然本次活動房間數量大，參會

客人多，需求繁多，但是由于場地均屬廣州

長隆旅遊度假區旗下，免去了主辦方繁瑣

的溝通流程，從活動策劃、活動管理及運

營，全鏈路一站式服務，使主辦方相對便

捷、輕鬆。

不過，廣州長隆酒店及熊貓酒店分為多

個不同的參會單位人員入住及多種支付方

式操作，而且基本集中在一個時段大量客

人同時入住，這對于前臺及客房部都是比

較大的挑戰。

預先做好充分接待準備

為提前做好辦理入住這塊的交接工作，

當活動開始之前，三家酒店的前臺領導便

一起商討如何最便捷以及如何最大化減少

問題的發生，並思考客戶提出的問題，雙方

共同協商，總結出一個雙方都認可的解決

方式，為活動過程做好鋪墊。又如，將幾千

人劃分成10多個小團，然后每個小團安排

一個負責人跟進，負責拿房以及增補住房

信息，保證前臺和會務信息及時溝通。再

如，付款方式方面，客戶會拿着住房單去前

臺辦理入住，住房單上面會標識收錢與否，

前臺同事按照住房單便可以辦理入住。

由于設計了充分的接待準備，接待服務

團隊都能有條不紊，操作自如，讓所有客人

順利辦理入住。

就會議而言，此次活動在廣州長隆酒店

國際會展中心共包含了108次會議，有15家

布場公司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搭建。當中，一

個布場小組在前期做了很多協調工作，將

整個手續以及活動上所需要準備的東西都

提前發放到了會務組，讓他們得以順利進

行內部溝通，而酒店只負責帶客人前往辦

理，方便快捷。活動期間，各參會的醫療器

械公司無論是展位佈置，會場內、外搭建

佈置，還是有臨時變動及調整，會展服務員

均能根據客人需求及時處理。

主辦方對本次活動專業會展服務團隊的

翻場速度和全力協助，給予了極大好評。

本次活動分別在超過35個分會場同時進

行，會場還有出現二次翻場的安排，會展的

同事都迅速地在30分鐘內完成。

為主辦方節省活動成本

在本次活動中，廣州長隆酒店國際會展

中心會場營運團隊還提供了全方位活動運

營支援，包括技術、接待、安保支持，確保

活動有序開展。另外，場地配備了完善的燈

光音響、LED和舞臺及其他設備，使得主辦

方無需再進行基礎舞臺搭建，為主辦方極

大節省活動成本。

在餐飲方面，本次活動用餐期間一共7

天，分為茶歇、商務套餐（清真、素食、常

規菜式）、自助餐、客房送餐服務及VIP包

房用餐。其中，商務套餐最多的一個餐次

達3,500份。在廣州這樣濕熱的天氣下，短

時間內做這樣大量的商務套餐，需要考慮

食品安全，保證食材新鮮及最佳品嘗時

間、用餐地點等。為了給客人最好的用餐體

驗，長隆強大的餐飲團隊多次開會討論備

餐細節，最終做出令客戶滿意的用餐安排

和出品（保證每餐次不同的合味菜式、時令

原汁水果、獨立包裝飲料，現場額外配幾

款醬汁，方便南北方不同口味的參會嘉賓自

取食用）。 

事前準備可支持突發應變

6月1日中午，現場派餐差不多結束時，由

于會務用餐人員突增，需臨時增加近600份

商務套餐。面對這個難題，現場跟進的3位

銷售人員及彩蝶谷美食廊的廚師團隊及時

溝通、配合，立即處理，餐飲總經理在各餐

廳分別指派廚師到彩蝶谷美食廊增援，加

派服務人員人手，使用簡單、快熟食材，在

電話通知后十幾分鐘就開始有序派餐，會

務主辦方對酒店這種臨時處理突發狀況的

應變能力及效率，給予了很高的讚譽。

另一方面，整個活動以全國相關放射科

的醫療事業為主題，在住房和用餐等不同

環節和細節之中，活動和主題進行了緊密

連結，這也都是因為事前的準備和安排妥

當，客戶要求才得以最終落實。

劉勁康特別強調，軟體上，專業、便捷、

安全和多維服務，是廣州長隆一直堅持的

營銷服務體系。高品質、定制化、專注服務

與快速反應，使廣州長隆獲得更多客戶的

認可。多年專注的行業積累，加上多元化

產品，廣州長隆可滿足多種會議活動和營

銷場景的需求。在硬體上，只有廣州長隆

集團旗下酒店及國際會展中心配套的房間

數、會議場地、多個不同主題的餐廳，才能

滿足此次中國醫師協會活動需求。再加上

交通四通八達，讓客戶可享受更多便利。

（
提
供
·
長
隆
酒
店
）

中國醫師協會第十三次放射醫師年會

◆   舉辦機構：中國醫師協會

◆   活動日期：2019年5月28日至6月2日

◆   參與人數：約3,800人

◆   活動場地：廣州長隆酒店國際會展中心

◆   活動挑戰：集中在一個時段大量客人同

時入住、會場內外搭建佈置臨時變動及

調整、大量的商務套餐臨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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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新血與新意

加入香港酒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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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下半年起，多個全新酒店陸續

加入香港市場，當中包括海匯酒店Hotel 
V i c轉身成為香港維港凱悅尚萃酒店

(2019年8月28日)，帝逸酒店(2019年底)、
歷山酒店(2020年初開業)將陸續開業，同

時，當地現有酒店也逐步完成翻新工程，

以全新面貌迎接客人。

歷山酒店

歷山酒店總經理程敏

表示，歷山酒店為港島區

少數備有800房以上的大

型酒店，地理位置優越，

位于港島核心地帶北角臨

海地段，毗鄰港鐵站及商業中心，包括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及太古和中環的經貿商業

區，以及提供多元化的購物、美食及娛樂

選擇的銅鑼灣及灣仔區，交通十分便利。

歷山酒店為海逸國際酒店集團旗下全新酒

店品牌，全球各地共有14個營銷辦公室推

廣酒店之最新優惠。此外，香港一直是東

西文化匯聚的國際城市，無論飲食文化、購

物、都市或大自然體驗，各式旅客均可找到

稱心的旅遊樂趣。

程敏指出，酒店業的競爭愈來愈激烈，

酒店將推出多項提前預訂、連續入住、特別

開幕優惠等住宿套餐，靈活配合客人的預

算，相信酒店的價格定位將在市場具有一

定的吸引力。此外，優質和個人化的服務是

酒店發展的重要條件，酒店員工均經過悉

心培訓，具備良好的服務意識，為客人提供

主動、積極、細緻和專業的服務，以保持酒

店的競爭力。

歷山酒店最大亮點是以設計為主導，設

計概念將創意融入維多利亞時期的歐式

經典，璀璨的水晶吊燈及滿目鏤花裝飾瑰

麗典雅，令人彷如進入愛麗斯漫遊仙境的

經典夢幻世界。房間裝潢擺設則融合永恆

及現代格調，簡約舒適，盡見心思。840間

客房提供多個房間類別，並以撲克牌命名，

包括「方塊」雙人客房、「梅花」三人客房、

「紅心」四人客房、「葵扇」六人客房及豪

華的「女王套房」和「國王套房」，其中「葵

扇」六人客房是市場上較為少有的特式房

型，可吸納多方客源，包括親子、家庭、情

侶、企業、長期住客及注重生活品味的旅

客。酒店亦提供6間多功能宴會廳及1間裝

潢華麗堂皇、可劃分為3個獨立場地的宴會

大禮堂，迎合各大小型婚宴、會議及社交活

動的需要。

帝逸酒店

而貴為新鴻基地產旗下的「帝」系酒店

新力軍，並將于2019年第四季矚目登場的

帝逸酒店，位于沙田河畔，毗鄰景色優美的

城門河，以及交通便捷的石門港鐵站，同時

糅合了現代設計、健康生活及智能科技。

帝逸酒店以「ALVA帝逸酒店以「ALVA帝逸酒店以「 」命名，旨在致力啟

發賓客勇于探索的精神、發掘旅程中更多

未知的寶庫，理念與史上其中一位偉大發

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的哲

理彼倡此和。而ALVA亦是德語，解作朋友

之意，與帝逸酒店友善且充滿朝氣的氛圍

一脈相承，讓每位賓客都感到賓至如歸的

住宿體驗。帝逸酒店崇尚清新、靈活多變及

智能體貼的極致酒店體驗，同時鼓勵賓客

深度探索別具歷史文化氣息和動感的沙田

社區，締造一個地道而多元化的旅程。

帝逸酒店提供共618間非吸煙客房及公

寓，均備有高級寢具用品和貼心的設施。

其他康樂設施包括配有先進健身設備、

空間寬敞的健身中心，以及頂層恆溫游泳

池。為了帶領賓客更深度探索沙田的攝人

魅力，酒店大堂設置電子禮賓服務，為賓

客提供融合自然環境與文化景點的旅遊資

訊。另外，酒店精心策劃的地方探索遊更能

帶領賓客發現沙田獨有的優美遠足路段、

風景如畫之單車路徑與源遠流長之歷史文

化景點，如沙田王屋村古屋和萬佛寺等。

帝逸酒店將經營四個各具特色的餐

廳和酒吧，包括正宗日本餐廳「源峰」

（Mizutani）、精緻粵菜餐廳「逸軒」、以運

動為設計主題並供應健康飲品和輕食的消

閑熱點「PitStop閑熱點「PitStop閑熱點「 」，以及主打國際自助餐的

全天候餐廳「Alva House全天候餐廳「Alva House全天候餐廳「 」。

而為了讓賓客體驗流暢無縫的入住體

驗，酒店大堂設置智能化自助入住登記專

櫃，簡化入住和退房手續；賓客可選擇使

用智能房卡進出客房。此外，酒店亦設有專

屬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快捷網上訂房和抵

達前登記入住的功能。客房內亦採用了智

能科技，賓客可利用平板電腦輕鬆調節房

內環境、與酒店職員聯絡、要求房間服務、

預訂酒店內的餐廳與酒吧，更可一覽酒店

和沙田及香港的大小城中活動。

8度海逸酒店

就現有酒店而言，8度
海逸酒店總經理李輝承

指出，8度海逸酒店將陸

續于客房、大堂、酒廊及

宴會活動場地以嶄新形

象投入服務，並帶入更優質完善的管理服

務，開始引入不同的設計風格以諦造舒適

的環境，給予顧客欣賞酒店的細節之處。

除此之外，會議設施會為商務客人提供更

完善和全方位的支援和服務。餐飲方面，以

琳瑯豐盛的自助餐而知名的8度餐廳將致

力提供更豐富多樣的知名菜式並引入更多

酒店的獨特風味，滿足不同的客人需求。

李輝承強調，酒店的目標除了以優質設

施和服務吸引外地旅客外，更會于來年推

出更多優惠給予本地旅客，務求吸納更加

多元化的客群。在交通方面，一旦港鐵沙中

線或宋王臺站通車，更可為酒店帶來完善

的交通配套，旅客亦可節省更多時間前往

不同的景點。

另外，8度海逸酒店最近以本土文化為主

並主張環保理念，除了節約能源之外，餐廳

及酒店更改為使用電子餐單等方法實踐環

保。酒店的免費穿梭巴士站亦由九龍站改

為黃埔站，讓賓客可于更短時間內到達香

港另一處購物天地。同時，酒店也開設免

費穿梭巴士來往東九龍商業樞紐，讓一眾

的商務旅客盡享交通便捷。酒店還于每月

其中一個週末在黃埔天地聚寶坊開設期間

限定店，讓香港居民及遊客更方便快捷品

嚐酒店的甜點小食。

■張廣文＝採訪報道■張廣文＝採訪報道

表示，歷山酒店為港島區

少數備有

型酒店，地理位置優越，

位于港島核心地帶北角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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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逸酒店總經理李輝承

指出，

續于客房、大堂、酒廊及

宴會活動場地以嶄新形

象投入服務，並帶入更優質完善的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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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麥肯錫預計，中國中端酒店市場潛

在消費人群將以10%年增長率持續擴大，

對于酒店集團來說，要在未來中國酒店市

場站得一席之地，得中端酒店市場者似乎

就能得天下。為深入挖掘此新藍海，不少

酒店集團發力中端酒店市場，而希爾頓品

牌也磨刀霍霍推出新版希爾頓花園品牌，

希望可以搶佔市場先機。

近日，希爾頓集團推出新版希爾頓花園

品牌，為中國市場量身打造品牌新標準，

提供業主投資人更好的投資回報模型產

品，並從消費者角度出發、聚焦客戶體驗，

這意味着希爾頓集團持續看好國內中端

市場的發展前景。

中端酒店呼應中產階級壯大

希爾頓大中華區及蒙

古精選服務型酒店品牌

副總裁李先峰先生表示，

中端酒店是酒店行業聚

焦點，以前本土企業更多

經營低端酒店品牌，外資企業則發力高端

酒店品牌，現在外資酒店管理公司也朝中

端酒店市場發展，引進很多新品牌，而本

土酒店集團則不斷向上升級，全行業都聚

焦在這個領域。

得中端酒店市場者得天下？ 
希爾頓花園品牌積極搶進新藍海
■劉霈芯＝採訪報道 他指出，中端酒店對從業人員的價值和

能力會有更高的要求，考驗不同的酒店集

團的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和自我調整的能

力，其實比較的不是所謂的市場競爭，而

是誰能夠把自己的企業能力再造，重新打

造真正適合中國市場、中國投資人及中國

消費者的產品，這才是關鍵核心要素。

希爾頓集團大中華區

及蒙古總裁錢進亦表示，

「經濟下行是一短期問

題，從經濟學的角度來

看，經濟狀況總是呈現

波浪形，經過這個階段后，還是會繼續往

上走，該現象並不會影響集團的發展以及

加盟商的投資。而由于中國中產階級不斷

壯大，消費者的目標從奢侈品牌逐漸轉向

了希爾頓歡朋、希爾頓花園等中端市場品

牌，希爾頓集團在中國加碼中端酒店市場

的立場將更加堅定。」

據全球管理咨詢公司麥肯錫預計，2022

年中國中產階級數量將從2012年的1.74億

家庭增長至2.71億家庭，中國中端酒店市

場的潛在消費人群有望以10%左右的年增

長率持續擴大。

與此同時，國內精品中端酒店呈現出與

需求不符的極大結構性缺口，有望成為酒

店行業的新藍海。另據浩華咨詢的調研結

果顯示，2017-2018中端酒店增速達50%，

中檔偏上酒店增速41%，遙遙領先于其他

級別酒店的增長。

未來選址聚焦一線加新一線

據錢進介紹，希爾頓花園計劃2025年

前在中國開業酒店數超200家，開發超

500家，力爭未來覆蓋中國400個城市。

未來的選址會更聚焦在中國的一二線城

市，特別是五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

粵港澳、成渝城市群和長江中下游城市

群；一線城市計劃在200家中占比能超過

20%，一線加新一線，是品牌重點進攻的

主流市場。

在這些城市群裡面，希爾頓集團開發團

隊會綜合評估人口、流量、商業、度假、經

濟水平，包括關注選址是否在交通節點、

是否在商業中心區等，通過一系列考慮因

素，把全新版希爾頓花園酒店的選址工作

做得更好。

測算最佳投資收益回報率

他進一步指出，按照集團測算，全新版

希爾頓花園酒店單房投資約在20萬元，

投資回報率在4-5年，最晚6年可以開始獲

利，從酒店客房規劃來說，平均175間客房

是最佳的投資方案，房間大小在26-28平方

米左右。傢俱的尺寸、整體的設計或許會

有些調整，但整體設計需要通透明亮，總

的來說，在標準化的基礎上更靈活，投資

回報更快速。

此外，希爾頓集團也會為業主在每個合

適的地段測算最佳的收益回報率。通過這

一批市場上新建的希爾頓花園酒店品牌，

強化對整體市場的影響，也讓更多的投資

人看到希爾頓花園品牌的投資回報率。他

亦透露，全新版希爾頓花園依然以委託管

理為主，但也不排斥特許經營。

近兩年希爾頓集團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依舊保持房間數量增速超過50%，未來可

能發展更快，這得益于希爾頓多個品牌多

管齊下的發展，比如希爾頓歡朋品牌的會

員計劃以及與希爾頓的榮譽會打通、收益

管理也與集團打通，這些舉措為希爾頓歡

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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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裁李先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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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產階級家庭數量》

2.71億

1.74億

2012年                   2022年 

洲際酒店集團
借勢加速佈局西北市場

國慶前夕，洲際酒店集團在西安舉辦戰

略業主大會，向外界傳遞出對西北市場的

信心。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執行

官周卓瓴（Jolyon Bulley）表示，「35年
來，洲際酒店集團與時俱進緊跟國家戰略

和消費者需求。自西北相關利好政策發佈

以來，我們持續加快西北佈局步伐，並將

在未來繼續與本地業主合作加速深耕西

北，為更多的西北消費者帶去國際品牌標

準的服務和體驗。」

洲際酒店集團2019年上半年在西北五

省（區）共簽約12家酒店，超過其在這一區

域2018年全年簽約數總和。

近年來國家及區域發展利好政策頻出，

西北地方旅遊熱度顯著增長，不僅支撐了

西北酒店市場的發展，也推動了國際遊客

入境遊的上升趨勢。西北旅遊走熱也在洲

際酒店集團佈局西北的步伐上得以印證。

2013年之后，集團開始加速西北佈局，

2014年到2018年五年時間累計簽約28個
項目。2019年僅上半年就簽約項目12個，

其中陝西6個、寧夏3個、新疆2個、甘肅1
個。在新疆烏魯木齊和吐魯番，智選假日酒

店的成功簽約標誌著洲際酒店集團的足跡

已覆蓋中國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及特別

行政區。

凱悅酒店集團
推出新品牌Caption by Hyatt
凱悅酒店集團日前宣佈推出全新生活方

式酒店品牌Caption by Hyatt。作為精選服

務酒店品牌的新成員，Caption by Hyatt致
力于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通過打造舒適

且靈活的公共空間，滿足賓客在工作、用餐

及社交上的全方位需求，激發更多意義非凡

的對話和連結。

Caption by Hyatt品牌旗下每間酒店都

將被精心打造成適宜漫談的舒心之地，讓

賓客在一杯咖啡、一餐輕食和一天結束之

際的一杯美酒之間，與新朋友開啟一段新的

友誼之旅。Caption by Hyatt將以獨具匠心

的餐飲體驗為核心特色，釋放融合咖啡廳、

集市與酒吧為一體的活力。基本上Caption 
by Hyatt將專注于從三個角度展現其品牌特

色：

· 充滿吸引力且平易近人的空間。Caption 
by Hyatt酒店將為賓客提供舒適的酒店客

房及靈活的公共區域，賓客可隨心移動

傢俱和擺設，使其成為獨一無二的個人

空間。社交空間經過精心設計並以意想

不到的方式組合，為來自遠方的旅人和

當地居民帶來源源不斷的對話靈感，不

舍離去。

· 「激發對話」的餐飲體驗。Caption by 
Hyatt的餐飲體驗將超越賓客們肉眼能見

的精緻美食，這些富有本地特色的食物

背后還蘊含著當地別具一格的多元文化

和獨特風情，能夠進一步激發人與人的

連結。

· 超出酒店之外的附加服務。無論客人

希望能嘗試新事物或是結識新朋友，

Caption by Hyatt酒店為每一段重要關

係的開始創造合適的條件——全天供

應的飲品及可供分享的小食、隨處隨插

即用的電源插座、可在休息室和小型活

動場所之間靈活切換的多功能場地、一

系列從手工DIY工坊活動，以及從定制

展示秀到當地啤酒品鑒會的豐富主辦活

動。

凱悅全球開發負責人Jim Chu表示：

「Caption by Hyatt品牌將落座于人員密

集的城市市場、新興社區及人流量大的地

區，成為凱悅集團在全球市場的又一增長

動力。我們相信這個全新的品牌已為未來

強勁的增長做好準備，因為它可以根據不

同地區和市場的需求進行靈活調整，並提

供更具可持續性的設計和運營策略。」

Industry Updates New Appointment

黃謹言先生獲任
雅高集團大中華區
銷售分銷副總裁

雅高集團任命黃謹言

（Ken Wong）為大中華

區銷售分銷副總裁。在

其新角色中，黃謹言將

致力于制定戰略方針，

在雅高集團的數字化創

新的基礎上，提升銷售和分銷業績；同時

繼續推動區域團隊的發展壯大，建立和

加強客戶關係，從而持續超越雅高集團

大中華區增長和發展的目標。 
黃謹言在中國以及亞太地區的酒店和

旅遊行業中享有良好聲譽，他擁有超過 
30年的豐富經驗，其中有18年在中國大

陸任職。在加入雅高集團之前，他曾擔任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商務副總裁。此前，他

在洲際酒店集團擔任了七年多的銷售和

營銷高管職位，也曾于萬豪集團大中華

區的多家酒店擔任高級管理職位。

雅高集團大中華區主席兼首席運營

官羅凱睿（Gary Rosen）表示：「憑借

黃謹言在銷售、市場營銷、收入管理、消

費者洞悉和運營方面豐富的經驗和以往

的良好業績，我相信他將通過這個銷售

分銷的新職位，在充滿活力的中國市場

為我們帶來特有的活力和專業知識。」

區銷售分銷副總裁。在

其新角色中，黃謹言將

致力于制定戰略方針，

在雅高集團的數字化創

新的基礎上，提升銷售和分銷業績；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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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有如電影《不第后賦菊》中的「盡帶黃

金甲」。走累了，可以坐在堤壩上吹風，坐

熱了，可以在水裡晃盪，自由自在又輕鬆涼

快。

週末去二壩，不但免費，人與自然景物

相映襯的美感，還會帶來無限的幸福感。

有幾個家庭直接就地紮帳篷露營，小朋友

們開心地放着風箏或者起勁撈魚，寵物

頑皮地在自由奔跑，一群群三五好友笑聲

此起彼落地在體驗騎馬；人與人之間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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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北京市中心僅一小時車程，有一個

地方叫二壩，這個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庫的

上游，被稱為京城小塞外；此處山水相通，

有綠毯般的草地、五顏六色的野花、悠然

自得的大馬、涼爽濕潤的空氣，置身其中，

身心舒暢。

一來到二壩，看着白雲在藍天上，迎面

而來的都是新鮮的空氣，遠望則盡是蒼翠

群山連成一片，再加上碧草連天、野花遍

地、鳥傲藍天、駿馬疾馳，心情頓時特好。

尤其是，二壩是河灘，也是個典型的沙石

地，地域地形平坦開闊，滿佈綠草如茵，

水塘連片，水草豐盛，走在裡面像是在濕

地探索，不知不覺會令人想到《敕勒歌》的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最好的是，格桑花、熏衣草、波斯菊、

馬鞭草等競相綻放，帶着歡聲笑語穿梭于

草叢中，拍照一定是美美噠。在水庫二壩

西側、七孔橋東側，還有一片一眼望不到

邊的十三陵千畝花海，一大片金黃色的花

樂，大大提升了美景的價值。

可惜的是，現場很多禁止抓螃蟹和釣魚

的告示，都沒人理會，清澈的水也因為草

地上不時被遺留的馬糞，而產生東一片西

一片的混濁；遊客也沒有隨手帶走垃圾的

習慣，什麼都往地上丟，遠看很美，近看

嘆息，想要真正發展成一個旅遊勝地，恐

怕還得加強力度管理監控，畢竟可持續發

展，才是真正的王道。

■張廣文＝撰文．攝影

綠毯、花海與人 讓人心曠神怡的二壩

功能多又乾淨舒適的日本廁所，總讓人

在日本旅行時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一般常

見的免治馬桶讓你冬天不用貼上冷冰冰的

馬桶座又能擦得乾淨溜溜之外，「音姬」

的功能更是貼心到極點。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非常注重禮貌的

國家，日本女性很在意隔壁或外面的人聽

到自己如廁的聲音，覺得既尷尬又失禮，為

了掩蓋女生上廁所時所發出的聲音，馬桶

會自動發出流水聲或音樂，稱為「音姬」。

音姬應屬日本廁所裡最特別的裝置，只要

按下按鈕，或近距離揮手感應，即會發出

25秒左右流水聲以遮掩如廁聲。有的日本

女性還會攜帶隨身型的「音姬」，以防有

些廁所沒有發聲裝置。

日本衛浴業者TOTO曾經做過一項調

查，在「音姬」普及之前，日本女性平均每

上一次廁所要衝2.5次水，以遮蓋自己的如

廁聲。「音姬」除了能避免尷尬狀況發生，

也可以為企業節省大筆的開銷，因此現在

也成為日本許多女廁內的標準配備。

日本人創意無限，為滿足不少男生也希

望男廁有類似裝置的期待，推特上還有許

多日本網友自行改造了男版音姬，名為「音

將軍」，希望不久后就能夠看到這項產品

上市。

拜「音姬」所賜 女士們在日本上廁所不再尷尬
■劉霈芯＝撰文．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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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
丰富出行礼遇 

 座椅升级：为了给商旅客人提供更好 

的出行体验，美联航先后推出了针对提 

升睡眠质量的美联航Polaris商务舱和豪 

华经济舱，提供更多座椅空间以及享受 

升级的餐饮，免费酒精饮料，知名护肤 

品牌Sunday Riley的洗漱产品及萨克斯第 

五大道精品百货的优质床品。目前这两 

款产品已经登陆北京-旧金山，上海-纽 

约/纽瓦克（10月28日升级为全新改造后 

的777-300机型），香港-旧金山及香

港-纽约/纽瓦克航线。*具体航线机型以

实际情况为准。

 出行前：荣膺2019Skytrax世界航空

大奖评选“全球最佳商务舱休息室”大

奖的Polaris贵宾休息室，目前在纽约、

旧金山、休斯顿、芝加哥及洛杉矶国际

机场都已营业，为商旅客人提供从地面 

到空中的专贵旅游体验。比如提供多个

豪华淋浴间、配备萨克斯第五大道床品

和寝具的私密休息室、当地特色美食美

酒、熨烫洗衣服务等。

 在空中：100%无线网络覆盖所有主

航线飞机，提供个人娱乐系统（内含超

过50部以上中文电影）

 抵达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美联航

还提供Private Suite服务，该机场拥有美

国首个高端专属航站楼，针对高端商旅

客人提供私人安检、休息、登机等一系

列尊享服务。同时，在各大国际机场设

有美联航特色招牌服务(SignatureService)

，提供各种语言的中转接送服务，以方

便国际乘客出行。为了使转接客人的出

行更无忧，美联航近期推出一项新的科

技技术—ConnectionSaver，这项技术

将会自动识别需要转机乘客的出行航

班，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迟关闭机舱

门时间以确保其准时抵达目的地。目前

该技术已应用在美联航七大枢纽机场（

丹佛，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纽瓦克，

华盛顿，休斯顿和旧金山机场），并将

于年底前陆续覆盖所有美国境内所有 

机场。

 备受赞誉的会员忠诚计划：美联

航“前程万里会员计划”已连续15年被

评为最受欢迎的常旅客会员忠诚计划，

向美联航及其他星空联盟旗下航司会员

提供更多出行礼遇。 

 积分计划更多选择：美联航日前

刚宣布，常旅客计划的奖励里程将永久

有效，可用于兑换机票、酒店、畅享各

类特色体验。并针对中国消费者，与许

多中国品牌/电商进行跨界合作，比如京

东、当当网、迪卡侬等，通过网上消费

赚取更多里程，以丰富积分的使用多样

性，提供更多选择。

城市 目的地 航班号 班次 出发时间 抵达时间 机型

北京 旧金山 UA889 每日  1725  1355 777

 纽瓦克/纽约 UA88 每日  1700  1850 777

 华盛顿 UA808 每日  1825  1945 787

 芝加哥 UA850 每日  1215  1215 777

上海 旧金山 UA890 每日  0015  2010(-1) 787
  UA858 每日  1330  0930 787

 纽瓦克/纽约 UA87 每日  1630  1900 777

 芝加哥 UA836 每日  1700  1725 777

 洛杉矶 UA190 每日  2025  1640 787

成都 旧金山 UA8 每周1/3/5  1120  0755 787

香港 纽瓦克/纽约 UA180 每日  1010  1325 777

 旧金山 UA862 每日  1220  0840 777
  UA878 每日  2230  1850 777

美联航目前网络覆盖多达57多个国家的

270多条国际航线，同时境内也可轻松转

接至280多个目的地。美联航于1986年进

入中国市场，每周运营超过87次航班往

返中美之间，其数量为其他航司之最。

具备强大网络优势，带
领中国旅客遨游国际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成立于1926年，其服务宗旨是“连接人人，联合世界”。美联航一直致力于提升旅客体验，
通过一系列产品及服务的创新与改进，以实现“每一天，用心服务每一位旅客的每一次飞行”的承诺。

美联航深耕中国市场，持续升级产品和服务

美联航一直以来秉承以客为本的发展战略，致力于成为商旅客人出行
的首选。在保证安全、关心乘客、值得信赖和高效运营的准则下，持
续为乘客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

深耕中国市场，致力本
土化发展

为了更好的服务中国消费者，美联航一

直不断完善服务标准，例如：于2015年

开通微信公众号以及网上支付宝支付功

能；并在航班上配备中文空乘、中式菜

品以及中文娱乐系统；同时加深与国航

的合作，扩大彼此航班代码共享，覆盖

中美航空市场以外22条航线，可在彼此

航班上累计获兑换里程，以及使用彼此

贵宾休息室。美联航也是第一家推出从

中国内陆城市（非一线城市）到美国的

直飞服务（2014年6月成都开设直飞旧

金山航线）。针对中美航线，今年十月

将新增香港-旧金山的每日航班（增至每

日两班），为商旅客人提供更多出行选

择。

ADVERTORIAL

* 香港第二班每日直飞旧金山航线将于10月27日开通。具体航班时刻及机型以预订系统显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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