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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2年國家旅遊局批准上海成為中

國首個郵輪旅遊發展實驗區之后，上海近

期又成功獲批首個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

範區。日前在上海寶山召開的2019亞太郵

輪大會（Seatrade Asia Pacific）上，上海市

委書記李強為中國首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

區揭牌。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2019亞太郵輪大

會上發言指出，上海正在加快建設國際經

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中心，大

力發展郵輪經濟、建設國際一流郵輪母港

是上海建設國際航運中心和世界知名旅

遊城市的重要內容。上海在首個「中國郵

輪旅遊發展實驗區」基礎上創建首個「中

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區」，打造郵輪經濟

高品質發展的全國樣板，為各地提供可複

製可推廣的經驗，在中國郵輪旅遊發展方

面起到更好的示範作用。

中國和上海郵輪市場發展潛力巨大，他

也強調歡迎世界各大郵輪公司在上海加大

投資、拓展業務、佈局產業，同中國企業開

展全方位合作交流，為做大做強上海郵輪

經濟發揮積極作用。上海也將進一步優化

營商環境，完善相關政策制度，助推郵輪

Destination-Singapore
無懼經貿環境巨大挑戰

新加坡旅遊勢頭仍然力道十足

企業在滬實現更好更快發展。

中國郵輪經濟向高品質轉變

在中國郵輪經濟進入由「高速度增長」

向「高品質、高品位發展」轉變的關鍵時

期，這些都進一步展示了上海作為中國郵

輪經濟引領者的地位與作為。

近年來，國家和上海相繼頒佈實施了一

系列支持郵輪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在

2019 Seatrade亞太郵輪大會上所發佈的郵

輪景氣指數走勢亦顯示中國郵輪經濟正

進入政策紅利的釋放期，預計2020年中國

和亞洲的郵輪經濟景氣指數將開始呈現

出上揚趨勢。

郵輪景氣指數顯示，2019年中國郵輪經

濟景氣指數為102.23、亞洲郵輪經濟景氣

指數為102.09，與往年相比呈下降趨勢。

資料亦顯示，自2017年末開始，中國郵輪

市場增速放緩，2018年首次出現負增長。

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員史健勇表示，該指數傳遞和透析了重要

的產業資訊，從短期來看，亞洲和中國郵

輪經濟受余波影響，仍處于戰略調整期。

其原因在于，郵輪公司調整期的影響尚未

完全消除，這是產業長期發展中的正常波

動。但從長期發展看，由于中國郵輪經濟

全產業鏈的要素集聚，郵輪旅遊消費理念

與郵輪文化的健康發展，從量變到質變的

轉型發展推動郵輪邁向轉型優化期。

中國自2006年母港郵輪市場起步以來，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郵輪旅客運輸量年均

增長超過40%，已成長為全球第二大郵輪

客源市場。

隨着中國中高收入群體比例擴大、人們

對高品質旅行方式需求增強，未來亞太

郵輪市場依然具備較大的增長空間，預

計2025和2035年潛在需求將分別達到680

萬、2850萬人次。

此外，在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區正式

揭牌的同時，《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區

總體方案》和《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範區

三年行動計劃》也在亞太郵輪大會上對外

發佈。

《總體方案》從郵輪旅遊、郵輪消費、郵

輪市場、郵輪運營、郵輪產業等方面對示

範區發展趨勢一一進行研判；《三年行動

計劃》則明確提出“1246”行動計劃，聚

焦郵輪經濟高品質發展，打造郵輪經濟高

品質發展的全國樣板，推動郵輪旅遊成為

受更大人群歡迎的休閒方式。

攜程揭幕新英文名稱“Trip.com Group” 

Forum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
聚焦旅遊休閒新方略

10月14日，第八屆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在

澳門開幕。一連兩日的活動，以「旅遊休

閒新方略·構建美好生活圈」為主題。與

會代表圍繞智慧城市到智慧旅遊目的地、

科技為旅遊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

戰、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建設與多元旅遊等

議題進行討論。

與此同時，首屆「世界旅遊投融資大

會」也在澳門舉行，此活動為「第八屆世

界旅遊經濟論壇」的一全新重要環節，聚

焦全球多邊體系下的旅遊投資與合作，啟

發參會者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的旅遊市場發掘新機遇。(詳文請見P.2)

Hotel
酒店進入商品化新時代

酒店業正大幅變化。過去，酒店銷售的

主要是客房裡的床位。但在商品化新時

代，酒店業者掌握的洞察力和銷售技法已

使其不僅可向客人推銷床位，更可為每位

旅客提供整套、能滿足其獨特需求的酒店

體驗。這使比如交通、餐飲、遊覽和活動、

會議場地等一系列產品和服務都有了銷

售機會。最重要的是，此種戰略轉型將有

助于酒店在提高客戶滿意度的同時，帶來

更多收益。(詳文請見P.18)

Special Report
旅遊投資可為經濟發展
帶來壯觀乘積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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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霈芯＝採訪報道

10月29日，攜程集團在20周年慶典暨全球合作伙伴峰會上揭幕集團新英文名稱

“Trip.com Group Limited.”。同時，該集團正式公佈攜程下一程的「G2戰略」。

■TTG China＝編譯報道

根據全球房地產咨詢公司仲量聯行的

研究報告指出，預計2019年亞太地區酒店

交易額將同比增長25%至30%，超過110
億美元。

仲量聯行酒店及酒店集團首席執行官

邁克•巴切洛（Mike Batchelor）表示：

「儘管經濟環境審慎，政治阻力更大，但

在旅遊業需求旺盛、利率和債券收益率下

降的情況下，使得亞太地區的酒店仍具有

誘人的收益率。今年，私募股權公司、開發

商和國內客戶推動了大量需求。這讓我們

相信，2019年將是過去10年交易量第三高

的一年。迄今為止，只有2017年和2015年
超過了110億美元的門檻。」

據仲量聯行稱，今年前9個月，亞太地區

酒店投資額已達78億美元。得益于日本及

其一系列大型活動，例如2019年橄欖球世

界盃、2020年東京奧運會和2025年世博

會，迄今為止，日本的交易額已接近30億
美元。

這些旅遊業驅動因素將推動對住宿資產

的需求，投資者也希望利用這一波需求。

Batchelor補充道：「日本是亞太地區表現

最好的市場，預計今年的交易額將達到創

紀錄的40億美元。」

隨著海外和國內投資者在亞太地區尋找

更高收益率的機會，酒店業將繼續大放異

彩。仲量聯行相信，這一投資勢頭將繼續

推動該地區酒店交易量，直到2020年。

仲量聯行：2019亞太酒店投資逾1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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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遊經濟論壇聚焦旅遊休閒新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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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文＝澳門採訪報道．攝影

10月14日，第八屆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在

澳門開幕。一連兩日的活動，以「旅遊休閒

新方略·構建美好生活圈」為主題。與會代

表圍繞智慧城市到智慧旅遊目的地、科技

為旅遊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粵

港澳大灣區綜合建設與多元旅遊等議題進

行討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

主席、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大會主席何厚鏵

表示，澳門以「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

的獨特戰略定位，在中阿建交47周年、中巴

建交45周年之際，透過舉辦此次論壇，以江

蘇省作為主賓省，與阿根廷和巴西深化共

建「一帶一路」的規劃對接，進一步推動中

拉旅遊經濟交流合作。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認為，旅遊

發展不只注重數字增長及經濟效益，亦關

乎創建健康生活和為社會帶來福祉。他建

議明年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可以挖掘鄉村旅

遊、生態旅遊，支援創造新工作機會的旅

遊新興目的地，讓更多人想交換體驗，也使

目的地瞭解如何更有競爭力、更易達，更促

進旅遊強勁發展。

隨着中國遊客從觀光邁向度假、從追求

美麗風景到美好生活，旅遊對國民經濟和

社會就業的綜合貢獻率都超過了10%，旅

遊民營投資達六成。為加速旅遊產業發

展，中華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徐樂江提

出三點倡議：

(1)擴大開放合作、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市

場戰略對接與共同發展。

(2)打造文明便捷環境與優質個性化體

驗，借由基礎設施升級、環境體驗與新技術

引入，促使產品內涵多元和服務品質提升。

(3)共用發展經濟，促進合作共贏。尤其

透過經驗分享，瞭解行業規劃、項目開發、

政策引導、搭建平臺等，發揮1+1的效果。

與此同時，首屆「世界旅遊投融資大會」

也在澳門舉行，此活動為「第八屆世界旅

遊經濟論壇」的一全新重要環節，聚焦全

球多邊體系下的旅遊投資與合作，啟發參

會者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旅

遊市場發掘新機遇。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Zurab 
Pololikashvili指出，此次大會由專題演

講、小組討論、對接洽談、投資項目分享等

組成，並從三大分向進行探索，包括：全球

旅遊投資的潛力與機會、中國旅遊投資潛

力和「一帶一路」合作機會，以及旅遊項目

估值與投融資策略。澳門是一個激發創意

和新想法的地方，非常值得投資者關注。而

隨着全球旅遊業的投資不斷增長，眾多目

的地都在完善基礎設施，致力挖掘更多地

道體驗，對投資者來說，現在是很令人振奮

的時機點。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副主席兼秘書長何

超瓊認為，旅遊對產生工作機會、財富累

積、經濟發展都是有效的途徑，可以帶動

眾多行業發展，提高人們對不同目的地的

興趣。中國正在塑造全球旅遊大海，針對

中國旅遊的投資迅猛增長，中國企業也積

極透過併購、採購、簽約合作等方式，進一

步促進旅遊投資和發展。

她進一步說道，澳門希望成為一個提供

平臺的資本貢獻者。近日，澳門證券交易所

方案呈報中央，希望能夠打造成人民幣離

岸市場的「納斯達克」，聚焦新興經濟領

域。因此，未來什麼時候、應該投資哪裡？

答案就是要今天開始投資澳門。

全聯旅遊業商會會長、世界旅遊經濟論

壇副主席王平表示，今年中國公民出境旅

遊人次預計將達1.7億人次，國內遊客預計

突破60億人次，為世界經濟做出了貢獻。光

是今年國慶七天，就接待了七億多人。可惜

的是，現在大量旅遊硬體基礎設施和軟體

教育、人才培訓都跟不上，急需改善。基于

此，她呼籲全球幫助中國，大量投資旅遊。

另一方面，國際上針對旅遊的投資同樣

仍然不夠。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購買力和消

費能力，也有4.5億中產階級，這些人現在

都想去沒人去過的地方，全球各地是否準

備好了，是否有投資？是否針對本機服務

品質進行提升、針對購物加強體驗、研究

中國旅遊習慣和喜好？

此外，旅遊可以解決就業、貧窮，應該受

到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重視，旅遊產業投資

發展的重要性也應該為人所知，一旦旅遊

發展到位，就業就有保證，任何一個旅遊熱

點，像是球賽，都可能拯救一個地方。以澳

門來說，應該建立大量投融資戰略平臺，做

主導工作，聯手WTO、WTC組織一起，擔任

助手，一起聚焦國外與國內投資機會，推進

跨邊界、跨領域合作，促使旅遊能長期對接

經濟貿易，帶動各行各業之間的產業連動。

Luxury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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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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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

國際豪華旅遊博覽會（ILTM China）日前于

上海開展，本屆展會聚焦數字化營銷快速

變化如何影響中國奢華消費市場、助力促

進中國豪華遊市場的發展。

中國為全球最大消費者支出市場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投資學教授

Jeffrey Towson先生在ILTM開幕演講中

表示，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同

時還是全球最大的消費者支出市場，但也

是目前全球最複雜且多元的消費市場。過

去五年，中國消費者在奢侈品的消費增長

達50%，不僅如此，未來中國消費者在奢

侈品上的支出預計將加速增長，在未來5年

內，中國奢侈品支出增長將達65-75%。其

中，年輕消費者、女性和二三線城市的富人

是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而來自瑞士銀行一份新報告展示了中國

消費者經濟每週增加的財富總量，一個有

趣的數字顯示，中國一周新增2個億萬富

翁，那些已經處于上層社會的人發現他們

的財富不斷升值，以至于中國的百萬富翁

現在已經超過150萬人。

另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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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化營銷
如何影響中國奢華市場？

隨着中國的超級富豪變得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富有，對奢侈品以及高端旅遊產品的

消費意味什麼？

Jeffrey Towson先生進一步表示，首先，

合作伙伴品牌在面對中國戰略的方式上發

生了變化。從數字環境來看，中國消費者

比其他地區至少領先兩年。他們的規模和

使用數字行為的頻繁，使他們不同于任何

其他消費群體，他們正在改變豪華旅遊業

和世界，為企業創造機遇和挑戰。所以如

果要理解這一點，必須瞭解中國消費者是

一個相互關聯的網路，消費者就是中國的

互聯網，而主要意見領袖（KOL）對該網路

產生了影響，他們在網路中傳播的速度比

你所說的網路要快。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奢侈品品牌的營

銷開始受到影響，大多數仍在考慮該怎麼

做。包括Prada和Gucci最初都拒絕在智慧

手機上銷售，因為很難以這種方式複製奢

華體驗，但在過去的一年裡，可以看到這些

品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KOL合作，並開

設專門的時尚和電子商務網站。

他同時指出，「新零售」是真正的線上線

下合併(Online-Merge-Offline，OMO)，並正

在改變消費者的體驗。線上和實體資產的

結合創造了一個無縫的、資料驅動的消費

者體驗。基于數字化的使用者操作，可以

看到數字工具和零售用例的爆炸式增長，

比如，阿裡巴巴開始將實體零售和線上零

售結合起來，包括盒馬鮮生、快閃數字化商

店、無人商店和無現金交易便利店等場景

應用，甚至應用到酒店和百貨商場。

消費者作為使用者參與生成資料提供商

家改進產品和服務的來源，並不斷滾動生

成更多的用戶和參與，不僅如此，正在快速

被應用的人工智能技術也增強現實場景互

動增加了方便性，減少了摩擦、快速交付、

跨渠道整合等。

然而，他也強調，「口碑」驅動着線下和

線上的行為。根據麥肯錫調研，中國消費

者44%的時間花在社交媒體網站上。其中

33%用于微信和微博等社交應用。點對點

評論、與Kol的交互以及使用者生成的內容

非常強大。

目前，奢侈品電子商務處于社交和內容

驅動的發現階段，數字化意味著增加定制

和品質改進的空間。奢侈品牌的營銷作為

前沿為整個豪華市場領域提供有效的解決

辦法，使他們能夠在未來的中國戰略中邁

出重要的一步。同時借由奢侈品牌打造生

活營銷場景應用，也提供關于中國數字化

發展、中國消費者行為和奢華體驗的資訊

和說明。

根據ILTM主辦方資料顯示，在去年舉辦

的首屆ILTM China展會上，特邀買家對澳

洲、東南亞、北歐和北美等目的地的需求

較大。今年展會和去年相比，來自全球的

豪華旅遊供應商參展同比增長約10%。

「世界旅遊投融資大會」同步登場

數字化營銷影響中國豪華旅遊消費市場

Hotel New Appointment

陳覺威先生
任九龍海逸君綽酒店總經理

九龍海逸君綽酒店宣

布委任陳覺威先生為酒

店總經理。從事酒店業

超過30年、經驗豐富的

陳先生將管理超過900
間客房及套房、5所餐

廳、1個宴會廳及多個會議場地，及其日常

營運 及財政運作。  
陳覺威先生對經營酒店充滿熱誠，他

于香港麗晶酒店（更名為香港洲際酒店）

開始他第一份工作。在加盟九龍海逸君

綽酒店之前，陳先生由2009年起出任姊

妹酒店–九龍酒店的酒店總經理。  
在公眾事業方面，陳先生曾于2012年

至2016年間擔任香港酒店協會主席。

201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陳先

生為香港旅游發展局成員，任期至2020 
年。另外，自2015年起他亦是職業訓練局

理事會成員之一。  

布委任陳覺威先生為酒

店總經理。從事酒店業

超過

陳先生將管理超過

間客房及套房、

廳、1個宴會廳及多個會議場地，及其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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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乐 ， 您 的 首 选 展 会 酒 店
在华乐，您的会议和活动的成功就是我们的目标。无论是商务会议或社
交宴会，我们的设施先进、多功能且完善，可满足各种场合的需要，是
举办会议，活动和特殊场合的理想场所。在华乐，殷勤周到的服务是我
们的宗旨。不管您是招开30人的私人会议还是款待400人的宴会，我们都

致力于创造令您宾客难忘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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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美元的機場、投資10億美元的港口，而私

營部門的投資項目更是高達400多個。旅遊

可以創造高于6%的GDP，因此，阿根廷還

將聚焦于使國際和國內航班的連接性提高

50%。

除了水療、運動、度假村，阿根廷很重視

自然環境的投資，並聚焦于打造地道體驗，

因此計劃將當地國家公園和保護區的數量

翻倍。接下來，阿根廷將聚焦于亞洲市場，

尤其針對中國市場打造開放的投資環境。

去年中國遊客數量增長20%，未來還將讓

遊客更方便抵達，像是簡化70%簽證申請

流程、加強兩國連接的品質，同時致力于

宣傳美食和大型活動。阿根廷也將強調當

地對外來投資者的歡迎，準備發展長期的

友好關係。同時，也將和周邊國家聯手，打

造更大規模的區域旅遊，透過合力的概念，

爭取更多遊客到訪，以及更為長的停留時

間。

巴西—重視人才發展

及投資運動、冒險旅遊

巴西旅遊部招商總協調官盧卡斯·弗薩

(Lucas Fiuza)則指出，巴西在旅遊方面的

政策，重視人才的發展，旅遊雖然會提供

與創造工作機會，但是政府起到領導的作

用。目前巴西政府聚焦于提升當地自然公

園、基礎設施、度假村、交通、主題公園，

以及機場、海港、航空線路等旅遊項目的

可持續發展。現在旅遊行業在巴西創造了

三萬多個工作機會，不但極具發展潛力，而

且取得人們的尊敬，帶來真實的財富。

巴西的旅遊投資還重視運動、生態保

護、冒險旅遊，尤其是提供遊客另一全新

選擇的項目，像是使用到國家公園的資源

及各種體力活動，如徒步叢林、森林等，近

期還為亞洲旅客，特別是中國遊客，打造衝

浪體驗。由于中國遊客要搭乘較久的航班

到訪，一般前來時都想在行程中融入多個

體驗，中國遊客不是來觀看一場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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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投資可為經濟發展
帶來壯觀乘積效應

在全球經濟復蘇依然乏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全

球旅遊業投資卻保持快速增長，推動著全球化的進程。未來全球旅遊

投資是否還具有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在旅遊行業科技創新和新業態發

展中，有著哪些投資機會？投資機構對旅遊項目投資的意愿，有著哪些

新的特點和趨勢？

旅
遊領域需要投資資金，以減低貧

窮、共享繁榮。世界銀行集團國際

金融公司首席投資官法比亞納·費爾德

(Fabiana Feld)認為，目的地要針對投資

者，精心打造自己的故事，並強調旅遊是

一個和平的產業，以爭取投資及問題的解

決。

他指出，現在世界面對很多政治、經濟、

架構等重要問題，像是中美貿易戰、英國

脫歐、經濟發展速度放緩、低/負利率降低

投資意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爭執、伊朗

和沙特的矛盾、匯率的變動、美國即將面

對選舉，甚至歐洲大陸與西班牙和意大利

都有問題要解決、所有人都受到天氣變化

的衝擊。很多政府也亟須解決財富分布不

平均、政府內部不透明等問題。

旅遊有助解決
當今國際政經的難題

但恰巧很多這些問題都是旅遊可以解

決的，旅遊對于社會經濟有巨大的乘積

效應。旅遊能夠吸引資金，凸顯出吸引人

的優勢，幫助眾多產業，包括航空、酒店、

博彩、農業、食品、文化遺產等，影響經濟

方方面面。同時，給予中小企業和服務業

機會，也是外匯創造來源，更扮演了交稅

者的角色，是國家的收入創造者，還提供

眾多工作機會。

投資者往往對機場、港口、高速公路、鐵

路、通訊、電力特別有興趣。基礎設施的打

造，不只提供遊客便利，也幫助當地居民，

而且更多的是幫助窮人，因為公車、火車、

汽車、水電是當地人每天都會需要使用。

一旦基礎設施完善、金融模式建立、當地

人準備好接待旅客，目的地就能吸引旅客

了。而現在旅遊業所追求的綠色、生態、可

持續發展，亦可幫助天氣變化找到解決方

案。

另一方面，新的科技不斷出爐，像是人工

智能、語音辨識、網絡、臉部辨識等發展，

對于各種難題都找到了解決方案。接下

來，旅遊產業應該積極擁抱科技，關注科

技的變化，透過科技增加競爭力，找到更

好提供服務的方法，帶來更令人期待的未

來。同時，借由科技讓員工更有生產力，以

及在工作時更有效率、更有智慧。

費爾德認為，其實，科技不會讓人失去

工作，體力工作的消失不代表失業，反而更

凸顯出良好教育的重要性，也使得旅遊產

業之間的情感交流更為重要，進一步激起

客戶的動機。

人們出遊時，不會只是像機器一樣，對

當地漠不關心，大部分的人都想要和當地

人互動，了解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宗

教、教育、家庭與快樂原因等，甚至有些

人更會想知道當地人面對什麼困難。這也

就是凸顯出旅遊產業中的人情，這是機器

所無法取代的，也是讓旅遊工作有趣和具

挑戰的原因。

費爾德指出，中國遊客尤其對世界好奇，

想要學習，因此國家與國家之間應該聯手

合作，拋棄競爭的想法，唯有熟悉彼此的

困境，才能更有意願解決問題。而需要幫

助的目的地，應該也要學會發聲，知道如何

銷售自己的吸引力，尤其是針對擁有4.5億

人口的中國市場。

多邊體系下的旅遊合作空間
及投資潛力

基于全球多邊體系下的旅遊合作，推動

世界各國服務貿易的可持續增長，也為旅

遊投資帶來巨大的潛力。在當前世界經濟

發展格局下，政府部門與專業機構應為旅

遊項目的開發和投資創造更大的合作空

間，提供更多新的機遇。

阿根廷旅遊國務協調及旅遊投資秘

書長塞巴斯蒂安·斯洛巴恩 (Sebastián 
Slobayen)表示，從官方角度看旅遊投融

資，一個國家的旅遊投資政策非常重要，

制定政策要考慮社會因素，要想到脫貧、

社會發展，並和大環境進行連接。旅遊是

阿根廷經濟第四大驅動力，和出口領域一

樣不可忽視，政府需要重視其發展，因為可

以改變很多人的命運。

阿根廷—
重視自然環境投資，打造地道體驗

他指出，阿根廷身為一個大國，現在正

在抓緊旅遊的機會，每年接待800萬位遊

客，是南美接待最多遊客的地方，目前正在

大力投資旅遊產業，光是政府扶持開發的

基礎設施項目就多達80個，包括投資20億

而已，喜歡的是一站式的全套運動康養產

品。

未來巴西將重視綜合效應，挖掘自己資

源，了解自己吸引力為何，進而了解本身希

望在哪些地區吸引投資者，加強安全與政

府支持力度，並歡迎更多外資企業到訪。

馬來西亞—
打造高自由度政策，吸引外資投資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醫療、教育和酒店

部處長曼吉特·考爾(Manjit Kaur)認為，

馬來西亞作為一個成熟的旅遊目的地，正

在積極打造高自由度的政策，以吸引外資

直接投資當地旅遊項目，包括酒店、醫院、

教育機構、高樓大廈等，都需要更多投資

投入。了解外資企業想要擁有並建造自己

的項目，馬來西亞允許外資擁有100%所有

權，並讓外資企業聘請外籍人士來管理這

些項目，而且針對比較偏遠的地區，提供優

渥的稅制獎勵。

具體旅遊行業投資的獎勵措施，包括針

對四至五星級酒店、主題樂園、大學、醫

院、圖書館等的十年激勵稅制政策，以及

針對科技、管理領域的外籍人士工作機會，

還有器具設備的進口優惠，以及可以商討

的銀行貸款和土地價格。馬來西亞在面對

外來投資者簽訂合同時，積極追求雙贏局

面，並以打造自由的投資環境為目標。

現在中國遊客已經是馬來西亞醫療旅遊

第三大客源市場，高性價比、13間具國際水

平的私人醫療機構，加上16間國際醫院，

深受歡迎。未來醫療旅遊將是馬來西亞針

對中國宣傳的重點所在。

投資具攜回性產品的國家地區

瑞士銀行投資銀行部執行董事高思雯

補充到，2018年全年全球旅遊總人次達14

億人次，到2030年預計將成長至18億人次。

隨着旅遊越來越容易、社交媒體的普及、

年輕一代積極想要提升自己的生活方式、

收入持續增長、安全受到重視，旅遊必將

是穩定發展。就每次出境旅遊平均花費而

言，去年中國遊客已經超越美國遊客30%。

雖然中國遊客數量只占到全球遊客數量的

7%，出境旅遊花費卻占到整體10%。現在

去英國、法國等地的商店，都可以看到會說

中文的員工。2018年中國人出境遊花費高

達2,770億美元，出境遊客花費有超過60%

發生在旅途中。對于旅遊業內企業和貿易

公司來說，旅遊展現蓬勃的商機，旅遊不

僅促進產業消費、跨界式消費，還有乘積

效應，帶動各行各業，甚至有助基礎設施和

農業發展，在中國市場尤其明顯。

在看投融資與消費之際，除了要看旅遊

產業，也要看整體消費，要知道遊客在全球

易達性不斷提高的當下，會想把很多外國

品牌和產品帶回家，因此，可以投資那些擁

有具攜回性產品的國家和地區。像是馬來

西亞的醫療旅遊，受到中國遊客歡迎，未

來私人醫療機構也就充滿商機。又如，阿

根廷、巴西都在運動休閒產品上極具優勢，

也有很多案例可以分享，適合中國學習。

世界銀行集團

國際金融公司

首席投資官

法比亞納·費爾德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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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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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估值與投融資策略
至關重要！
對旅遊項目進行評估，以及對投資目標

企業進行專業合理的估值，這對融資方

和投資方均至關重要。針對輕資產旅遊項

目和重資產旅遊項目、傳統的旅遊服務企

業和高科技的旅遊企業、成熟型企業和初

創型企業，投資機構通常會採用不同的估

值方法，以及有不同的投資邏輯和策略。

項目方應該秉持什麼樣的融資策略，才

更有利于項目或公司發展？如想要學習與

借鑒旅遊項目投融資和項目併購，不妨參

考投資基金、旅遊投資集團和財務顧問公

司的專業經驗和投資案例分享。

看好結合輕重資產的投資組合

中鴻資本管理合伙人江華表示，市場

上現在認為比較重要的是重資產投資，因

為比較保險，投資之后可以擁有長期現金

流，如基礎設施、酒店、景區這些都是。不

過現在輕資產投資也很流行，對應消費旅

遊，包括高科技、互連網、科技改革等，只

要盈虧平衡，都能吸引人，這種投資前期

在大量投入看不出規模，但是后期有強勁

發力，不需要持續投資，估值甚至可以上看

十億，特別大。

現今投資機會處于比較散的狀態，要套

利結構性的機會，像是景區投資，雖然專

業的估值會不同，但只要是中國A股上市

景區、其資產可以跨地區、多個企業組合而

成的資產，產，產 往往更好上好上好 三成；這種類型的景

區，特定風險也會降低。而追求細分賽道

的玩家，可以投資高增長的項目，像是傳統

目的地的健康、康養產品，或是由文化驅

動的遊客消費項目。目的地的主題可以帶

來強勁的勢頭，雖然現階段可能估價評高，

但未來看好，屬常規溢價。

江華強調，一個景區，如果有固定200-

300萬客流，但消費水平低，接下來，具體

策略可以是一個結合重資產和輕資產的資

產組合項目，以創造很大的價值。重資產

一次性投入，有巨大引流效應，促使每個人個人個

多消費，收入可入可入 大增。而輕資產像是影視文

化IP，P，P 在購物中心推出體驗消費產品，可移

動、可複製，促進消費。

康體休閒服務產品具發展潛力

p Capital Partners執行執行執 合伙

人、Global Leisure Partners董事長及

首席執行官馬克·哈姆斯(Mark Harms)
指出，要投資可以先參考旅遊休閒案例，

旅遊投資前也可以看看國際趨勢。現在有

潛力的市場，在于美國、歐洲、南美，度假

村、博彩項目等值得值得值 考慮，而東歐的娛樂產

品、美國的康健項目、台灣的服務產品也都

有發展潛力。私人企業要重視資金架構，

尤其是在巴哈馬、中南美、亞洲等地區。

未來的投資重點除了綜合度假村，哈姆

斯指出，健康/康健/健身設施和活動像是

水療中心、健康度假村、健康中心、康體體

驗、驗、驗 目的地鐵人三項比賽與斯巴達勇士賽、

24小時奧運贊助等，代表着2.2兆美元的規

模。而河流旅遊、探險旅遊等冒險旅遊也

逐漸抬頭。現在千禧一代更是以體驗型的

旅遊為主流。

另外，今年九月沙烏地阿拉伯啟動了旅

遊簽證，投資產業金額達5億元，商機無

限。同時，盧旺達共和國也在復甦，旅遊＋

的概念越來越普及，促使旅遊與科技的融

合、旅遊搭配體育，人工智能讓旅遊更無

縫，也讓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有更多合作

機會機會機 。會。會

他表示，雖然旅客需求不斷變化，旅遊

發展多樣化，但能讓遊客停留的更好融合

性產品，不管是體驗型、健身、賽事活動還

是體育比賽，都是投資資本的入口處。

步調快、政府穩定支持很重要

投資哪裡？要看ROI、看現金流。且旅

遊發展的項目，政府有支持嗎？政府有想

促進嗎？有沒有簡化的入口？現在是一個

步調快速的時代，所以如果投資需要多年

才有用，這個這個這 投資也就不用考慮了。

另一方面，房地產是經濟很好的注射

劑，低成本加上高稅額，但企業在投資前

一定要理智，要看清現實，要看看錢投下

去到底有沒有收入才行。再者，穩定性也

很重要，規則條例不要天天改變，政府換

領導政策就改變，或是政治變化會影響旅

中鴻資本管管理

合伙人江華華 （
攝
于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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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馬馬克·哈姆斯（
攝
于G

TE
F

）

好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結合輕重資產的結合輕重資產

政府穩定支持很政府穩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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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端酒店“顶流”维也纳酒店公司，
即将强势登陆第八届HFE加盟展
不久前,锦江国际集团在上海宣布已

提前完成10000家酒店、100万间
客房目标，布局世界120个国家，跻身“
全球第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拥抱酒店行业，作为锦江国际集团大家
庭的一员，维也纳酒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也纳”）也以日新月异的变化
紧追行业大势。

2019上半年旅游住宿业品牌发展报告
指出，2017年以来，中国中产数量已居
于世界前列并仍在高速增长，中高端酒
店增长强劲，中档酒店环比增长率67%
，越来越成为投资小、回报快、合作模
式灵活的资产标的。

维也纳作为中端酒店市场的佼佼者，
一直作为业内先锋势力，领衔中档酒
店业态增长。据悉，截至2019年9月30
日，维也纳酒店在营、在建及签约门店
总量突破3000家，覆盖全国502座大中
小城市，成为首个规模超过3000家店的
中端酒店品牌。

2019年11月26日-28日，酒店业盛会
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酒店投资与特
许经营展览会（HFE加盟展）即将登陆
上海，维也纳蓄势待发，将再一次凭借
其投资产品高回报、高入住率、高收益

率的特征引领中端酒店加盟浪潮。

 以创造客户价值为中心，维也纳为加
盟商提供高回报、高入住率、高收益率
的产品，为加盟商从酒店选址、装修、
培训、运营管理等提供一系列扶持政
策，让每一位加盟商能快速回收成本。
例如，加盟了8家门店的杨总看中维也纳
良好的投资回报率与公司完善的扶持与
管理体系；加盟了19家门店的余总认为
维也纳团队给力，真正做到了为业主省
时、省心、省力，又省钱，还有业主表
示：“维也纳口碑非常好，很多新项目
都是老投资人介绍新投资人进入。”

第八届HFE加盟展即将再度起航，维
也纳主力原创品牌维也纳国际酒店、维
也纳酒店、维也纳3好酒店将在展会上
举行品牌升级发布会，展示全新入住空
间、发布更优的单房造价。同时，维也
纳的战略合作品牌、来自法国卢浮酒店
集团的郁锦香、康铂、凯里亚德品牌也
将在本次展会与广大投资人见面。

郁锦香品牌是一个于1962年诞生于荷
兰的中高端全服务酒店品牌，将“Play 
time. Any time | 随时趣感受”的品牌宗
旨完美融入从客房到会议室、从白天到
夜晚的每个场景，致力于为客人打造无
法取代的妙趣体验，使其从繁重沉闷的
工作中解脱出来，真正成为掌控全场的
玩家。

康铂品牌是一个于1976年诞生于法国
的法式轻奢酒店品牌，具有浓浓的法式
风情。每一间康铂酒店的大堂，都是一
个集办公、社交、轻居功能于一体、充
满法式生活元素的精致空间。每一个驻
足在康铂的宾客，哪怕只是短短一刻，
都能感受到“Stay with Us | 留恋•每一
刻”的品牌精髓。

凯里亚德是卢浮旗下最具个性和竞争
力的现代酒店，其品牌主张是“活在当
下，尽享此刻 | Seize the Moment!”。
这一品牌概念源于大航海时代，宣扬独
立、个性、永不言弃的生活态度，与时
下年轻群体爱冒险、喜爱探索的价值观
不谋而合。

来自丽笙酒店集团的丽亭、丽柏、丽
怡也会在此次展会强势登场，这将是三
大品牌在国内展会的首秀。同时，新创
品牌“欧暇·地中海”也将在展会中首
次亮相。

大牌云集，盛况空前，这一次，维也
纳又将交出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呢？让我
们拭目以待！

历届HFE加盟展
维也纳酒店签约成绩单

HFE加盟展  签约数量  排名

	 第一届	 	 50

	 第二届	 	 112

	 第三届	 	 166

	 第四届	 	 319

	 第五届	 	 549

	 第六届	 	 607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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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旅遊業投資額年均增速超

過40%，到2020年，中國旅遊市場總規模

有望達到67億人次，旅遊投資總額2萬億

元人民幣，旅遊業總收入達到7萬億元。

巨大的市場需求，無疑將也帶來巨大的

投資機會，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

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旅遊資源和發展潛力，

進一步促使中國企業把投資的手伸向海

外。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兼常務副總經理吳強表示，投資的策略，

必須跟隨潛力。以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

公司為例，以往在海外以輕資產為主，近年

來，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逐步加快推進

海外佈局。海上絲綢之路一線，中旅投在

南亞、東南亞地區，以海島度假產品為主要

投資標的，一是與國內其他企業共同合作

投資基礎建設，二是注重佈局線上和線下

旅行社。在路上絲綢之路一線，中旅投看

好西安、新疆至中亞和西亞沿線的旅遊潛

力，比如今年上半年，新疆所有核心景區的

訪客增長量都在50%以上，人一多，當地自

然、人文、景區商機都可以注意。

要知道，產業必須要走出去，旅遊投資

要跟着遊客走。因此，考慮找項目時，要看

什麼受到遊客青睞。現在走出去是基本策

略，因此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和路上絲綢之

路佈局，都是不錯的選擇。

要找到好的合作項目及伙伴

蘇寧環球集團總裁吳兆蘭指出，近年蘇

寧也加大投入旅遊行業，而旅遊並非單一

的產業，而是與體育、文化等不同產業均有

廣泛關聯，因此，選擇旅遊投資項目的標

準，要看是否與投資機構有好的項目合作。

要搶市場份額，必須找到適當的合作伙

伴，同時，積極參與合作平臺，接下來才能

推動上市，或是針對旅遊項目進行洽談。

少數民族旅遊是發展潛力股

中國民族貿易促進會會長藍軍強調，市

場上需要推動中國少數民族的旅遊和文化

產業的發展。中國多個少數民族，占人口

8.49%，也就是1.13億人次，而且居住在幅

員遼闊之處，居住地占2/3的國土面積。對

很多人來說，少數民族代表的是貧窮與落

后，但現在隨着旅遊的發展，很多地方發生

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仍存在一定差

距。這些欠發達的地區，基礎設施欠投入，

展現出很多全新投資機會。因此他期待中

國旅遊投資，能夠抓緊獨特地理優勢，開

發稀缺和不為人知的旅遊資源，打造差異

性，深挖旅遊產業未來的潛力。

再者，中國56個少數民族，文化、歷史、

婚喪嫁娶、食衣住行育樂各自不同，都是IP

植入的好選擇。另外，智能旅遊的導入，也

將幫助少數民族旅遊，中國民族貿易促進

會即將與騰訊簽約，希望未來能推出一部

手機走進30民族自治洲的產品。整體來看，

中國少數民族旅遊是發展潛力股，資源、文

化、產品、新技術導入等優勢值得關注。

其實，成立33年的中國民族貿易促進

會，旗下大型企業眾多，隨着一帶一路成

為熱詞，促進會也積極的想將中華文化推

出去。加上近期文化和旅遊合併，中國企業

要走出去。而且國內的旅遊投資者在制定

投資計劃時，除了掌握好投資標準、投資

預算，也將履行企業責任納入考慮，承擔起

中華民族文化對外傳播的責任。

藍軍認為，中國的民族文化、神話故事

並不遜色于迪士尼的卡通故事，像是三海

經等，很多外國卡通也借鑒中國傳說，像

是寶蓮燈、功夫熊貓等。中國企業應該整

合實力，沿着「一帶一路」傳播，從文化和

旅遊層面促進民心相通，用外國人習慣的

語言和喜歡的方式推廣中國五千年文明歷

史，促使外國遊客對中華文化產生濃厚興

趣，讓文化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使資源

變資本。

聚焦交通、大目的地、輕資產

途睿資本管理合伙人鄒風認為，以前隨

便投資都能賺錢，賺錢機率高達八九成，

現在重點在文化旅遊，大多都賺不了錢。想

賺錢，必須聚焦三大方向。

■ 第一是旅遊交通，尤其是景點和目的

地之間的連接，像是巴士、索道、電瓶

車，以及目的地的交通，像是除了高鐵

之外的其他交通工具，如船、車、索道、

郵輪等。當城市目的地內部的樞紐運力

提升，投資者雖然已經沒有系統性的機

會可以爭取，但是還是有結構性的機會

可以把握，投資旅遊交通可着重在解決

「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 第二則是大目的地的景區和周邊景點，

也是投資者可以下手之處。堅持寧缺毋

濫原則，投資者應該收購、併購、投資、

管理這些地方最好的景點，整合周邊小

景點，形成產業多元、內容充實的豐富產

業鏈，進行對整體行業的投入。同時，也

要增加體驗型產品，刺激人均消費增長

以及多次消費。現在景區已經供過于求，

5A和4A景區都要轉型升級，但凡人多的

景區，都具發展性。像是今年三亞呀諾

達景區準備上IPO，而景區投資不只包括

餐飲。另一方面，老年人是所有景區應該

關注的客群，未來十年，如何滿足這些

旅遊人群的需求，將是一個新的課題。

■第三還有內容與活動類的輕資產項目，

投資者應考慮未來的消費結構和趨勢，增

加體驗類項目，延長遊客停留時間。現在

遊客不滿足于單看，他們要玩、要體驗。除

了境內投資，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遊客出

境人次達1.7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

也值得投資者注意。

鄒風建議，海外投資佈局可沿着中國遊

客出境遊的足跡與興趣探路，首先重點關

注南歐，特別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此外，也可關注歐洲的中小型航空公司。

再者，是注意中國人最集中的目的地，也就

是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泰國、馬來西亞、越

南，其次才是菲律賓和柬埔寨。另外，南美

也值得追蹤，儘管路途遙遠，但彙聚了好

吃、好玩的元素，企業可以考慮投資南美

的交通特別是航空公司，因為當地交通仍

處于不方便的狀態。關注目的地的同時，也

要注意當地景區、交通的發展，遊船、高級

郵輪、鐵路、航空都是可以入手的領域。

「一帶一路」創造新的海外旅遊合作機會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遊，這樣一路上的投資都會很辛苦。另外，

基礎設施有沒有在改善，非常重要，一個項

目要成功，周邊其他配套也都得要發展。

投資企業要對市場規模非常理解，不要很

浪漫的放大了自己對市場的期待。同時，不

要想全包，一個項目要有目標、有針對性，

才會成功，想要什麼人都接待，就表示沒有

定位。

簡單說，投資前要看到政府真正有在做

事情，有支持，在當地投資具有效性，而且

綜合發展不錯，才能考慮。如此，項目在當

地進行投資，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

看好未來的馬克·哈姆斯(Mark  Harms)

強調，強勢的科技可以結合一切。截取科

技的優勢，可促進目的地的發展。要記得創

新，凡事都可以更好，旅遊也可以更無縫。

中國仍存在結構性投資機會

中景信旅遊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常

務副總經理張樹民認為，中國目的地旅遊

投資仍處于機遇期。火的地方就是熱土，

賺錢的地方就是沃土，快樂的賺錢處就是

樂土。在現今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時代，旅

遊業正處于上升期，投資等于機遇，各級政

府全力促進旅遊發展，但是文化挖掘和運

用不夠，和地方結合的緊密程度下滑，企業

家的素質有待提升，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

式待研究。一個朝陽幸福的產業，應該可

以愉快的賺錢。旅遊市場很大，機會無限

多，惟投資有風險，事前要謀劃。

他表示，中國不錯的旅遊投資項目，如

烏鎮、古北水鎮等，不但投資角度契合中國

旅遊產業的發展，產品也是邁向度假加上

觀光的形式。以古北水鎮為例，門票＋古城

＋司馬台長城，不但結合市場大趨勢，還滿

足度假需求。同時，烏鎮也積極發展會展，

期望成為大會、展覽活動首選目的地。而烏

鎮能親水，而且不斷創新，如果純古鎮遊

就是觀光產品，分成東柵景區的傳統觀光

和西柵景區的純度假，搭配世界前三的文

化戲劇節，每年更可吸引眾多遊客。

兩個案例都影響了當地社會，提升經濟

收益。要注意的是，投資節奏不能過于依

賴土地，要向世界各地借鑒。整體來看，

系統性的機會過去了，但是結構性的機會

仍多。重要的是項目目標要不斷創新，把

握發展趨勢，做好服務，項目可持續，也

就成功了。旅遊投資不同于地產，沒有回

籠、下一個項目，要為未來作儲備，對項目

業態要求高。

目標吸引國際專業機構
與長期資金

TOBB經濟與科技大學教授阿里·阿爾

普(Ali Alp)補充道，如果一個目的地無法

讓投資者長期投資，投資客就會不夠。酒

店需要長期投資，旅遊產業更需要國際資

金，企業必須看到政府夠透明、夠有誠意，

才會有所動作。如果企業可以購買土地、建

設酒店、購買項目的股份，還有專業審計的

需求，以及有效的資產負債表可以審視，企

業就會投資。

此外，政府方面的法律規範，執行與推

廣力度要大，會計上也要制定統一標準，讓

投資客感覺可靠，旅遊公司的財務報表更

要公諸于世。任何目的地都應該以企業願

意長期進駐與投入資金為目標，歐洲市場

非常成熟，有專業評價與評估方法，中國

城市可以學習。同時，發展中國家的政府

要牽頭，對投資客樹立信心，帶動市場化

決策與發展。

從成功案例來看，外來投資者難，實質

投入不容易，但是如果透過中小型企業，會

比較容易。專業的公司，有上市，財務狀況

良好，可以吸引國際投資者在新股發行時

買股份，借此帶入資金。一定要和擁有很好

信譽的國際企業合作，尤其是國際品牌，

雖然國際合作不容易，但是旅遊地產綜合

體往往需要合作，帶入更多國際大型具實

力的專業機構，投資才更有發展。簡單說，

要吸引投資，必須要有標準化的國際評估

機制，做好功課，才能吸引資金進駐。

中景信旅遊投資

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常務副總經理

張樹民
（
攝
于G

TE
F

）

TOBB經濟

與科技大學教授

阿里·阿爾普 
（
攝
于G

TE
F

）

投資企業要對市場規模非常理解，不要很浪漫的放大了自己對市場的期待。

同時，不要想全包，一個項目要有目標、有針對性，才會成功，想要什麼人都接

待，就表示沒有定位。

中國仍存在結構性投資機會結構性投資

國際專業機構
與長期資金

國際專業機構

2019-11-04.indd   6 2019/11/10   9:31:55 PM



07-08 TTG 19Nov gatefold.indd   1 11/11/2019   上午11:37



提升樞紐機場綜合競爭力可助力地區經濟發展，英國駐華使館和英國國際貿易部先進製造交通行業副

總監麥思安(Andrewewe Fraser Masseyeye )y)y 表示，競爭力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創收，但沒有一個以利潤為

中心的發展模式，也就比較不會採用新的方式來提升效率。這也這也這 是中國機場邁向有著全球容量、全球能力

機場之際，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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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提升機場綜合競爭力
本質正是創收！

要
變得更加有競爭力，是全世界所有

機場，不管機場樞紐、支線機場還是

主流機場的目標。不過，麥思安指出，提升

競爭力的方式在英國，和在中國是不一樣

的，中英兩國之間在機場運營也是不同的。

英國大多數的機場都私營化了，由股東所

持有，而不是由政府所持有，因此，機場本

身是由創收所推動，要為自己的股東創造

利潤。

而中國機場大多數由政府掌控，無論是

市級政府、省級政府還是國家政府，都掌

控着機場的所有權。機場在中國如此的發

展形勢，是因為要促進機場的連通性，中

國發展最專注的是中轉銜接的能力，而不

是創收能力。不過，中國機場的效率比較

低，這是因為沒有一個以利潤為中心的發

展模式，也就比較不會採用新的方式來提

升效率。

競爭力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創

收，是促進運營高效。要解決機場的整個

生命線，要從設計開始、從施工開始，一

直到運營，從頭到尾都可以提升機場競爭

力。只站在原地就等于落后、倒退。

麥思安指出，英國是世界第三大民航市

場，第二是中國，第一是美國。中國會不會不會 會

成為第一大，2022年就知道。英國為什麼

有這麼強的民航系統？是因為擁有全球最

密的航空網，以及有及有及 一有一有 些非常繁忙的機場，

比如希思羅機場，其輸送量達8,000到9,000

萬，但只有兩個跑道，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高

效的兩個機場跑道。蓋特威克機場只有一

個跑道，卻處理接近每年5年5年 千萬的輸送量，

是全世界最高效的單跑道機場。英國還擁

有一些世界頂尖的民航公司在英國值飛、

運營，促進民航業的不斷發展。

但英國民航業發展，過去50年有着指數

型的飛快增長，這也這也這 是英國面臨的挑戰。上

一次英國建立一個商用的跑道、促進民航

發展的時候，是1946年，也就是7是7是 3年之前。

雖然如此，英國還是世是世是 界第三大民航市場，

所以在民航發展方面英國是非常專業的。

提升營業額的關鍵在非航收入

如何實現提升機場綜合競爭力？麥思安

表示，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的方式，航司、機

場運營商、機場業主可以低成本提升營業

額，但是機場收入來源比較少，因此很難

做到。一方面是機場的起飛、降落費用和

收益是固定的，是無法改變的，所以要提

升的是非航創航創航 收或是非航營收。

非航收入方面，首先要看如何降成本，要

從整個生命週期來提升機場的營收能力。

思考一下一下一 錢都花到哪去。也就是說一開始

在建設或修改目前機場基礎設施時，然后

在運營的過程當中，以及在事先計劃、設

計，計，計 到施工工程，到后期運營，這些都是成

本來源，這幾個幾個幾 區域都可以降成本。

在節約方面，香港國際機場中場衛星

廳、廳、廳 航站樓，有綠色特徵，有低耗能照明系

統，以及高效能玻璃面板、太陽能板，促進

航站樓綠色程度。這些本質都是降成本的

一種方式。水、電、能源，是每天都要自己

掏腰包花費的。如果這些資源的使用能夠

減少，就可以省錢，比如導入導入導 冷卻系統、循

環水高效利用、海水沖廁等。再從機場中場

擴展到航站樓時，每天就會省一大筆錢，整

個機場的生命週期就會省一大筆可觀的資

金。

英國除了在當地有主營的機場，也參與

全球排名前60的國際大型機場的設計，英

國的供應鏈實際上將效率、降成本、提升

收益這種概念輻射到了全世界。很多技術

都可以通過英國的承辦方和工程方提供。

其他技術應用，像是裝配和搭載系統，在

施工工程時，可以通過搭載這些技術提升

效率、降低成本。

改造，對中國來說更有意義。以蓋特威

克機場為例，其節能綠色項目引進了愛歐

易地的照明系統，以及循環水系統、空調系

統、廢紙的循環利用等。整個循環週期當

中5年的時間節能了20%，這意味着，一個

大量消費資源的機場節省了很多的資源。

做好非航收入要聚焦餐飲、免稅區

1.完善零售區的設計：另一方面，麥思

安表示，要做好非航收入，首先應該

要聚焦餐飲和免稅區。設計非常重要，有

好的設計才有好的運營。設計機場裡的零

售區，讓更多的人願意在裡面稍微閒逛，讓

人感覺更加的安定、舒適，也就會更加願

意消費，增加機場的非航收入。同時，可以

通過設計師將機場免稅區整個商業零售區

進行全新的設計，讓客人在等待的時候有

機會產生更多的消費。重新設計免稅區就

有機會可以增加20%的銷售收入，也能完

全改變公司和商企在企在企 機場裡展示營銷的方

式，進一步刺激了銷售。

2.增加候機室座位：另外，候機室若增

加更多的座位，讓客人客人客 從值機通過安

檢到候機區時，可滿足了找到地方坐下來

的需求，因為看到很多座位，心理就會安

定，就不需要一直占位置，反而可以去逛一

逛，因為回來也還有座位，這樣會讓客人

放心、安心的去購物。

3.減少安檢時間：此外，每減少一分鐘

在安檢裡的時間花費，就意味着可產

生更多讓客戶和消費者在空側區、候機廳

的購物區不斷地遊覽的時間，因此，要儘

量減少安檢的時間，為非航收入增加更多

的機會機會機 。安檢節約時間的方式包括：自助值

機、自助行李等。

4.創造差異化收入：差異化的收入更

是一個增加收入的好方法。其他非

航收入還有像是斯坦斯特德機場的停車

費用；在英國，泊車是最大的非航收入。另

外，機場有非常多的土地資源、空間資源。

沒有人希望在航跡，也就是飛行的軌跡下

面居住。這也就意味着，機場旁邊有非常

多的閒置土地，這些地方可以做工業區，也

可以做商業區。而且機且機且 場如果是樞是樞是 紐機紐機紐 場，

還可以把周邊的經濟也都帶動起來。

以鄭州機場為例，其非常注重貨運，也

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在中國有些

時候很多人多人多 並不是那麼清晰。如果知道自

己的收入具體是從哪些閒置土地上可上可上 以得

到，那就有了一個很清晰的目標與計劃，

知道樞紐具體有哪些已有的優勢。在機場

附近要做航空的樞紐，如果只是因為有空

間，而不是知道為什麼，到頭來會發現什

麼都做不了。

要具體的想清楚閒置土地上面具有什麼

樣已有的優勢，通過這些優勢的結合可以

創造出更多的優勢。如機場的周邊做汽車

工業園，這可能不一定是好主意，因為汽車

和航空不盡然相關。像英國中部米德蘭地

區緊緊圍繞着曼徹斯特機場，附近還有它

所提供的曼徹斯特大學這樣的平臺以及學

術資源，結合出來便可以創造更好的航空

經濟。

引進國際專業知識與經驗

麥思安表示，接下來的幾年，中國將會有

超過1,000個區域的機場建設、擴大、改造

中，英國企業都可以為中國企業帶來專業

知識和專業技術，尤其是機場運營所涉及

到的服務、務、務 GTC地面交通的設計、計、計 跑道的建

設等。英國企業也能讓中國的機場更加高

效運營，變成一個有着全球容量容量容 、全球能力

的機場。因此希望將英國的專家、技術和業

務引到中國，目前英國國際貿易部在中國

國內航空方面，並與民航局、CCAA、設計

院、航司、機場等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在英國有超過300家公司，專門是做航

空和機場相關的服務，有兩個組織和協會

為其負責，也就是英國航空集團與英國機

場服務及設備服務協會。所有英國的機場

現在由這兩個協會所監管，他們現在有超

過300家全球機場行業相關的設備企業和

服務提供者，全面覆蓋了機場需求，活躍

于150個國家，而且它且它且 非常支持4個支柱：智

慧、綠色、出行、行、行 安全。中英攜手合作可以讓以讓以

機場變得更加節約成本、更加綠色與高效，

為客戶帶來更多的價值，與更好的產品。

希思羅機場的輸送量達8,000到

9,000萬，但只有兩個跑道，可以說是

全世界最高效的兩個機場跑道。

旅客因為看到候機室有很多座位，

心理就會安定，就不需要一直占位置，

反而願意去逛一逛，安心的去購物。

■張廣文＝採訪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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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資料：瞭解航空旅客行為的關鍵

Location Data

■鐘韻＝編譯報道

為在當今世界保持競爭力，航空公司必

須接受和適應不斷演進的市場，並在數

字化的未來上投資。航空公司正開始瞭解

到資料分析和位置智慧對其保持領先地

位並博取競爭優勢的價值。投資這些科

技能讓航空公司優化物流安排，為客戶創

造更好、更無縫的體驗，從而提升客戶忠

誠度，減少客戶的流失，最終獲得更高的

市場份額。

利用地理空間、時間和飛行資料的獨特

組合組合組 ，合，合 航空公司可以清楚瞭解乘客的行為、

旅遊模式和航司偏好。這些資料可識別競

爭對手的市場份額，並為以下問題提供解

答：消費者總飛行費用當中，我占多少份

額？我在那些方面市場份額不足不足不 ？足？足 為什麼？

明確顯示投資和增長機遇的問題日益細

化，而資料能為其提供解答。例如：不固定

搭特定航空的旅客，哪些機場最多？競爭

對手在哪些市場上表現優異？人們最常在

哪些城市之間來往？

航空公司與酒店的疊加分析

航空公司、酒店和租車公司非常適于將

位置資料運用于彼此之間的贊助與營銷合

作。若能瞭解旅客與哪些品牌已有互動，結

成哪些合作伙伴關係有助航空公司提高客

戶忠誠度的明確指標就會出現。

基于位置資料識別酒店客人、航空旅

客與租車用戶的做法當前已頗為成熟。過

去，航空公司對于位置資料的運用僅止于

在機場某總體區域中檢測出特定移動設

備，並對該設備進行相對簡單的觀察。如

今，科技已發展到能讓航空公司識別出移

動設備具體位于哪一架特定的飛機或者航

站樓。

Skyhook資料團隊針對幾家航空公司常

旅客所最常入住的豪華酒店，進行了對應

關係的分析。結果顯示，與其他旅行者相

比，達美航空的商務旅客在工作日入住英

迪格酒店的可能性較其他旅客高兩倍，但

西南航空的商務旅客較喜入住康萊德酒

店。美國航空的休閒旅客週末最偏好坎布

里亞酒店，瑞吉酒店則較受美國聯合航空

的休閒旅客所青睞。航空公司可以根據客

戶的豪華酒店品牌偏好來制定合作計劃。

與擁有相同忠誠客戶群的酒店建立合作關

係，可以讓兩家公司更好地聯手服務客戶。

此原則也可拿來識別客人在旅遊過程中

傾向于光顧哪些餐廳。比如，某商務常旅

客每當途經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都會在

Legal Sea Foods餐廳用餐。航空公司可在該

顧客每次上網預訂機票時，當即提供該餐

廳的折扣券。對于有共同客戶的品牌來說，

聚焦于彼此間的合作關係，能讓航空公司

把客制化服務從務從務 線上一路延伸到線下。下。下

新航線進入成熟市場時
產生的影響

位置資料可以用于識別市場份額的變

化。當某航空公司新進入既有航線市場時，時，時

它對競爭者所造成的影響是可以衡量的。

瞭解同航線上不同航空公司客座率的變

化，便可看出市場份額的變化，以及各航空

公司客戶忠誠度發生的變化。

比如，2019年3月，西南航空開通了從加

州奧克蘭和聖約瑟往返夏威夷的航線。此

前，夏威夷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是執飛該

航線的兩大航空公司。

在西南航空加入奧克蘭到火奴魯魯航

線市場之前，夏威夷航空占的市場份額為

68%，阿拉斯加航空則占32%。在3月中旬

加入市場之后的幾個月裡，西南航空的乘

客份額上升到了55%，而夏威夷航空降到

了29%，阿拉斯加航空滑到16%。西南航空

開通奧克蘭及聖約瑟航線，顯然全面打擊

到了夏威夷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

手持市場份額變化的精確百分比，航空

公司未來的營銷支出和焦點移轉便能有合

理背書，因為有了顯示客戶流失根源的具

體資料，航空公司便能設立贏回客戶的明

晰目標。位置資料描繪出的大局，能讓航

司瞭解忠誠度和收入變化的可能因素。

此層資訊能說明航空公司在競爭者投入

市場時，可向特定航線上流失的客源進行

直效營銷。並為贏回客戶進行營銷活動時，時，時

監測實際效果。

位置資訊的價值，如何發揮？

位置智慧是提供無縫端到端旅行體驗

和改進航空公司營銷舉措的關鍵。航空公

司必須投資、應用資料分析和定位科技，

以便在未來充滿挑戰的未來創造符合客戶

需求的體驗。擬定結合位置資料資訊的綜

合戰略，可助力航空公司贏回旅客，最終提

升市場份額。

GRAND

GO

曼谷爱侣湾君悦酒店
泰国10330曼谷，雷齐丹瑞路494号

grandhyatterawanbangkok.com

奢华的活动场所，热情周到的服务，曼谷爱侣湾
君悦酒店为您打造无与伦比的活动体验。#LivingGrand

查询详情, 请致电曼谷爱侣湾君悦酒店+66 2254 1234，
或发送电邮至events.bangh@hya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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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科技開始影響酒店業，

智能化的趨勢不可避免，從聊

天機器人到人工智能；從語音助

手、機器人禮賓，到智能酒店設

施；甚至有全盤實現智能化的酒

店。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副總裁商勇認為，智能服務屬于

前瞻領域的決策，更注重長期收

益回報，ROI不僅是考核變現能

力如此單一而已，考慮的維度會

更加豐富和多維。

NOVEMBER 2019 • TTG CHINA 10ViewpoiNT

智能服務屬前瞻決策
投資更重長期收益

Q.現在有沒有哪些酒店智能服務，如同網站一般，對生意不見得有

什麼具體幫助，但是一定必須要擁有？為

什麼？

商
：可能要讓您失望，但是我個人對

這個問題的觀點是：沒有。這樣

回答有兩方面的理由。第一，我對于今天

「智能酒店」話題中「智能服務」的理解

不是簡單的智能預定、電子入住、指紋鎖

或者APP管理這些已經被業內所熟悉的事

物，不然這個話題就略過寬泛，也略缺少

前瞻性。我所理解的「智能服務」在某種

程度上是更具前瞻性、更具高科技含量的

創想實踐。

例如，我們和百度DuerOS平臺攜手在世

界建築奇跡世茂深坑酒店（上海佘山世茂

洲際酒店）打造的336間智能客房，全部配

備了「小度在家」智能管家。此外，我們旗

下多家酒店都有推行機器人送餐，當客人下

單之后會由智能型機器人送餐至客房，提

供更私密的服務。類似這種級別的智能服

務絕對不會是「對生意不見得有什麼具體

幫助，但是一定要擁有」的決策，因為目前

整體行業在智能酒店領域還遠沒有發展到

這樣的成熟度，我們在智能服務上的探索

是領先于全行業的。

第二，如果「對生意沒有什麼幫助」是指

智能服務的投入無法立刻產出回報，那麼

作為業內卓越的酒店資產管理者，我們的

觀點是收益回報需要看短期和長期。對于

智能服務這樣顯然屬于前瞻領域的決策，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總裁商勇

■張廣文＝採訪報道

我們更注重長期收益回報，目光短淺者絕

不會有魄力和能力參與前瞻領域的探索，

他們只會等市場成熟之后才介入。

但是世茂酒店及度假村不同，我們對于

市場長遠的發展趨勢始終有着異常敏銳

的嗅覺和極其準確的把握，世茂深坑酒店

打造智能客房的決策不僅讓我們成為了業

內智能酒店的藍本，搶佔了長期的市場先

機，同時獲得了高入住率和用戶體驗的良

好回報。

Q.上述智能服務，從前瞻性看屬必要的投資，應該從哪些方面看成

效？要不要談ROI？

商
：必須。這個答案是由世茂酒店及

度假村的角色根本決定的，我們是

酒店資產管理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用專

業的經驗洞察，做出正確的管理決策，從

而達成投資和回報的優化，不斷實現輕重

資產的價值提升。

對于智能酒店這樣前瞻領域的戰略

決策，我們其實更加注重ROI，只是這

個ROI不僅是考核變現能力如此單一而

已，我們考慮的維度會更加豐富和多維，

至少會包括以下幾個大方面：

1.是否能夠強勢地搶佔未來市場的發

展趨勢，保持我們在行業內的領先地

位； 

2.是否能夠有效地達成輕資產價值的

提升； 

3.是否有利于節省人力成本、時間成

本，從而提升效率。

Q.如何評估智能服務潛在的成本與效益？

商
：對我們來說，智能服務最大的效

益在于：智能酒店是未來市場發

展的必然趨勢。從這點來看，我們必須去

搶佔它，因為我們不是這個市場中的跟隨

者，我們是領導者，我們的資產價值一定

程度上是由我們在市場中的地位來決定

的。我們必須要強勢地保持住我們現在的

位置，那麼我們就要去搶佔先機，甚至是

創造先機。

因此，智能服務是一個戰略性的決策，

是我們必須要投入去做的。在企業戰略性

的決策上，從來不是看投入多少錢、回報多

少錢來估算的，不是這樣的衡量標準。因

為當你失去一個領先地位時，無論之后再

花多少錢可能都無法趕超。

Q.用戶體驗、需求和智能服務的應用場景，該如何真正落地連接？

商
：人是一切的核心。酒店行業無論

如何發展，其本質還是人的生意，

智能服務的核心也是服務于人。所以，使

用者體驗、需求、和智能服務的應用場景

的連結點，還是回歸到人身上。

酒店智能化道路上最大的誤區就是把出

發點放在酒店的需求上，例如追求用智能

取代人工從而降低成本、用智能實現管理

便捷，一旦問題的思考方向反了，那麼答案

肯定是錯的。必須先從「人」尋找答案，其

他的都是找到正解之后的紅利。

以我們世茂深坑酒店的智能客房為例，

我們之所以把客房作為連結點，就是因為

智能家居是很多人渴望體驗的，但是可能

家裡沒有辦法實現全部，但是我們的酒店

就可以提供完整的智能客房體驗。光想到

這個，是否就會讓您很興奮？很想感受？

對，我們在設計智能服務落地連結點的時

候，就是這樣出發的，只有這樣思考才有意

義。

Q.智能服務在酒店業創新和突破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商
：就國內智能酒店發展進程來看，

我們是絕對領先的，首個實現酒店

全客房覆蓋人工智能，另外我們旗下的多

家酒店都實現了機器人送餐。具體來說，

在上海佘山茂禦臻品之選酒店、上海世茂

皇家艾美酒店和武漢世茂希爾頓酒店都

可以享受到機器人送餐的服務。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 世茂深坑酒店336

間客房都具備AI能力，讓賓客能夠用小度

助手獲取生活娛樂、資訊查詢、客房控制、

酒店服務等，享受AI帶來的樂趣。小度智

能客房可以控制酒店內約20款智能家居設

備，主要包括臥室、衛生間、陽臺的16盞檯

燈、空調、窗簾、窗紗等。小度智能客房目

商勇先生現任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副總裁，全面負責世茂集團旗下世茂酒店及度

假村國際品牌酒店的運營管理工作。商勇先生

投身酒店行業已超過26年，專注于酒店項目的

整體運營管理，在合同談判、經營策略、收益

管理、市場營銷、團隊建設、政府關係維護和

客戶滿意度管理等方面均有豐富經驗。

商勇先生先后于萬豪、洲際、香格里拉、萬

達等國內外知名酒店集團擔任要職。在加入世

茂集團之前，商勇先生任職洲際酒店集團中國

西區成都區域總經理。多元而精專的職業經

歷，鑄就了商勇先生國際視野與本土洞察相容

並蓄的卓越管理風格。

（
提
供
·
上
海
世
茂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收益回報需要看短期和長期。對于智能服務這樣顯然屬于前瞻領域的決策，

我們更注重長期收益回報，目光短淺者絕不會有魄力和能力參與前瞻領域的探

索，他們只會等市場成熟之后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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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供7種智能場景體驗，所謂的智能場

景是通過不同設備之間的聯動共同滿足某

一場景的需求，包括「起床模式」、「睡眠

模式」、「沐浴模式」、「工作模式」等，這

也是酒店場景中與旅客息息相關的幾個典

型場景。

其實就全球而言，我們的機器人送餐、

智能客房也是國際領先的AI實踐。目前就

我們所知，幾個比較知名的海外酒店在人

工智能的運用主要也只是電子入住、指紋

解鎖免房卡、或者專屬掌上型電腦的私人

管家服務等。

Q.智能服務的導入，是否應該階段性推進？

商
：在我個人看來，能夠達到讓人驚

豔程度的智能服務其實還在初級

階段，智能服務有着非常廣闊的發展空

間，所以現在討論是否要階段性來推進，

為時尚早。我更推崇的觀點是更大力地投

入加速智能服務的發展。

Q.智能服務導入之前后，應該分別做哪些功課？分別注意哪些事

情？

商
：還是相同的答案，以人為本。可以

從兩個角度來說，第一個是前面已

經表達的，真正體察客人需求的智能服務

才有意義。

說一個小故事，世茂深坑酒店所有的「小

度在家」和市場版本都有一個很大的不

同，我們把攝像頭去掉了，因為考慮客人的

隱私。這個小細節就可以反映應該注重的

事情。

第二個是和背后運營有關的，就是智能

服務取代人工服務的威脅，特別是對于我

國這樣的勞動力人口情況來說。這也是企

業在運用人工智能時要充分考慮的，不能

單純地以取代和節約成本為目的，智能服

務應當是酒店傳統人力服務的有機補充和

效能提升。例如在世茂深坑酒店，我們的

客房清潔員工也使用小度來關窗簾關燈，節

約了她們打掃客房的時間成本。

Q.目前酒店智能服務是否能形成規模效應？

商
：答案是肯定的。世茂酒店及度假

村已經在多家酒店實施了機器人送

餐，也實現了單體酒店全部覆蓋人工智能

客房。這些智能服務不僅是我們未來建新

酒店的參考標準，也是全酒店行業未來設

計酒店的示範藍本。

另外，合作伙伴的發展資料也可以證明

智能服務能夠形成規模效應，2018年底百

度的智能酒店解決方案就已落地10家酒

店及地產集團，佈局5,000余間小度智能客

房。

Q.對未來中國市場智能服務的發展建議？

商
：我個人認為可以讓更多建築、藝

術和其他領域的專家參與智能服務

的開發之中，因為智能服務不是僅僅將現

在人工在做的事換成機器來做，而是提供

更為創意、驚豔和享受的差異化體驗。

智能服務是一個戰略性的決策，

是我們必須要投入去做的。在企業戰

略性的決策上，從來不是看投入多少

錢、回報多少錢來估算的，不是這樣的

衡量標準。因為當你失去一個領先地

位時，無論之后再花多少錢可能都無

法趕超。

酒店智能化道路上最大的誤區就是把出發點放在酒店的需求上，例如追求

用智能取代人工從而降低成本、用智能實現管理便捷，一旦問題的思考方向反

了，那麼答案肯定是錯的。必須先從「人」尋找答案，其他的都是找到正解之后的

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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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經貿環境巨大挑戰

新加坡旅遊勢頭仍然力道十足
國際經貿局勢與前景存

在不小的不確定性，觀光旅

遊業自然受到一定的衝擊，

而新加坡善用在地資源、專

業酒店服務、細分航空產

品、持續的旅遊投資等，今年

上半年仍創造中國遊客成長

5%的佳績，值得探究。

■鐘韻＝採訪報道

世
界經濟增長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愈

演愈烈、中國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

加大的背景下，中國遊客旅遊預算緊縮，

成了部分境外目的地的遠慮。不過目前來

看，中國熱門出境遊目的地乃至新興目的

地仍都火爆。據文化和旅遊部《2019年國

慶假期文化和旅遊市場情況》報告顯示，

今年國慶假期期間，7天合計出境遊突破

700萬人次；在斯洛伐克、克羅埃西亞、馬

爾他等小眾目的地旅遊產品線上預訂量同

比增幅超兩位數的同時，日本、泰國、新加

坡等傳統目的地也依舊火爆。

據新加坡政府統計資料顯示，2018年，

中國市場高居新加坡入境遊客源市場榜

首，平均消費也超越所有其他國際遊客。

2019年1到6月，新加坡共接待了中國遊客

1,812,000人次，同比上升5%。中國市場持

續擴張，新加坡業者感受得到。比如，對于

烏節路上的老牌酒店新加坡文華大酒店，

中國近幾年一直居其客源市場前三名，而

對2014年開業的新加坡萬花拉酒店 (One 

Farrer Hotel)，中國客人也在過去五年穩定

增長了15%。

在收入水平提高、更多友好簽證政策出

臺使得持護照的中國公民不斷增長、周遊

世界更加便利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市場潛

力還將持續擴大；從酒店角度，業者也充

分認識到要在迅速增長的市場中獲取份

額、加強競爭力的重要性。

新加坡君華酒店集

團(Meritus Hotels & 
Resorts)銷售與營銷部

助理副總裁Catherine 
Foo指出，為提高客戶滿

意度並為客戶提供新的體驗，產品和服務

必須不斷改進和創新，而要成功地針對中

國客人需求量身定制產品，首先須對客群

有深入的瞭解。她舉例，中國遊客的決策

很大程度上受到熱門網路資源和意見的

影響。這些資源包括社交媒體渠道、移動

應用程式以及大眾點評等大型旅遊評論

和咨詢平臺。在此之上，中國客人也傾向

于利用這些渠道來進行住宿和活動的預

定。因此，在這些渠道上建立正向的品牌

知名度非常重要。

與此同時，也要結合中國旅遊高峰和國

定假期來考量何時、如何推廣最能打動消

費者的優惠套餐。並且，除了觀光、餐飲和

購物，中國遊客如今更追求能感受當地生

活、加深對目的地瞭解的體驗，因此也可

以將這些元素融入為中國客人設計的住宿

套餐之中。她還提到，移動支付選項對中

國遊客早已不可或缺。為不錯過商機，須

讓遊客能以支付寶、銀聯和微信等來進行

支付。

值得指出的是，隨着旅遊環境越來越朝

科技化的方向發展，為進一步滿足客戶，

新加坡文華大酒店將進行一系列的產品和

服務升級，包括引進能將客房服務設施和

行李直接送到客房的智慧型機器人、在大

堂設置方便客人在高峰時高效辦理入住的

自助入住亭、能利用單一控制台便捷控制

各種客房功能的智慧客房等。

當然，要貼合中國客人需求，軟性服

務也不能少，特別是在

溝通方面。新加坡萬花

拉酒店總經理Gi lbe r t 
Madhavan介紹道，該酒

店近年在中國市場的吸

引力持續上升，除因其位于便于遊客到訪

景點的捷運站正上方，並且具備如50米長

的奧林匹克室外遊泳池、散佈于酒店各處

的15個水上花園和熱帶花園、收成屢獲獎

的有機農場等硬體外，酒店團隊內部也不

斷尋求服務更新和升級的方法，以更好地

迎合中國人的需求，如提供中文的標識、

資料、新聞印刷品和歡迎語，以及聘請能

以雙語交流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客人需求的

服務人員和提供中式早點等，接下來，一

家新的中餐廳也即將在酒店內開業。

善用在地資源 
挖掘醫療旅遊市場潛力

值得關注的是，在已經與中國旅遊業者

在過去幾年建立好關係之上，新加坡萬花

拉酒店也將利用與新加坡斐瑞醫院(Farrer 

Park Hospital) 的關係，在中國正在上漲的

醫療旅遊趨勢之中，挖掘新的市場潛力。

據瞭解，靠近小印度的新加坡花拉公園集

醫院、酒店與餐飲店等多種設施于一處，

正成為新興醫療中心。Gilbert Madhavan

說道，中國醫療旅遊市場潛力巨大；他認

為，借着與斐瑞醫院合作，無論是從中期

還是長期來看，都必能助力酒店發展中國

市場。

持續投資旅遊產業
抵禦市場下行可能

隨着美中貿易局勢的發展，有跡象顯示

中國遊客開始對預算較低的國內遊更感

興趣。不過，從遊客數量來看，新加坡尚

未受到影響。據新加坡政府統計資料顯

示，2019年7到9月，到訪新加坡的中國遊

客數量同比2018年皆有所攀升，新加坡的

酒店業者亦反映到，中國市場仍在擴大；

且醫療旅遊團和遊學團的增長尤其明顯。

至于新加坡暑期中國遊客人數攀升是否因

原計劃到訪香港的遊客改道，實難定論。

Gilbert Madhavan談道，其酒店七、八月

份的中國客人增長了3%，但新加坡一直是

中國市場的熱門目的地，同時七月和八月

作為學校假期也會促使中國出境旅遊達

到高峰，因此市場升溫也不難理解。業者

們總體認為，對旅遊產業持續投資、升級，

是新加坡能夠保持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Catherine Foo表示，新加坡政府為促進

新加坡對全球商務、休閒和會展市場的吸

引力，堅持不懈地努力，使得新加坡旅遊

業都從中受惠。比如：建立能提升遊客體

驗和推動消費的戰略營銷伙伴關係、逐步

團

Resorts)
助理副總裁

Foo

強化針對新興市場的旅遊營銷活動、舉辦

可展示新加坡資源和服務水平的高知名度

品牌活動、推出有助于提升行業競爭力的

關鍵舉措等。在這之中，作用尤大的包括

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直飛航班增加；樟宜

機場設施擴建，容客運量成倍增長；新加

坡旅遊局與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簽署為

期三年的諒解備忘錄，以通過聯合營銷內

容和活動、合作進行中國遊客資料分析、

為中國遊客打造更多新加坡智慧旅遊體

驗來吸引中國遊客到訪新加坡。

Gilbert Madhavan也特別指出，今年最

新景點星耀樟宜(Jewel Changi Airport) 

無疑為新加坡帶來了高度話題性，與此同

時，新加坡旅遊局也在努力開發三、四線

城市，以在中國市場博取更大出境遊份

額。

新版「惠聚獅城」
提供逾60項專享體驗

新加坡旅遊局日前也宣佈「加碼」推出

新版獎勵政策「惠聚獅城」（INSPIRE - In 

Singapore Incentives & Rewards），以吸引

來自全球的商務會獎旅遊潛在客戶前往

新加坡。新版「惠聚獅城」獎勵計劃與29

家新加坡企業合作，向符合標準的商務旅

客團隊提供逾60項專享獅城遊覽體驗。

因應新加坡商務會獎旅遊市場的強勁

表現，新加坡旅遊局將「惠聚獅城」的目

標客群由過往的東南亞、大中華區及其他

特選市場，進一步擴展至全球目標客群包

括美洲、北亞洲、大洋洲等市場。據資料

顯示，新加坡于2018年共接待了超過290

萬名商務旅客，較2017年同期增長12.1%。

同期旅遊收益達到46.8億新幣（折合港幣

約265億元），同期增長7.2%。

因此，新加坡旅遊局與本土企業攜手合

作，為商務旅客度身訂造大量行程並推出

了從餐飲到社交、從景點到主題線路、及

各種令人難忘的體驗。有關獎勵措施旨在

幫助商務旅客團隊豐富行程、並提供獨具

一格的體驗，同時展現新加坡所能提供的

最佳服務，以回應來自全球各地中小型團

隊的不同需求。

「惠聚獅城」獎勵政策所提供的63種獨

特體驗由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及業內人

士設計，覆蓋了四大種類，包括：新加坡美

食，娛樂及夜生活，主題遊覽及學習體驗，

與景點相關的尊享體驗及獨特的建立團隊

精神活動。

舉例來講，商務旅客團隊可以在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名錄的世界文化遺產——

新加坡植物園，體驗使用草藥和香料創

務也不能少，特別是在

溝通方面。

拉酒店總經理

Madhavan
店近年在中國市場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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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經貿環境巨大挑戰

新加坡旅遊勢頭仍然力道十足
造專屬雞尾酒的活動。對新加坡矽谷感

興趣的團隊則可在專人導賞下遊覽緯壹

科技城（One-North）周邊，並參加創辦人

或成功初創企業有份出席的分享會。而希

望盡情享受新加坡以之聞名的花園景觀

的客人，則可于指定私人時段獨家尊享

濱海灣花園精心設計的燈光騷（Garden

Rhapsody），並在華僑銀行空中走道欣賞

無與倫比的城市夜景。

不過，不能忽視的是，儘管中國遊客人客人客 數

仍在上升，新加坡來自中國市場的旅遊收

入于2019年第一、第二季度同比2018年卻

分別下滑了1%和10%。Gilbert Madhavava an坦

言，人民幣貶值和中美貿易局勢持續緊張

確實是需考量到的潛在挑戰，因為這將直

接影響中國市場的旅遊支出。

2019上半年

中國遊客訪新人次成長5%

+3%

+5%

 (96萬)

 (181.2萬)

Q1Q1Q1Q1Q1 Q2Q2Q2Q2Q2Q2

差異化航空產品擄獲細分客群
中國商務市場受重視

Airlines

新加坡作為商務和休閒旅遊目的地，在

中國市場上持續發展良好。據官方資料顯

示，2019年第一季度到訪新加坡的中國

遊客為96萬人次，同比增長3%，累計至第

二季度則為181.2萬，同比增長5%，從人

數和增長率來看都領先其他客源市場。新

加坡的航空線路更豐富、班次更頻繁、產

品差異化越發細緻，可謂中國市場欣欣向

榮的一大功臣。

據新加坡航空中國區

總經理曾國銘介紹，在航

班頻次方面，新加坡航空

公司旗下全下全下 資區域子公司

勝安航空自2019年6月起

已增加深圳往返新加坡的航班頻次，由原

來的每週7班增加至每週12班。這一這一這 舉措為

深圳及其周邊區域的乘客提供更多、更靈

活的航班選擇前往新加坡，並在樟宜機場

方便快捷地轉機繼續前往東南亞、澳大利

亞等眾多其它目的地。執飛機型方面，新航

歷經四年研發的A380客艙產品自2018年8

月開始執飛上海-新加坡航線，配備全新區

域性客艙產品的波音787-10客機則于2019

年8月起執飛執飛執 上海往返新加坡的部分航班，

9月起執飛廣州往返新加坡航線，進一步提

升了乘客的飛行體驗。

集團三航空公司各自定位
切入細分市場

航線運營方面，2019年上半年，武漢/長

沙/昆明/福州往返新加坡航線從勝安航空

轉由酷航運營。與此同時，酷航原有的大

連和泉州航線分別于今年3月、8月停飛，深

圳航線則轉由勝安航空運營。同為一家集

團旗下的這三家航空公司會有這些變化，

其實是出于對精准發展細

分市場的考量。

酷航代理首席商務官

陳嘉文（Calvin Chan）
介紹道，在決定各航空公

司應運營哪些航線時，新加坡航空集團會

從整體層面來評估市場需求以及不同航空

公司之間航線網路的銜接潛力，同時確保

各航空提供最恰當的產品、服務和頻次。

具體而言，新加坡航空是長途、全方位服

務型，勝安航空是短途、全方位服務型，而

酷航則是中短途、低成本航空型。這麼一

分析，三者相輔相成的定位定位定 清晰明瞭。

酷航也會評估其是否亦可借可借可 着差異化產

品來開發潛在市場及服務于不同的客群，

運營集團內已有的航線。就這一點而言，

酷航品牌形象和市場開發策略尤為鮮明，

使其在各種細分市場的舉措尤為靈活。陳

嘉文說道，酷航在中國的主要營銷目標是

通過開展與主要目標群體相關的活動來提

升品牌親和力，包括年輕夫婦、朋友、家人

和獨行者等。因社交媒體在中國高度普及

率，酷航一直在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

體平臺來吸引即推出獨家促銷活動，同時

不斷開發改善客戶體驗的微信微信微 功能。

例如，客戶現可通過微信方便地進行

航班預訂和管理，以及線上辦理從新加

坡出發的航班的登機手續。除了使用自己

的社交媒體平臺外，酷航也與其他內容

門戶網站、意見影響者合作，並利用諸如

Bilibili、Red、抖音等社交平臺以及其他旅

遊社區來觸及更多市場及提升品牌知名

度。近期，酷航與旅遊社區窮游建立了合

作關係，鼓勵年輕遊客搭乘酷航航班「馬

的航班頻次 由原

（（
提提
供供
·
新新
航航
））

加坡航空集團會

（（
提提
供供
·
酷酷
航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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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溜」(Escape the Ordinary)。合作中，

酷航帶着100多名來自不同中國城市的年

輕人飛往新加坡及其他目的地，甚至為其

中一個細分市場組織了一次「酷航精神」

(Scootitude)航班，讓年輕人實地體會到酷

航隨性、有趣的、特殊又有親和力的品牌精

神。

新航集團內部不同航空的線路有時也

會移轉。比如酷航今年的武漢、長沙、昆明

和福州新航線即由勝安航空移轉而來，原

因是酷航較低的運營成本使其更適于以較

優惠的價格但相似的產品來服務這幾個航

點。此外，新加坡航空、勝安航空和酷航之

間也有代碼共用協議，讓各家航空的客人

不必另作預定，即可乘集團內其他航空的

飛機到單家航空沒開通的航點。

陳嘉文說道，酷航在大中國地區所覆蓋

的23個目的地主要為新一線和二線城市，

每週與新加坡之間有160多個航班。作為在

中國運營的最大的外國低成本航空公司之

一（就目的地數量而言），酷航推動着新航

集團在中國的發展，也為雙邊貿易做出了

貢獻。 

中國市場長期向好
商務市場持續擴大

曾國銘介紹，過去12個月內，新航及勝安

航空在中國航線中，商務旅遊增長顯著，

散客機票或直接銷售所組成的自由行休閒

旅遊同比持平或略有增長，團隊遊同比有

所下降。他認為，團隊遊客數量同比下降

主要是由于中國旅遊消費者日趨成熟，更

多休閒旅遊者越來越傾向于自由出行的方

式。商務旅遊增長則與新加坡航空注重提

升乘客飛行體驗、照顧商旅乘客等不同人

群的出行需求不無關係。

在產品切合消費者需求這一方面，他還

提到，運營資料顯示，新航的中國航線在

今年的國慶黃金周表現出了明顯增長。這

或與中國文化和旅遊部在國慶旅遊資料包

告中所提到的「中國遊客青睞的海外旅遊

目的地日趨分散」有關，因為新航的全球

航線網路和舒適的飛行體驗結合新加坡作

為樞紐的便捷轉機服務，正能適應消費者

越發分散的目的地選擇。

值得關注的是，作為低成本航空，酷航

同樣在商務旅遊市場上有所發揮。陳嘉文

說道，對于想以高性價比的方式滿足商旅

需求的客人來說，酷航其實是非常理想的

選項：其不僅提供經新加坡通往亞太地

區及沙烏地阿拉伯、希臘和德國等近70個

目的地的平價機票，還為商務旅客提供各

種實用的配套產品和服務，比如便于商務

旅客上機後可繼續工作的機上Wi-Fi、可為

工作設備充電的座上電源、讓客人在抵達

目的地開會前可稍事休息的酷享寧靜區

(ScootinSilence)，以及高端經濟型產品酷

航Plus優享座椅（寬敞許多的全皮座椅）。

這些服務和產品在787夢想客機上都有配

備。

酷航還參與了新航面向中小企業差旅的

Highflier獎賞計劃，讓企業及其員工預定

符合要求的艙位和目的地時可獲Highflier

積分：企業每次預定差旅機票時，每花費1

元新幣即可獲得5個Highflier積分；積分可

用于未來機票折扣、沖抵新航或勝安航空

機票、酷航代金券，甚至是超額行李、提前

選擇座位和客艙升級等。這讓酷航能夠更

好地服務商旅客戶。 

善用樞紐功能
積極開發過境轉機客人

不過，除了善用新加坡的樞紐功能外，新

航集團也致力吸引遊客實地到訪觀光。陳

嘉文提到，持有有效簽證（由澳大利亞、加

拿大、德國、日本、新西蘭、瑞士、英國或美

國所簽發、有效期為自新加坡入境之日起

至少1個月的有效簽證）過境新加坡的中國

遊客可享96小時免簽過境。

為鼓勵中國遊客利用轉機機會盡情探索

新加坡，酷航也與新加坡旅遊局和樟宜機

場集團密切合作，推廣新加坡作為優質旅

遊目的地。曾國銘表示，對于搭乘新航或

勝安航空經新加坡樟宜機場轉機超過5.5

小時的乘客，新航與樟宜機場、新加坡旅

遊局共同推出了「免費新加坡之旅」，近期

並增加了星耀樟宜的旅遊選項，這是「免

費新加坡遊」項目中原有「文化之旅」和

「城市觀光之旅」的有效補充；精心的行

程設計讓乘客在中轉間隙從容領略新加坡

的文化風情和城市景觀。此外，新航及勝

安航空也為符合條件的新加坡航空及勝安

航空旅客提供移動熱點設備，讓他們在新

加坡遊覽期間享受免費的旅行WiFi服務。

這項免費WiFi服務將持續提供至2020年10

月14日。

至于當前中美貿易戰前景撲朔迷離、中

國經濟步伐放緩會否對航空公司造成影

響，曾國銘指出，航空公司的營運情況與經

濟環境息息相關；例如，匯率變動會影響

旅行者消費成本，進而影響遊客的出行消

費選擇，另經濟及政治的不穩定因素也會

帶來一些波動。不過，他認為，航空公司的

運營情況主要還是受到整體經濟形勢、消

費者出行需求及油價等運營成本的影響。

總結下來，新航對中國市場的前景依舊樂

觀。

他說道，經濟環境及政治環境都顯著影

響着中國休閒和商務遊客的旅行決策。長

期來看，新航依然認為中國市場將保持良

好的經濟發展態勢和穩定的政治環境，京

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顯現出快速增

長的趨勢，其中深圳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這將在粵港澳大灣區形

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改革開放區域，形成中

國經濟新的強勁活躍增長區。

「因此我們對于中國的市場形勢是比較

樂觀的，同時，也將繼續通過航線拓展和

產品創新為中國遊客提供舒適便捷的飛行

服務。」

新中航空市場新發展 ■航線佈局

． 目前新航航線覆蓋北京、上海和廣州三

大城市

．  勝安航空覆蓋了深圳、廈門、成都和重

慶四座城市

．  酷航則有長沙、福州、廣州、海口、杭

州、濟南、昆明、南昌、南京、南寧、寧

波、青島、瀋陽、天津、武漢、無錫、西安

和鄭州多個航點。

■ 客艙升級：2020年年中開始，新航全資區

域子公司勝安航空將斥鉅資對其客艙產品

進行升級，包括配置全平躺商務艙，並為

經濟艙配備機上個人娛樂系統。在完成客

艙升級后，勝安航空將與新加坡航空的產

品和服務保持一致，為最終併入新加坡航

空做積極準備。

■ 航站樓移轉：2019年10月22日，酷航完成

了由新加坡樟宜機場二號航站樓轉至一

號航站樓的運營交接。酷航今年在中國、

印度、老撾和馬來西亞推出了10個新目的

地，並有望在2020年底前推出7條新航線。

航站樓的轉移將有助于酷航未來三年的

年增長率達到兩位數，同時一號航站樓更

多的自助值機和自動行李托運設施也能提

供更高效、優質的客戶體驗。客戶還可以

在航班起飛前18小時于星耀樟宜（Jewel 
Changi Airport）的自助值機設施提前辦理

登機手續。此外，一號航站樓到達層的迎

賓大廳也已擴建，且與星耀樟宜一層無縫

銜接。

迎合90后年輕視角 不期而遇邊走邊分享

Target Youth

■劉霈芯＝採訪報道

新加坡旅遊局日前聯合短視頻MCN機

構papitube正式發佈「不不不不期而遇」互

動微綜藝，這是新加坡旅遊局年度大型推

廣活動，其整合行業內外資源，針對以90后

為代表的年輕客群及通過線上線下聯動的

形式，重磅推出此創新互動微綜藝，旨在

將不期而遇的新加坡故事帶給中國遊客。

「隨着出境遊人群日趨年輕化的趨勢，新

加坡旅遊局希望通過創意互動的內容營銷

方式打造目的地出遊新方式，並以熱忱之

心將‘不不不不期而遇’的個性玩法和旅

行態度傳遞給廣大中國遊客。」

新加坡旅遊局局長陳建隆表示，「秉承

着‘心想獅城’的品牌寓意，新旅局將旅遊

目的地營銷策略從‘向遊客推薦景點景區

’上升到‘與遊客建立情感共鳴’的層面，

並借助品牌旗下的六大族群，即美食主義

者、城市探索者、狂歡發燒友、精品收藏

家、文化愛好者和極限挑戰者，向中國市場

的不同消費群體進行市場推廣。」

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

長柯淑丹女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

此次發佈的“不不不不期而遇”的旅行概

念，是新加坡旅遊局2019年針對年輕族

群，尤其是中國的“90后”進行的一大品牌

動作。90后客群既是消費的主力軍，同時

也具備不同其他年齡段的消費者特性，比

如他們個性鮮明、敢于對固有觀念說不、

喜歡通過社交媒體獲取資訊，也願意跟着

意見領袖去玩去發現等；因此在旅遊安排

方面，相比較傳統的經典路線，他們更偏

向基本說走就走的自由行以及吸引個人興

趣的新奇個性體驗。

她進一步表示，從市場調研結果顯示，

許多年輕旅遊者在旅遊出行甚至不會完全

計劃就出發，抵達目的地邊玩邊發掘新事

物，包括酒店住宿預訂、餐飲安排、旅遊

線路等都是，因此，新加坡旅遊局希望創

造一種新的玩法，鼓勵遊客發掘「不期而

遇」的新加坡風貌，為旅行創造更多可能。

對此，新加坡旅遊局最新上線的體驗新加

坡微信小程式就提供遊客關于新加坡本地

吃住遊購娛等最新資訊，也可以從一個選

擇，通過定位再延伸看所在位置周邊的其

他旅遊相關資訊，也是便利自由行遊客隨

時隨地都能有許多選擇，還能生成旅遊攻

略計劃，邊走邊玩邊分享。

另據介紹，互動視頻成為新的風口，邀

請用戶決定情節走向的「養成類」內容變

得越來越受歡迎。為了吸引更多年輕族群

對新加坡的進一步認識，從不同視角出發

玩轉新加坡，新加坡旅遊局攜手papitube旗

下當紅博主推出互動微綜藝，聯合新加坡

四位有「獅城故事」的品牌代表，一同呈現

一段不期而遇的新加坡之旅。

此次「不不不不期而遇」的旅行概念不

僅通過互動微綜藝的形式線上上線下同步

推廣，柯淑丹女士也透露，接下來新旅局還

會與新加坡航空、酷航、攜程、一起飛、廣

之旅等新中業者在產品和市場活動層面進

行全面合作，力圖通過多種渠道取得最大

的效果，更好地將「不期而遇」的旅行體驗

和「心想獅城」的獅城故事帶給消費者。

（
提
供
·
新
加
坡
旅
遊
局
）

 ↑新加坡旅遊局局長陳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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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韻＝編譯報道

何
為探險旅遊？據探險旅遊行業協會

(ATTA)界定，探險旅遊的行程須在

24小時以上，並包括以下三者之二：冒人身

安全風險、進行文化交流、沉浸于大自然之

中。

「探險」的涵義在西方國家廣泛受旅遊

者所理解，這個詞也常在旅遊營銷和品

牌推廣中用到。但中國並非如此。最符合

探險旅遊真正涵義的術語其實是「戶外旅

遊」。滑雪旅遊、徒步旅遊或漂流旅遊都

可歸為不同類型的「戶外旅遊」。這些活動

都涉及探險和大自然，但文化元素明顯缺

席。

Bannikin旅遊公司認為，說到探險旅遊，

中國消費者大多會聯想到被視為危險或

具有異國情調的偏遠目的地，而很少會聯

想到戶外探險活動。這驗證了國際旅遊接

待方對中國探險遊客的瞭解，即中國遊客

一般缺乏攀岩、漂流或山地自行車等活動

的技能。西方的探險遊客可能會為了徒步

或攀岩而想去尼泊爾，但中國的探險遊客

到了旅遊目的地，多僅想通過照片捉拍記

憶，然后返回住處。

因此，在營銷內容中使用「探險」一詞

的旅遊公司，應顧及中國遊客對該詞的印

象，並明白其含義涵蓋風險、危險。

根據Bannikin旅遊公司所做的調研報

告，中國出境探險旅遊市場規模為2,349萬

人次，占出境總人次的16.3%。探險旅遊市

場可進一步區分為包含俯衝、潛水等活動

風險較高的「硬」探險旅遊，以及不一定

需要專業技能或裝備的「軟」探險旅遊。

此報告調研顯示，出境遊市場中，2.7%為

「硬探險」，13.6%為「軟探險」，83.6%

是主流旅遊。將此百分比套用到2017出境

數據，則計約：探險旅遊累計23,490,000

次，硬探險旅遊3,915,000次，軟探險旅遊

19,575,000次。

中國探險遊客都是什麼樣的人？

據上述報告，中國探險遊客市場上，男

性比例較高（61%），不如主流市場般均

衡。探險遊客很年輕，主要在26到39歲之

間。88%的探險遊客已婚，然僅27%有孩

子。由于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直至2016年

才結束，受訪的探險遊客都只有一個孩子。

考慮到遊客本身的年齡，孩子不出所料地

都在12歲以下。

有孩子的遊客在選擇度假目的地時，孩

子是考慮因素。71%的探險遊客表示，孩子

對他們的旅遊決策「稍有」影響，21%的探

險遊客表示，孩子對他們的決策「極有」影

響。

教育水平

中國出境遊客教育水平很高。然而，雖

然多數主流遊客擁有學士學位（71%），探

險遊客的受教水平卻較分散，僅高中畢業

或已獲博士學位的比例都比較高。如前所

述，探險遊客一般都比較年輕，所以有些人

可能只是尚未完成學業。

家庭收入

說到家庭收入，探險遊客的收入範圍很

廣。41%的主流遊客家庭月收入為2到3.5萬

元人民幣，而探險遊客的平均月收入卻在

1.2到6.5萬元人民幣之間。根據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的資料，中國家庭月均收入

為7,665元人民幣，顯示大多數出境遊客的

收入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行程時長

中國遊客因休假時間有限，故度假以時

間短而著稱。探險遊客或因熱衷于只要有

時間就出行，既喜安排一到三天的短途旅

遊，也愛度11日以上的長假。主流遊客則更

傾向4到10天的旅遊時間。

事實上，探險旅遊的行程往往長達11
天以上，但休假時間能如此長的中國遊客

並不多，即便是探險遊客亦如此。探險旅

遊企業應為中國遊客設計時長切合實際

的旅遊行程。

旅遊同伴

所有年齡段的中國探險遊客，都最有可

能與配偶或伴侶一起旅遊。相對于獨自出

行或與父母同遊，29歲以下的探險遊客更

喜歡與朋友結伴出遊。在西方國家，女性獨

自旅遊的趨勢正在上升，但中國並非如此。

上一趟旅程為獨自出行的女性僅3%（而男

性為9%）。
預先規劃

無論是主流遊客抑或探險遊客，會大幅

提前規劃行程的比率都很小。多數人都是

提前六個月左右開始作計劃，但探險遊客

開始計劃的時間略早于主流遊客。34%的

主流遊客、18%的探險遊客會在出發前不

到一個月開始計劃國際旅行。

過去一年的國際出遊次數

中國探險遊客的旅遊次數未必比主流遊

客頻繁。相對于過去一年旅遊次數較有可

能超過三次的主流遊客，探險遊客多在三

次以下。在過去一年出境旅遊達5次以上的

受訪者當中（包括探險和主流遊客），過半

數提前不到一個月才開始進行旅遊計劃。

事實上，臨時預訂是中國市場的一大特

徵。有可臨時預定產品庫存的運營商，應

考慮主動聯繫業內伙伴，或利用網路營銷

來吸引中國消費者。

中國探險遊客的消費習慣？

每晚住宿費

中國出境旅客的消費習慣非常多元。這

項研究刻意提出了住宿支出的問題，因為

這種固定價格遊客較不易忘記。受訪者可

選擇不同的價格範圍。大多數探險遊客的

每晚住宿費在100到500元人民幣之間，價

格相對低。但若將住宿支出與其工資進行

比較，便可看出家庭收入越高，他們在住

宿上的花費就越多。

航空艙等

另一種消費指標是機票艙等。主流遊客

多乘經濟艙，探險遊客對機票價格的包容

度則更高。

前次目的地

美國是最受探險遊客歡迎的旅遊目的

地，25%的受訪者表示前一次度假時到訪

過。其次是泰國、日本和澳大利亞。34%的

主流遊客前次出境度假時到訪了日本。熱

門度排在其后的是美國和泰國。

夢想目的地

受訪者被問到「你的夢想目的地是哪

裡？」的開放式問題，答案從具體（珠穆朗

瑪峰）到模糊（法國）都有。總體來看，探

險遊客回答這個問題時，比主流遊客更具

體，如厄瓜多爾、格陵蘭等國家或城市，而

不是僅僅回答「北極」或「北美」等地區。

總體而言，歐洲是夢想目的地當中最熱

門的地區。有人夢想到訪多瑙河或普羅旺

斯等具體地點、西班牙或瑞士等國家，也有

人只是簡單答覆「歐洲」。有很大一部分人

的夢想是去法國旅遊，尤其是巴黎。18%的

探險遊客視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夢想目的

地。他們提到的具體景點包括大堡礁和黃

金海岸。10%的探險遊客、11%的主流遊客

提到了北極或極地目的地。許多主流遊客

提到了冰島，而較多探險遊客提到南極。

無論是探險遊客還是主流遊客，都比較想

到訪長線目的地（從中國主要城市出發航

程超過5小時）。

度假活動

中國探險遊客在度假時喜歡做哪些活

動呢？調查顯示，探險遊客最喜歡的前三

種活動分別是：花時間沉浸在大自然當中

（32%）、背包旅遊（29%）和露營（29%）。

滑雪、皮划艇、漂流等需要豐富經驗或特

定專業技能的活動，並不受探險遊客所青

睞。然而，自行車、觀鳥和遠足等軟性探

險運動，多次被提及。相較之下，主流遊客

喜歡的活動更和緩，如吃飯（48%）、觀光

（39%）和購物（38%）。

有五種活動雖未被歸為「探險旅遊」，但

至少反映出對外國文化和地域一定程度的

好奇心。有意思的是，探險遊客並不喜歡

或從事這些活動，但主流遊客卻反之。其分

別為：參加當地的節慶或集市、瞭解不同的

文化和歷史、學習新語言、探索新地方、與

當地人交流和認識。

共用經濟

探險遊客與主流遊客在旅程中使用共

用經濟平臺的幾率相等。其中優步和Grab 

Taxi的使用率最高。

中國探險旅遊仍明顯缺乏文化元素

■鐘韻＝編譯報道■鐘韻＝編譯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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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要的不只是一間房
酒店進入商品化新時代

NOVEMBER 2019 • TTG CHINA 18HoTel

酒
店市場的商品化轉型雖已開始，但並

不是所有酒店都做好了充分準備。要

想抓住機遇，酒店必須以戰略思維推敲客

戶在什麼時間點上想要什麼，而這只能通

過客戶資料的推導以及更靈活的產品打造

流程才能達到。

重塑酒店商品化的趨勢

▼酒店今為旅程總體守門人

酒店向客人銷售的究竟是什麼？是床

位？客房？還是體驗？隨着越來越多行業

領袖意識到其品牌實可發揮更大作用，他

們也開始重新思考這些問題的答案。酒店

編輯丁德娜（Deanna Ting）于其2019年所

發表的《酒店業的一切都在融合》一文中

表示，酒店業多年來一直自視為以銷售睡

眠為主業的行業。這雖不一定有轉變，但

不同的是，酒店不應再僅僅銷售客房。使各

種屬性產品都易于銷售的新預訂系統的誕

生，讓業者今可在某間客房、某個位置或

某家酒店等各方面，都進行多元的銷售組

合。

▼遊客願意向酒店購買更多服務

Skift近期的消費者調查顯示，越來越多

遊客（無論住店與否）願意購買或使用曾

未被視為酒店核心體驗的設施。在非住客

當中，有33.7%的受訪者在過去12個月于酒

店餐廳用過餐、25%曾于酒店酒吧消費、

10%在酒店裡的商店購買過商品，4.1%參加

了在酒店劇院舉行的文化活動，2.6%使用

了酒店服務設施（比如Spa和高爾夫）。

▼ 當今客人要求旅行體驗更順暢

酒店轉向商品化不僅僅是為了賺更多

錢。對于一流品牌來說，為客人提供更加

流暢且愉快的體驗也越來越重要。Sabre
酒店解決方案產品管理副總裁To m 
Winrow表示，這不僅僅是為了獲取額外

收入或精准開發細分市場，這同時也是為

了減少客人在旅行過程中會碰到的滯礙。

▼ �客人希望旅遊品牌提供更個性化體驗

包括酒店業在內的旅遊品牌都知道，客

人對新產品持開放態度，但這些新產品必

須客制化，才能滿足客人不斷變化的需求。

亞馬遜和Netflix等品牌提供的卓越客戶體

驗，正促使酒店業加強客制化能力。這種

體驗圍繞以下幾種核心功能：

•   可用性：在適當的時間為每一位客人提

供都恰當的體驗。

•   一致性：無縫跨越設備、平臺、行程和

地理位置。

•   簡單：基于客戶的消費歷史來推薦產

品，讓客人生活更輕鬆。

▼ �正想方設法跟上客戶不斷變化的預期

隨着不同行業之間的固有壁壘不斷瓦

解，消費者不再在乎供其所需產品和服

務的是哪些企業。Standard酒店集團首

席執行官兼執行合伙人阿馬爾·拉瓦尼

(Amar Lalvani)說道，「客人心中並沒有這

些壁壘，他們不過是過自己的生活罷了。無

論是來趟烹飪之旅、在客房裡做按摩、去

夜店或聽音樂，他們都不會去考慮 “這件

事我想去這家酒店做、那件事我要去另一

個地方。”他們不在乎運營商是誰，他們在

乎的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有自己在做

什麼。」

▼ �數字平臺為酒店帶來與日俱增的壓力

線上旅行社的便利性、定價和簡單性，

已讓酒店客戶習慣于一站式完成所有旅行

預定。瑞士房屋租賃平臺InterHome前首

席執行官及AJL咨詢公司首席執行官兼創

始人西蒙·萊曼(Simon Lehmann)說道，

「這些平臺會把各種內容、各種產品盡可

能地聚合在一起。消費者會選擇其當前需

要的東西，同時也期望得到某種程度的服

務。」

▼賣「套餐」的企業不再只有線上旅行社

過去二十年，線上旅行社因其便利性、

定價和簡單性及讓遊客享受一站式預訂而

崛起。不過，未來未必如此。有越來越多的

遊客願意向酒店等其他旅遊企業購買附加

服務。在一份調查中，當被問及「若可一次

性預定酒店客房+旅遊+租車的整套服務，

您最有可能向下列哪一種旅遊供應商下

單？」時，43.7%的受訪者選擇了線上旅行

社，27.2%選擇酒店，16.4%選擇航空公司，

9.2%選擇了租車公司。

▼ �酒店業探索提高收益的新戰略

隨着當今大多數酒店都已制定好了忠誠

會員戰略，其提高收益的重點也正側向產

品設計及管理等新方式。據Skift今年一月

的調查顯示，在2019年酒店業的營銷重點

依次是開發新客戶、創收、打造品牌知名

度、維持品牌知名度、留住現有客戶、提高

客戶忠誠度、建設資料和分析能力、強化投

資回報率的衡量能力。

▼酒店收益管理越發精細

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近期一項研究

發現，許多酒店收益管理專業人士認為該

學科即將走向「全面」的酒店收益管理，意

即其將涵蓋酒店所有的收益來源，而非僅

是與客房相關的收入。

加強酒店商品化的好處

好處一：提高忠誠度，鞏固客戶關係。

促進酒店商品化，最大益處是提高客戶滿

意度及客人對于自己最喜歡的酒店供應商

的未來忠誠度。

•   客人更滿意—客人每次旅行都能選擇

最適合某時某刻的產品和服務，來更

好地滿足自己的獨特需求，而不僅僅是

「租一間客房」。

•   整體體驗更好—酒店可多方面影響客

人的旅遊體驗，確保更高的品質、便利

性和一致性。

•   良性回饋循環—收集更多關于客人偏

好和習慣的資料，讓酒店可以為客戶來

次入住提供更個性化的優惠、產品和

服務。

•   反覆運算—收集更多關于客人偏好和

習慣的資料，讓酒店可以通過測試和

學習來使產品設計策略不斷進化。

好處二：更有效地利用酒店設施和資

源。商品化有助于酒店業者推廣尚未充分

被利用的設施或服務，從而提高收入。除

會議室外，這還可套用于提前或延遲退

房，或者讓客人選擇特定的酒店客房。Tom 

Winrow說道，「有家連鎖酒店集團告訴我

們，其部分中檔酒店的會議室使用率僅達

30%。但連這個資料都未反映實情，因為在

這30%的使用率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

酒店隨機為使用幾小時的客人所提供。這

遠非酒店會議室最有效的利用方式。」

好處三：讓酒店更全面地探索創收機會

好的酒店商品化策略

1.更好的產品設計和管理：酒店應更全

面地考慮客人如何看待酒店產品。這

意味酒店應以電商思維不斷改進所售產品

形式。未來的產品策略將包括：

•   打包銷售—以全包價銷售房間、實物和

服務的各種組合。

•   動態定價+產品包裝—根據需求、季節

性、位置、客群或庫存的變化，即時調

整報價。

•   1:1個性化—根據酒店對每一位個別客

戶需求的瞭解，調整優惠。

Tom Winrow 表示，「受線上旅行社和

GDS等獲取資料方式之分銷生態系統所

限，酒店當前的產品上架法從很多方面來

看都非常僵化。所以，確保科技伙伴與市

場趨勢同步，並已找到辦法越過傳統框架

以保持領先，益發重要。」

2.提高產品分銷深度：酒店想順利運

用商品化新模式，就必須在「分銷深

度」上下功夫。比如：

•   使酒店附屬項目數字化—線上同時通

過協力廠商分銷合作伙伴銷售更多的

「非客房」酒店產品和服務。

•   超越直銷—除了酒店自己的網站之外，

還要通過線上旅行社、搜尋引擎、實體

旅行社等多銷售平臺，找機會分銷下一

代產品。

•   增進渠道一致性—確保酒店提供的優

惠、打包產品和附屬產品在所有平臺都

保持一致。

3.解決實踐問題：隨着酒店提供更多

非核心產品和服務、客戶的購買率也

越來越高，業主將有必要進行更有效的追

蹤、管理和實踐。比如：

•   管理款項—收款，然后與協力廠商供

應商核對帳目。

•   交付—厘清產品或服務的的實際供應

商。酒店會保持對流程的控制嗎？還是

外包給合作伙伴？

•   追蹤和管理—管理（或外包）容客戶接

收有關其所購產品更新情況的功能。

4.擬定收集和使用資料的策略題：要

實踐此種商品化模式，酒店必須有分

析和收集客戶資料的新能力。

•   資料匹配—任何時刻都能找出與客人

所屬客群和旅行目的最匹配的產品和

服務。

•   機器學習的運用—利用軟體來識別現

有客戶資料中不明確的重複性和關係

來打造產品。

5.愿意接受協力廠商的幫助：許多酒店

因條件有限，很難採用本報告所述的

新一代商品化模式。有條件的協力廠商可

以幫助酒店應對以下挑戰：

•   不斷發展的科技—酒店需要有人協助

更新過時的預訂及物業管理相關軟體

系統。

•   在標準上達成共識—酒店品牌因地理

特色各異而導致的碎片化問題，可能會

阻礙行業在新的商品化標準上達成共

識。

•   組織和團隊結構—新一代商品化模式

將使員工必須具備跨越不同工作職能

領域的知識，如營銷、分析、收入管理

等。

酒店業正大幅變化。過去，酒店銷售的主要是客房裡的床位。但在

商品化新時代，酒店業者掌握的洞察力和銷售技法已使其不僅可向客

人推銷床位，更可為每位旅客提供整套、能滿足其獨特需求的酒店體

驗。這使比如交通、餐飲、遊覽和活動、會議場地等一系列產品和服務

都有了銷售機會。最重要的是，此種戰略轉型將有助于酒店在提高客

戶滿意度的同時，帶來更多收益。 ■鐘韻＝編譯報道

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近期一項研究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近期一項研究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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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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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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去過日本東京的無界美術館

（teamLab Borderless），卻因為有幸去了全

球首個落戶日本以外的第二個無界美術館

的開幕搶先預覽活動，而對這個流動藝術

概念與作品，為之驚豔。

所謂「t eam Lab Borderless」，就是

「沒有邊界的藝術」，藝術作品可以跳脫

出展廳空間的限制，與其他作品交流、相

互影響，打破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邊界並

相互融合，展館裡的這些藝術作品群會

不斷相互交織、疊加所產生的無邊界的

連續世界。

Teamlab有太多值得分享的參觀臨場

感，其中幻花亭（EN TEA HOUSE）茶室

是teamLab無界美術館中一件特別的交互

作品，也是在館中最有意思的五感體驗。

每位客人可以從四種茶款中選擇自己想喝

與互動的茶飲，待服務人員端上茶飲到客

人面前桌上擺好后，茶中就會不斷開始開

花，稍等片刻，花朵會在茶杯裡不間斷地

綻放盛開，而只要茶湯不喝完，花朵就會

■劉霈芯＝撰文．攝影

上海無界美術館交織出無限綻放的世界

終于有機會到訪大興國際機場，一踏進

去就看到不負眾望的設計感，全方位的白

色佈置凸顯出現代化，尤其是屋頂造型相

當酷炫，像花朵一樣一片一片向上打開，讓

陽光從頂端直挺挺地灑下來，沐浴在陽光

下的一個個值機島，就像花朵下的葉子，

造型特別可愛。

進一步探究后，發現大興國際機場的真

正酷炫之處，在于其內部的設計。首先，航

站樓與綜合樓是一體化的設計，兩樓相互

連通，廊橋只有約10米。再者，機場設有

雙層出發、雙層到達，以緩解擁堵，國內與

國際出發分別在三層與四層，而國內和國

際到達則分別在二層和一層。另外，停車

樓可以實現智能停車，機場北側共有東西

兩個停車樓，地上三層加上地下一層，共

4,388個停車位中，其中630個是充電車位，

而且設置了近萬平方米的便民服務設施配

套。當中，一層引入了100多個AGV智能停

車設備。此外，機場在空空中轉和空地聯

運上也發揮了巧思，跨航司空空中轉的旅

客換乘時，無需二次安檢，也無需自提行

李。

目前中國聯合航空、首都航空、中國東

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等都入駐了大興機

場。下次有機會在大興國際機場搭乘飛

機，完全不用耽心無聊，裡面有四大餐飲

主題街區、90多家餐飲店面，還有多家國

內外潮牌店，娛樂性十足。在北京市區除

了打車去機場，也可以選擇從草橋搭乘軌

道交通新機場線前往，未來還有六條機場

巴士市內線將從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

南站、通州、房山、宣武門等開通。

個人認為，大興機場還是非常遠，不塞

車一趟起碼也要一個多小時，所以在北京

搭乘飛機時，千萬要注意從哪裡起飛，如

果看到是要從大興出發走，還是提前前往

機場比較保險，無論如何，受到全球關注

的大興機場，仍有許多值得探訪之處，放

慢腳步仔細欣賞，欣賞一下酷炫，終不枉

走那麼一趙，也算走在國際之先。

走進大興國際機場 感受國際之先的酷炫感
■張廣文＝撰文．攝影

零和枯萎死亡，也就是說，花朵永遠地重

複着從誕生到死亡的過程，根據互動者的

距離遠近和觸碰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在這

個空間中同時存在着多個季節，並綻放出

一年四季中最具特色的花卉，同時不斷流

動在整個展館裡，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四季

在展館裡還有不一樣的花香氣味，讓參觀

者可以充分身歷其境，這些藝術作品跳脫

了展廳空間的限制，相互交流和影響，而它

們交織出來無邊界的連續世界，便是這個

空間的意義所在。

不停出現：更有意思的是，只要將茶碗拿

起來並移動它，花朵就會散落而花瓣則會

延展到茶碗之外。茶碗中的茶，就是花朵

能夠無限綻放的世界。

在茶屋裡喝茶，就如同將無限擴張的世

界喝下去似的。花朵在一年裡會不斷變化，

綻放出每個季節的獨特花卉。根據茶碗中

茶水量的不同，茶水面積大小也會不斷改

變，所誕生花朵的大小也會跟着改變。當茶

水從茶碗之中濺灑而出時，也同樣會綻開

花朵，每一個人、每一個不同時間長短的移

動茶碗，杯中剩下不同量的茶都製造出完

全不一樣的藝術畫面，讓每一位參觀者都

可以成為和藝術品互動創作，甚至成為藝

術作品的一部分，這就是無邊界藝術最有

意思的地方，在這個神奇的茶屋裡體驗到

喝茶還可以這麼酷炫！

同樣讓我驚喜的還有另一個在公共大空

間裡萬花叢生的絕美幻境，花朵會依據季

節變化，經歷萌芽生長、含苞待放、花開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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