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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德國 I P K國際旅遊咨詢公司( I P K 

Inter nat iona l)于柏林旅遊交易會(ITB 

Berl in)發佈的報告顯示，國際旅遊市場

2019年持續增長，不過勢頭不若往年強勁。

今年前8個月，全球出境遊增長了3.9%，較

2018年低1個百分點；亞洲出境遊市場增長

再破紀錄，而拉丁美洲有所下滑。IPK《國

際旅遊監測報告》(World Travel Monitor)第

一次趨勢分析顯示，2020年出境旅遊總體

會持續增長。

今年前8個月的出境遊市場中，亞洲市場

的增長率為6%，如2018般領先全球。中國

作為亞洲客源市場龍頭，以高于平均水平

的9%增長率將此勢頭推高。北美市場增

長略高于平均水平，為4.5%。歐洲市場雖

亦微幅上升，但2.5%的增長率遠遠不及亞

洲和北美，且低于去年水平。拉丁美洲市

場同比下降3%，負增長趨勢使其與其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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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point
區塊鏈革命性新技術

創造旅遊新生態

場形成鮮明對比。

2019年前8個月，全球休閒旅遊人次增長

了4%，商務旅遊則停滯不前，且反映兩種

分歧趨勢。IPK International首席執行官羅

爾夫•弗雷塔格（Rolf Freitag）表示，「一方

面，MICE市場前8個月以2%的增長率仍在

擴張，但另一方面，傳統商務旅遊市場同

期卻萎縮了4%期卻萎縮了4%期卻萎縮了 。」

繼去年小幅增長之后，市區度假市場在

2019年前8個月強勁增長了8%。占全球旅

遊市場份額近30%的市區度假遊，現已緊

追今年前8個月增長2%的「陽光沙灘」度

假市場。此外，增長6%的郵輪市場也在擴

大。

安全度方面，遊客認為斯堪的納維亞、

瑞士、奧地利、愛爾蘭、葡萄牙、澳大利亞

和加拿大等暴恐威脅低，是安全的旅遊目

的地。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雖不甚穩，但IPK國

際收集的旅遊意向資料顯示，明年市場前

景看好。IPK國際據其 《世界旅遊信心指

數》調查結果預計，2020年全球出境遊市

場將增長4%，亞洲出境遊人次將創下增幅

5%的新高、歐洲出境遊人次預計將增長

3%至4%、美洲將增長3%。

Sports Travel
一場賽事可發展成整個贏家產業

目前市場明顯的健康意識抬頭，做運

動的人越來越多，就連跑步的人都為數

不少，旅行社業者要用心提供相關全新創

意產品，以滿足旅客需求。目前體育旅遊

的市場規模達到4.2兆美元，是一個快速

發展的產業，對經濟影響巨大。(詳文請見

P.13)
Hotel
維也納酒店集團加快中端市場佈局

錦江國際集團旗下維也納酒店集團近

日宣佈，將在錦江國際集團「一中心三平

臺」的強大勢能下，整合升級多個品牌，

並鎖定年輕商旅新生代，加快中國中端市

場佈局，讓消費者的體驗升級。在日前中

國國際酒店連鎖加盟與特許經營展覽會

上，維也納酒店集團向業界展現旗下維也

納國際酒店、維也納酒店、維也納3好酒

店、維也納智好酒店、維納斯皇家酒店、

維也納好眠國際酒店等六大原創品牌。

(詳文請見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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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慎重旅遊、單飛旅遊等趨勢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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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韻＝編譯報道

2020年「預測季」正如火如荼地開展，

與旅行社、企業、酒店、機場等機構合作的

艾瑪迪斯（Amadeus）公司基于其2019年

的各項研究結果，也對接下來一年的趨勢

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們認為，如同其他旅

遊公司所預測：2020年將是「慎重旅遊」

(Conscious Travel) 年。

艾瑪迪斯的預測報告指出，「永續性已

成個人旅遊和住宿決策的關鍵要素，而市

面上的旅遊產品也開始回應消費者訴求。

從減少酒店塑膠用品到打造永續型度假產

品，消費者在環保住宿方面選擇眾多。如

果企業無法達到他們的標準，消費者會追

究旅遊企業的責任。」度假遊客希望旅程

為地球帶來的是好處，而旅遊行為對目的

地經濟造成何種影響，也越來越受遊客關

注。

「慎重旅行」的勢頭近期一直在增強。據

繽客(Booking.com)的《 2019年可持續旅行

報告》顯示，近3/4的遊客認為，若要為后

代拯救地球，應立即採取行動，做具永續

性的旅遊決策。該份報告還顯示，71%的遊

客認為，旅遊企業應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具

永續性的旅遊產品。此外，英國旅行社協會

（ABTA）的2019年趨勢報告還顯示，35%

的遊客自2019年起，會單憑企業的環保舉

措來做選擇。總結下來，旅遊各界品牌應

開始留意這些呼聲。

社交媒體持續主導市場

艾瑪迪斯表示，遊客衷于使用社交媒

體，是2020年的另一重要趨勢。他們喻其

為：若不上線發佈，事情就好像從沒發生

過。

他們指出，照片牆(Instagram)APP超過

5億的活躍用戶每天平均分享8,500萬張照

片。旅遊照片對于激發旅遊欲望的作用有

多強？33歲以下的照片牆用戶中，有40%表

示，旅程照片是否值得在照片牆上發佈，

是他們選擇旅遊目的地的首要考量之一。

此外，在年輕一代和新興經濟體的消

費者中，智慧手機已取代筆記型電腦，成

為搜集旅遊資料、進行旅遊預訂及內容

共用的首選平臺。因此，旅遊公司在用戶

體驗方面，必須一切都從移動設備的角

度來做考量。全球無數旅遊品牌已印證，

智慧手機和社交媒體在旅遊決策的過程

有多重要。嘉年華郵輪在圖片社交分享網

站Pinterest上針對潛在郵輪客戶購買關鍵

字廣告，即為近期案例之一。另外，貓途鷹

(TripAdvisor)在保留預訂功能的同時已轉

型成更類似于社交媒體的平臺，攜程形似

照片牆的平臺已成功將預訂功能與帖子

進行了嫁接，旅遊界巨頭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也借收購TRILL travel，推出了讓用

戶可自照片牆帖子直接預訂產品的功能。

「單飛旅遊」大行其道

「單飛旅遊」近年不斷升溫，而這塊細分

市場到了2020年還將持續增長。艾瑪迪斯

指出，過去人們總認為「單身」只是暫時性

狀態。但隨着結婚率下降，全球未婚或離

婚的單身人口也正在攀升。不過，客人單飛

旅遊，不見得就全程都獨來獨往。因此旅

遊品牌應調整產品，以迎合單飛遊客既願

社交、也要獨處的需求。

國際資料研究分析公司YouGov今年發

佈的RealTime資料顯示，57%的美國人願

意前往其他美國城市單飛旅遊，且66%的

美國人曾有過單飛旅遊經驗，或考慮未來

踏上一場單飛旅程。

此外，女性單飛遊客持續顯著增加，且

旅遊頻次超過男性。此趨勢自幾年前興起

至今一直在發展、擴大。英國航空公司2018

年發佈的全球獨行旅客研究報告(Global 

Solo Travel Study)顯示，全球近50%的女性

曾獨自去度假，75%的女性也計劃在未來幾

年內進行單飛旅遊。早在2014年和2016年，

就有旅遊企業開始就此細分市場發展做記

錄。繽客201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過半數

女性較5年之前更有意單飛旅遊。

旅遊業正以各種方式順應此巨大轉變，

如為女性設計更多針對性的產品和旅遊

行程等。舉例來說，Intrepid旅行社2018年

推出了全新的女性專屬中東探險產品，而

今年早些時候，海外探險旅行社(Overseas 

Adventure Travel)由于市場需求不斷上漲，

在女性專屬旅遊產品推出后兩個月，便對

產品系列進行了擴張。另外，多家郵輪巨頭

也因注意到了旅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取

消了長期以來向客人收取（且非常不受客人

歡迎）的單房差。

Survey

Industry Standard

全球旅遊技術公司Travelport發佈《2019

年全球數字旅客調研》，調研結果顯示，

中國旅客的數字化程度居全球領先地位，

呈現全週期、多觸點、跨代際的特點，無論

「千禧一代」 還是「銀髮族」，各年齡層皆

是數字工具和創新科技的擁躉。

每人9個旅遊APP：
智能手機的標配

中國旅客對數字工具的熱衷和熟練程

度顯而易見。調研顯示，大多數（84.2%）中

國受訪者傾向于使用移動設備搜索旅行資

訊，比全球平均值高出22.6%，也高于日本

和美國約30%。此外，82.2%的中國旅客使

用移動設備訂購旅遊產品，全球平均水平

僅為54.2%。超過半數（62.2%）的55歲以上

據悉，11月28日國際電信聯盟正式批准

「數字化藝術品顯示系統的應用場景、框

架和中繼資料」標準（標準號H.629.1）。這

是繼手機（移動終端）動漫國際標準（標準

號T.621）后，中國自主原創、主導制定的又

一數字文化產業標準成為國際標準。

當前，隨着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數字技

術與文化藝術融合發展的趨勢愈加明顯，

數字技術與文化創意、旅遊要素結合，改變

了傳統的藝術呈現形態，帶來了全新的藝

術體驗。數字技術使藝術的呈現形式越來

中國銀髮族也樂于使用智慧手機。

調研亦顯示，中國旅客愈發注重行程中

的服務細節和產品品質，無論實體設施還

是虛擬服務，他們都希望獲得更便捷、舒

適、一站式和人性化的旅行體驗，並對虛

擬實境等創新科技抱有極大熱情。

談 及 調 研 結 果 對 旅 遊 業 的 啟

示，Travelport業務發展副總裁馮克銘評

論道：「伴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消費能力

提升，中國旅客對出行體驗有了更高的要

求。旅遊業需要從‘大水漫灌’過渡到‘精

耕細作’，要優化每一個觸點、精細每一

個環節。企業可以順應中國旅客對科技的

極高接受度，通過科技手段強化產品和服

務，滿足每一位旅客的個性化需求。」

誰在影響消費決策？

中國旅客非常信任來自社交媒體的旅行

資訊，這不僅影響了他們的資訊篩選，更

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最終購買決策。與此

同時，他們也希望從專業機構和親友處得

到更多關于行程安排的推薦和建議。

全週期、多觸點、跨代際

總而言之，在數字化旅遊方面，中國旅

客的調研結果很具有代表性。從中不難看

出，中國旅客對于數字出行的接受度領先

全球，其數字工具使用習慣將對旅遊行業

產生進一步影響，移動搜索、移動支付和

語音搜索都是旅遊服務提供者應當重點發

力的領域。

Travelport業務發展副總裁馮克銘先生表

示：「中國旅遊消費者已成為旅遊數字化

時代的先行者。作為以科技為主導的旅遊

商務平臺，Travelport洞悉中國消費者的特

點，我們將在數字化和移動搜索方面不斷

發力創新，賦能旅遊服務企業，說明它們

更好地回應終端消費者的需求，在充滿機

遇的中國市場蓬勃發展。」

中國各年齡層旅客數字化程度領先全球

中國主導制定又一國際數字文化產業標準

《使用移動設備訂購旅遊產品》

調查顯示，

75%的女性
計劃在未來幾年內
進行單飛旅遊。

《使用移動設備搜索旅行資訊》

61.6%

84.2%

全球平均 

中國

全球平均 

中國

越豐富，讓藝術欣賞不再受到時間、空間的

限制，美術館、博物館中的藝術品通過數

字化高清細膩的顯示，生動展示在觀眾面

前，進入千家萬戶，滿足大眾對美的需求。

文化和旅遊部高度重視數字文化產業標

準建設。2017年以來，文化和旅遊部組織

京東方集團、北京郵電大學等單位開展了

H.629.1國際標準的起草工作，並多次派出

工作組參加國際電信聯盟相關會議。該標

準于2018年7月在國際電信聯盟獲得立項，

經過3次會議討論審議，2019年10月17日，

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國際電信聯盟第16

研究組全體會議上順利通過審議，標準號

H.629.1。經過全球公示后，于2019年11月28

日正式批准。

H.629.1國際標準主要內容包括數字化

藝術品顯示系統的應用場景、系統框架結

構、顯示終端的顯示性能參數及相關測試

方法、中繼資料規範（內容提供者中繼資

料、顯示終端參數中繼資料、數字化藝術

品中繼資料），為國際市場提供了一整套數

字化藝術品顯示的系統標準，明確了數字

化藝術品顯示的國際性技術規範。H.629.1

國際標準從立項到正式批准僅用時16個

月，充分體現了中國在數字藝術顯示領域

的國際領先地位，展現了文化自信，不僅填

補了數字藝術顯示領域國際標準的空白，

也將為中國數字藝術展示產業進一步創新

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下一步，文化和旅遊部將充分利用中國

數字文化產業標準工作的有利契機，扎實

開展標準的產業化應用推廣。落實建設「數

字絲綢之路」倡議，加強標準的國際宣傳推

廣，更加積極主動的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

為全球文化產業的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54.2%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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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19，幾條令人看起來心一驚的大事說起來都不免驚天動

地，攪得市場一池春水至今餘波盪漾。還好大興機場的順利啟用，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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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重要趨勢，亦看出未來市場發展實不容各界悲觀。當務之急仍是，找

到轉型的方向，奮力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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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科技迅速發展帶來的各種變化。比

如，Thomas Cook核心業務之一的航空公司Thomas Cook核心業務之一的航空公司Thomas Cook

板塊，依然立足于包機領域的業務，即從英

國出發飛抵度假地的模式，但如果航空公

司完全或者過度依賴于旅遊業務，其實風

險很大。

旅遊集團在其主營業務上的頂層設計及

戰略轉型，必須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需求，

從戰略視角去規避高風險的發生，尤其是

核心業務和利潤貢獻板塊。傳統旅遊集團

進行資源類的擴張與利用時，重資產的配

置常會給旅遊企業發展帶來較大的負擔，

有時甚至未能助力企業的正向發展，反而

成為導致企業負擔過重的高危因素。

中國的旅行社在發展過程中，應該要在

取得效益和堅持品質中找到最佳的平衡

點，也是考驗企業管理的智慧和能力，沒

有利潤的品質不足以堅持下去。

此外，近年來隨着互聯網及科技的發

9月23日，全球歷史最悠久的旅遊公司英

國托瑪斯庫克集團宣佈破產清算，受到這

項消息影響，持有托邁酷客（Thomas Cook 

China）多數股權的復星旅遊文化集團發佈

聲明稱，旗下托邁酷客業務不受影響，並

在11月4日深夜發佈公告，復星旅文將斥資

1,100萬英鎊（約合1.003475億元人民幣），

收購Thomas Cook品牌以及酒店品牌Casa 

Cook、Cook、Cook Cook's Club。

這一最新進展是在復星早些時候拯救托

瑪斯·庫克（Thomas Cook）免于破產的救

援協議失敗后出現的，該集團被迫在9月份

申請清算，它的崩潰引發了英國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救援行動，使15萬名

滯留國外的度假者回國。

復星旅遊文化集團是托瑪斯·庫克的最

大股東，在8月份提出的9億英鎊救助計劃

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該集團曾出價4.5億英

鎊，換取該公司旅遊運營商業務的多數股

權和25%的航空公司股權。

歐洲度假市場疲軟，英國退歐對經濟影

響的不確定性打壓了出行需求，加上低成

本航空和線上旅遊企業也帶來一定的競爭

壓力，導致托瑪斯·庫克集團利潤率萎縮，

深陷債務危機。早在2019年初，托瑪斯·庫

克集團就表現出拆分其旗下多項業務的意

向。

在經歷了數月的談判后，托瑪斯·庫克集

團宣佈該公司、復星旅遊文化集團及其附

屬公司、核心貸款銀行、2022和2023年的主

要債券持有人之間就主要商業條款達成重

組協議。復星旅遊文化集團將向托瑪斯·庫

克集團注資4.5克集團注資4.5克集團注資 億英鎊，同時獲得托瑪斯·庫

克旅遊業務至少75%的股權及其航空業務

25%的股權（由于復星是一家非歐洲實體，

無法獲得其航空業務的多數股權）。托瑪

斯·庫克的貸款銀行和債券持有人將提供

另外4.5億英鎊，並獲得上述兩項業務的剩

余股權。

這是復星繼收購法國度假村品牌地中海

俱樂部后，在歐洲第二大規模的旅遊業投

資。未來復星或將這兩大業務板塊進行整

合，大力進軍歐洲旅遊市場。

Lessons Learned

內外部皆遭遇衝擊，
旅行社轉型發展要加速 

Thomas Cook破產在表面看是資金鏈的Thomas Cook破產在表面看是資金鏈的Thomas Cook

問題，股票下跌、融資不夠等，但其從實質

看，是企業遇到了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

的實質性災難，從外部環境到內部發展，

都遭遇衝擊。

從經濟發展的外部大環境來看，Thomas 

Cook面臨了英國整體經濟下滑所帶來的需

求快速萎縮，再加上市場激烈競爭態勢下

未能如期收效的擴張，同時英國脫歐所帶

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也令其投資者

們失去了信心。

從企業發展的內部因素來看，Thomas 

Co ok可能未能完全跟上時代發展尤其

展，傳統旅行社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一些

傳統旅行社仍然在固守原來的操作模式，

而互聯網打破了傳統旅遊資源和客源之間

的資訊不對等，導致傳統旅行社利潤空間

的減少甚至消失，但依然有部分旅行社轉

型成功找到自己的市場和發展道路。

任何一個旅行社或者任何一個企業都可

以在別人的失敗中，尋找到自己可能也存

在的問題甚至是陷阱，轉型發展要加速，

科技研發和使用要再提升，利潤和品質要

齊頭並進，風險防控和應變的能力要加

強，傳統旅行社的轉型、升級，從快速、野

蠻生長到品牌化、高品質發展的過程，偏了

哪一頭，都可能有問題，沒有業務發展帶不

來利潤，不重視品質就沒有更遠的未來，

中國任何一家旅行社都要有緊迫感。

旅遊行業的競爭
不再只是銷售和渠道

今天的中國旅遊正在發生很多變化，旅

遊者、旅遊方式、旅遊需求、獲客渠道、生

產設計、供應鏈條都在變，在經過20年的

蓬勃發展以后，中國的旅遊業進入了一個

“Bye Bye 2019, Welcome 2020”

Thomas Cook宣佈破產
復星確認收購其旅遊和航空業務

春秋旅遊

副總經理周衛紅

Lessons Learned

內外部皆遭遇衝擊，
旅行社轉型發展要加速

攜程旅行主題遊

業務負責人許義

旅遊行業的競爭
不再只是銷售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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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大興機場是否對現
行旅行社的操作帶來

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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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發展階段。

以往的旅遊需求已經不斷被滿足，但新

的人群正在出現，流量渠道變的多元、產品

鏈條不斷縮短、貨架電商漸漸乏、新的模

式不斷生長。

新一波的行業內的年輕人士認為貨架模

式的OTA對應今天的遊客需求，已然是傳

統旅遊了，而OTA的模式也不斷改變，今年

幾乎所有有流量的旅行APP首頁都是圖文

筆記，其他，像拼多多開始做旅遊、喜馬拉

雅也可以成為旅遊獲客來源、返利網的銷

售旅行產品模式、小紅書上火爆的流量和

旅遊產品如何產生關聯，都是線上旅遊行

業不斷演變過程中的新產物。

今天世界的變化和反覆運算速度超越了

任何以往，只要事物開始變化，結果出現

的速度總會是驚人的快，整個旅遊行業從

早年紅利期的粗放經營、迅猛擴張、只關

注流量和增長，到今天真正關注經營效率

和企業的盈利能力，經營重點也必須重新

回歸到產品服務本身。

過去的旅遊行業，賣出一件旅遊產品和

賣出一件衣服沒有實際的區別，老旅遊過

多的依賴于銷售而忽視產品和服務本身，

導致從商品屬性的角度和其他行業沒有任

何不同。

在今天這樣的經濟環境和週期下，人力

成本、稅務成本、管理成本等都讓無論規

模是大是小的企業，都必須真正關注到獲

客成本和經營效率。

旅遊從業人員的素質也參差不齊，有大

量的人靠資訊不對稱和政策的時間視窗就

可以賺到不錯的收入，但是今天的行業環

境，對旅遊行業的經營人員尤其是創業者

的挑戰是巨大的，需要對流量、產品、使用

者和公司管理都有相對綜合的認知和能

力。當前「新旅遊」做的最好的幾個公司，

創始人的出身背景都不是來在于旅遊行

業，旅遊行業的競爭也不再只是銷售和渠

道，還有產品設計、服務體驗、流程管理和

品牌營銷。

當然，在中國這樣量級的旅遊消費市

場，傳統旅遊的生存空間短期內將依然存

在，但希望改變的人都著眼于未來。

香港抗議活動仍未平息

影響旅業甚劇，訪港人次持續負成長

香港今年以來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對香

港旅遊業的確影響甚鉅，尤其自7月以來，

連月訪港旅客人次呈現負成長，8~10三個

月每月皆同比下滑30%以上，光10月份即下

滑43.7%，致今年1~10月份總訪港人次較去

年減少4.7%。

活動對旅遊業界與MICE組辦方的信心

產生了動搖，原本業者評估香港的抗議活

動，影響應該很短暫，香港龍舟嘉年華之所

以被取消是因為舉辦場地剛好在抗議活動

的附近；香港其他部分都非常安全，相信

旅客依然對于來香港旅遊有信心。

不過，根據香港中國旅行社代表表示，

抗議活動的影響持續發酵，因為香港作為

活動舉辦地，穩定性出現危機，便可能會

影響MICE組辦方對香港的信心，甚至影

響他們決定要不要把國際活動放在香港

舉行。

業者表示，很多客戶每天都來詢問最新

發展，可見抗議活動對香港的形象還是造

成了一定影響。對于想要爭取活動的香港，

這也意味着未來在準備報價時，要花更多

力氣和精力去說服客戶。在抗議期間，旅

行社的作法就是避免旅客到活動附近，以

免客人行程受到影響。但是一些自由行旅

客有透過OTA取消行程，很多東南亞的自

由行旅客都因為安全問題決定先觀察再預

定。事實上，新加坡、馬來西亞、南韓、越

南、台灣等市場皆出現大幅衰退。

香港旅遊發展局已建議旅客避免前往抗

議區域，但強調香港其他地方仍然正常，

旅遊活動不受影響。主要的交通樞紐或酒

店、購物中心和景點所在地若出現大規模

的抗議活動，確實會造成旅客的不便。旅

發局會繼續密切監察發展，有任何變化，

就會向交易伙伴和訪客通報最新資訊。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于9月25日迎來首航，

這也標誌着該機場正式投入運營，北京進

入雙樞紐機場時代！當天，大興國際機場

迎來7架次航班，分別由中國國際航空、東

方航空、南方航空、廈門航空、河北航空、

中國聯合航空、首都航空執飛。迄今已有至

少15家航空公司完成進駐，包括7家國內航

空公司及8家境外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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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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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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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副總經理孔越指出，

大興機場是目前世界最大的綜合交通樞

紐，航站樓綜合體總建築面積約143萬平方

米，預計到2020年，年旅客輸送量將達4,500

萬人次，到2025年，年旅客輸送量將達

7,200萬人次，國際航班占比將達到30%。

需要更為細緻的
出發引導

大興機場順利啟用后，目前看來對于旅

行社整體工作影響並不大，但是對于旅行

社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更為細緻的要求。例

如，有些航空公司的部分航班轉移至新

機場，對于遊客來說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

方，因此在出行前，需要旅行社作出更為

細緻的出發引導工作。

在眾信旅遊的出團通知中，會為客人標

注出具體集合地點，也會把集合機場做特

別的標注，另外領隊會電話聯繫每一位客

人確保客人前往正確的機場進行集合。此

外像國航、芬航等航空公司在大興機場和

首都國際機場均有航班，因此遊客在出境

時需要特別關注下具體出發機場，以防走

錯、延誤出行。

再者，大興機場較首都國際機場而言距

離市區較遠，建議住在北邊、東邊的遊客

出行要特別注意時間安排，至少提前三小

時到達機場辦理相關出境手續。

大興機場4家門店
投入一站式服務

近日，大興機場正式投運，吸引了不少旅

客爭相趕來打卡。攜程大資料顯示，今年

十一期間，前往大興機場的旅客中，9月30

家門店

▼  約旦對華簽證持續簡化，中國遊客逐步

邁向約旦一地深度遊。中國赴約旦旅遊

人次大幅增加，主要得益于對中國遊客

簽證的利好政策帶動，並得到中國業內

伙伴的大力支持。

▼  秘魯借進博會展示獨特旅遊資源，

2020年啟動簽證利好計劃。日前，借

著進博會舉辦，秘魯展示獨特旅遊資

源，並宣佈將于2020年啟動簽證利好計

劃。

▼  緬甸對中國遊客落地簽政策延期至2020
年。緬甸對持普通護照短期赴緬甸旅遊的

中國公民試行的落地簽政策，延期一年至

2020年9月30日。

▼  烏茲別克斯坦將給予中國公民免簽待

遇。自2020年1月1日起，給予持有往返機

票、乘國際航班抵達烏茲別克斯坦的中國

公民最長停留7天的免簽入境待遇。

▼  應對自由行人數增長，日本電子簽上海領

區9月開始試點。日本電子簽上海領區于

9月提前試點，今年10月起上海領區（包括

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江西）全面實施

網上申請赴日旅遊簽證。

▼  斯里蘭卡免除簽證費用，簽證中心中文

官網首創赴斯一體化通道。電子旅行許可

（ETA）中文官網于今年9月中旬正式上線

啟用。

▼  中國遊客赴泰免落地簽證費措施再延至

明年4月。泰國決定將目前對包括中國在

內的約20個國家和地區遊客實行的免落

地簽證費措施再延長至2020年4月30日。

▼  伊朗7月正式官宣中國公民前往伊朗可免

簽停留21日。

▼  愛爾蘭7月1日起對中國公民開放5年多次

簽證。有良好旅行記錄的普通旅行者可申

請。

▼  中國與亞美尼亞簽署互免簽證協定。中國

與亞美尼亞于今年5月26日簽署了互免持

普通護照人員簽證的協定。

▼  阿爾巴尼亞對中國等國實行旅遊旺季免

簽政策。在2019年旅遊旺季給予中國等8
個國家免簽證待遇。

▼  哈薩克1月發佈72小時中轉免簽及電子簽

證政策。首次向中國公民開放電子簽證，

從此赴哈旅行更便捷。

▼  烏克蘭1月1日起對中國公民實施電子簽

證政策。烏方自2019年1月1日起對因商

務、旅遊、醫療、探親、文體科教交流、媒

體等事由赴烏的中國公民實施電子簽證

政策。

▼  新加坡給予中國公民有條件96小時過境

免簽。自2019年1月28日起，新加坡給予符

合條件的中國公民往返第三國過境新加坡

96小時免簽證入境待遇。

▼   上海10月揭幕首個中國郵輪旅遊發展示

範區。在上海寶山召開的2019亞太郵輪大

會（Seatrade Asia Pacific）上，上海市委

書記李強出席為中國首個郵輪旅遊發展示

範區揭牌。

▼   青島計劃2020年建成東北亞區域性國

際郵輪母港。目標到2021年，接待海內外

從TTG China網站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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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行的人數占比最高，成都位居十大熱

門客源地第一位。為此，攜程在大興機場

的4家門店也投入運營，向國內外旅客提供

現場咨詢、酒店和旅遊產品預訂等一站式

服務。

攜程4家門店正式在大興機場開門迎客，

分別位于國內到達層和國際到達層，服務

國內遊客和入境遊客。其中，國際到達層的

服務櫃檯工作人員在提供英語等多語種服

務的同時，也配備了翻譯機，實現無障礙溝

通，並向旅客提供現場咨詢、酒店、北京城

市通票CityPass和旅遊產品預訂等一站式

服務。對于遇到航班延誤的旅客，門店將

篩選出機場周邊的酒店供旅客選擇，協助

大興機場和航空公司全力做好服務保障。

面向過境中轉遊客，攜程還開發了144小時

過境免簽旅行產品，包括可接待外賓的酒

店、景區門票以及一日遊產品等，讓入境旅

客利用轉機的時間感受北京的獨特魅力。

根據攜程與大興機場簽署的戰略合作協

定，雙方還將在空空中轉、空地聯運、精准

營銷等領域進行深入合作，提供連接大興

機場的全方位、立體化出行解決方案。另

外，攜程APP「航班助手」即將上線大興機

場平面圖、機場行李寄存點和臨時身份證

辦理處查詢等服務，讓旅

客出行更便利。

繼澳洲航空、阿聯酋航空相繼取消A380

訂單后，空中客車公司在2月14日宣佈將

于2021年停止交付空中巨無霸A380。除了

A380運行成本為航空公司帶來的壓力，這

也反映了航空市場形態的轉變。

有分析指出，A380在設計之初，目標是

迎合正急速擴張的航空市場，並在改革國

際樞紐間連接的同時為運行商帶來高利

潤。然而，實際情況卻是，A380因為容納

更多旅客而減少了可彌補上座率不足的貨

運空間，因此結合上座率、航行距離和燃

油成本來考量，除非每一趟A380航班都全

滿，不然運行成本會使得航空公司入不敷

出。另一方面，航空市場的形態在近幾年也

有所改變。能將客人從國際機場直接載至

國內區域型機場（而非國際樞紐對國際樞

紐）的雙引擎中遠端寬體客機越趨流行，也

加劇了巨無霸機型務實性的衰退。

不止空客，波音今年也遇到重大麻煩。

737 MAX機型于衣索比亞墜毀致機上157

人全部遇難后，今年3月全球全面停飛。這

是該機型5個月之內發生的第二起致命墜毀

事件，震驚全球。該事件造成國際旅業對該

機型及波音公司的發展產生重大質疑。此

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在第二次

波音737 Max系列客機安全複飛討論會上

發表公告，督促各國航空安全監管機構繼

續按照技術驗證要求與時間表協調努力，

確保波音737 Max系列客機安全復飛。

直至2019年5月1日，共有58個國家和地

區頒布對737 MAX的停飛指令，全球所

有380架737 MAX 8（352架）和737 MAX 9

（28架）已全部停飛。其中，中國南方航空

擁有16架737 MAX，另外通過向租賃機構

租賃8架的方式，以24架737 MAX的規模

與美國航空並列為世界第二大737 MAX機

隊。中國東方航空擁有14架737 MAX（11架

由上海航空運營），中國國際航空則擁有

15架。

航空業出現亂流，
A380停產、波音
737 MAX停飛

遊客1.2億人次，實現旅遊消費總額2640
億元。

▼  皇家加勒比10月慶祝進入中國十周年，

世界最大郵輪2021年中國啟航。充分彰

顯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對中國市場的重

視。

▼   雲頂郵輪揭曉星夢郵輪首艘20萬噸「環

球級」郵輪「環球夢號」。亞太郵輪史上

最大母港郵輪「環球夢號」將于2021年初

下水。

▼  地中海榮耀號2020年6月17日開啟中國

首航。標誌著中國郵輪市場即將進入「旗

艦時代」。

▼  歌詩達威尼斯號2019年5月開啟上海母

港航線。專為中國市場定制的歌詩達·威

尼斯號，正式加入歌詩達亞洲船隊。

▼    歌詩達郵輪新船Costa Firenze將于

2020年12月抵達中國。其為歌詩達·威尼

斯號的姊妹號。

辦理處查詢等服務，讓旅

震撼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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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決定于2021年合作舉辦文化旅遊

年。中法雙方將共同促進文化創造和人

文交流。

▼   新西蘭旅遊部長7月訪華，為2019中
新旅遊年助力。深化新西蘭和中國的關

係。

▼   意大利加大中國市場推廣，迎接2020年
中意文化旅遊年。將迎來一輪文旅交流

熱潮。

▼   「中國-老撾旅遊年」啟動，目標2019接
待百萬中國遊客到訪。

▼   2019中國太平洋島國旅遊年啟動，新赫

里多尼亞積極提升知名度。2019年將為

中國遊客提供定制服務。

▼   攜程集團與TripAdvisor戰略合作，

成立合資公司。11月6日，攜程集團

和TripAdvisor, Inc宣佈達成戰略合作伙

伴關係並擴大全球合作，合作內容包括

成立合資公司、達成全球內容協定以及

公司治理協定。

▼   萬豪借阿里合資本土化平臺活絡會員

體系。今夏從美食、下榻、出行三個方面

出發打造層次豐富的旅途體驗，此系列

活動也是今年萬豪旅享家啟動多次主題

旅遊產品之一。

▼   凱悅攜手如家共創合資公司，新品牌

聚焦中高端商旅市場。凱悅旗下關聯公

司攜手如家酒店連鎖（中國）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合資酒店管理公司，並創建全

新酒店品牌，將面向中高端市場、中國

年輕商旅出行人士。

▼   維京遊輪與招商局集團組建合資公司，

打造全球高端郵輪品牌。4月8日，維京

遊輪與代表招商局集團的招商局蛇口工

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署諒解備

忘錄。

▼   皇家加勒比與巧虎跨界合作，攜手打造

全新的海上奇趣親子世界。

▼   皇家加勒比與賓士V級MPV開展跨界合

作。在中國市場打造海洋與陸地「無縫連

結」的尊享出行體驗。

▼   昆士蘭旅遊局攜手周大福及懶人聽書

APP開啟跨界營銷。

▼   世茂喜達為千禧一代打造新品牌「凡

象」，著重智慧科技開發及跨界合作。

▼   攜程美國伊利諾州主題門店落戶北京，

打通線上線下全面服務。繼今年五月份

于上海開設攜程聖地牙哥主題門店后，

美國旅遊推廣局在北京開設的中國第二

家、北京首家美國主題門店。

▼   首家布列塔尼旅遊主題店落地北京，

凱撒旅遊深挖法國西部旅遊精華。通過

一種全新視角帶領中國遊客踏上這片土

地。

▼   首家以色列主題門店4月正式開業，推

出多樣赴以旅遊新路線。主題店在北京

未來廣場購物中心一層正式開業。

▼   5G+VR賦能景區提供創新體驗，引領文

旅產業可持續發展。VeeR和上海中心合

作推出的VR大賞空間亮相上海中心，前沿

科技元素為上海中心帶來旅遊效益。
▼  旅遊新業態的大資料應用，朝四大方向

前進。中國旅遊研究院分享研究旅遊新業

態的路徑、困難及發展方向，要實踐大資

料應用，可以朝四大方向前進。

▼  人工智慧優化客戶搜索效率，助力提升用

戶體驗。市場對搜索速度、準確性及相關

性的要求越發提高。

▼  同程藝龍加大佈局智慧化技術應用，

從OTA轉型升級ITA。通過技術及服務創

新提升使用者體驗。

▼  酒店業重視科技創新應用，新創企業發

揮優勢壯大合作前景。初創企業在酒店

相關領域發展自身產品和服務時，應先瞭

解酒店需求，研發相關創新技術與服務概

念，滿足市場需要。

▼ AI智慧場景應用技術走入酒店，打造用戶

體驗經濟。酒店智慧場景服務科技商「鹿

馬智慧」積極研發AI場景應用技術創新，

讓酒店更好獲取核心用戶的真實需求。

▼   攜程3月發佈定制遊報告，2019年有望成

高端定制元年。北上廣深定制遊需求升

級，高端定制遊市場初顯規模。

▼   定制遊2.0時代，旅客追求像本地人一樣

的自在體驗。定制遊產品也可以加入放心

便捷、隨心隨性的附加項目。

▼   「定制師」精准滿足消費者需求，引領旅

遊消費新趨勢。凱撒旅遊推出定制子品牌

「明智優選」，由「定制師」提供私人定制

旅遊服務，引領旅遊消費新趨勢。

▼   定制遊時代要夯實主題類產品的廣度與

深度。主題產品的成功核心，則在于產品

的整合和調動能力。

▼   中國邁入定制旅遊時代，業界7月推進定

制遊標准。中國旅遊研究院與攜程旅遊、

凱撒旅遊、鴻鵠逸遊、指南貓、不二之旅

等共同發佈了《告定制旅行業者書》，幾大

旅行社宣示愿意積極加入定制旅行的發

展進程。

▼   中國定制遊邁向標準化、精細化、規模

化。根據7月于北京舉行的2019全球定制

旅行高端峰會暨定制資源對接大會，中國

定制遊正邁向正標準化、精細化、規模化

發展。

▼   大型體育賽事如何影響旅遊市場和旅遊

產業？從實際資料來看，可以印證大型體

育賽事對區域經濟具推動能力。

▼   凱撒旅遊戰略合作體育總局社體中心，

力拓全民健身下沉市場。9月，凱撒旅遊

與國家體育總局社會體育指導中心達成戰

略合作，通過打造一系列戶外徒步賽事和

健走活動，力拓潛力巨大的全民健身下沉

市場。

▼   Club Med與中國滑雪協會達成合作協

定，助力中國冰雪運動發展。積極支持國

家冰雪運動產業、打造冰雪假期、推廣冰

雪文化。

▼   緊抓北京冬奧會契機，加拿大BC省宣傳

高端冰雪之旅。展示其豐富的冬季旅遊資

源和多姿多彩的戶外活動。

▼   「2019年中芬冬季運動年」1月啟動，王

凱擔任芬蘭冰雪旅遊大使。借此推廣冬季

運動。

▼  以長白山冰雪為引領，三大戰略打造吉

林省新增長極。包括「一圈二帶一環空間

和產業佈局」、「三大雪區」和「六個IP」戰
略。

▼  中國赴南極遊客12年增長百倍，Q4有望

突破1萬人次。玩遍全球后，終極旅行目的

地南極進入中國人的旅行清單。

▼  愛彼迎全球招募南極科學考察團志愿

者。愛彼迎攜手非營利環保機構Ocean 
Conservancy（海洋保護協會）9月正式啟

動南極科學考察項目。此次科考項目將招

募5名熱忱的志愿者。

▼  極地旅遊市場前景廣闊，業者積極投入

極地產品開發。南極旅遊產品正迅速從小

眾探險遊產品快速轉向更面向一般遊客的

多元旅遊產品。

▼  凱撒旅遊正式加入國際南極旅遊組織

協會。成為國內極少數擁有這一國際極地

組織會員資格的旅行社。鞏固行業領軍地

位。

▼  錦江旗下康鉑品牌旗艦酒店開業，

創新呈現中端輕奢酒店。康鉑品牌

（Campanile）是錦江集團旗下創新發展

的品牌之一，預計到2019年底將成功覆蓋

30座城市。

▼  得中端酒店市場者得天下？希爾頓磨刀

霍霍重塑中端品牌。推出新版希爾頓花園

品牌，希望可以搶佔市場先機。

▼   雅辰悅居以全新品牌概念亮相京滬，為

旅客打造創新綜合空間。今年九月，雅辰

悅居于上海虹橋雅辰悅居酒店正式推出其

秉持「文化是人與生活的交集」的創意品

牌概念—「集」。

▼   看好中端和年輕市場，香格里拉集團發

力盛貿及今旅品牌發展。香格里拉集團在

4月舉辦的年度路演活動分享未來集團在

大中華區的品牌發展動態。

▼   世茂喜達發佈中端酒店品牌「凡象

ETHOS」。是專為中國千禧一代旅行者量

身打造的中高端生活方式品牌，預計今年

第四季度將在廈門、武漢兩地開業。

▼   北京環球度假區10月正式公佈入駐中國

七大主題景區。除北京環球影城主題公

園外，北京環球度假區還擁有北京環球城

市大道和兩家度假酒店。

▼   斥資5.5億美元打造，上海樂高樂園度假

區2023年后開園。11月6日，丹麥樂高品

牌正式宣佈全球領先的家庭娛樂主題樂

園度假區—樂高樂園主題度假區選址上海

市金山區。

▼   HELLO KITTY主題樂園落戶三亞，預計

2024年開園。成為海南首個國際IP品牌主

題樂園。

▼   凱悅宣佈實施三項大幅減少一次性塑

膠使用的全球舉措。包括在2021年6月
前將沐浴用品更換為大尺寸裝，並減少

一次性瓶裝水的使用。

▼  菲力浦島新遊客中心啟用，可持續發展

原則下提供多元會獎體驗。大大提升企

鵝歸巢項目的接待能力和遊客體驗，並

將和一系列活動串聯起來，為會獎勵團

隊帶來更多融合澳大利亞元素的活動體

驗。

▼  阿提哈德航空和波音就787夢幻客機和

可持續發展展開合作。共同聚焦航空業

的創新、成本效益和環境保護。

▼  萬豪亞太區酒店運營繼續踐行可持續

發展理念。從酒店主導倡議到區域和全

球倡議，萬豪不斷地尋找創新方式來確

保運營更具可持續性。

▼  文華東方旗下全球酒店2021年3月前停

用即棄塑膠產品。以實踐可持續發展的

承諾。

▼  六善養生酒店集團持續推廣可持續理

念。自2012年起，六善集團每年都會收

集旗下酒店的可持續實施報告資料，展

示減廢回收、採購可持續食品、關注本

地社區、棄用塑膠、保護自然生態等成

果。

▼  芬蘭旅遊局9月提出全新倡議「可持續

的芬蘭旅遊」（Sustainable Travel 
Finland）。

▼  阿航致力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6月開

始使用紙質吸管。將很快在全部航班上

淘汰塑膠吸管的使用。

▼  洲際酒店集團入駐支付寶小程序，推

進行業數字化自運營。為其中國會員提

供更為便捷化與當地語系化的使用體

驗。

▼  新西蘭大中華區旅業洽談會收官，培訓

小程序同步首發。成為首個由海外旅遊

局自主開發的培訓類小程序。

▼  凱悅推出微信小程序，進一步升級數字

化便捷體驗。凱悅天地會員通過小程序

預訂併入住參與計劃的凱悅旗下酒店及

度假村，可尊享多重會員優惠及積分獎

勵。

▼  IMEX America 9月成功舉辦，微信小

程序「智薈維加斯」正式上線。本屆展

會吸引了150多個國家的3500多家參展

商到來。

▼   迪拜旅遊局打造升級版「遊迪拜小助

手」微信小程序。創新性地推出10個中

文語音導覽行程，讓初來乍到的中國遊

客能通過微信輕鬆無憂遊覽迪拜。

▼   昆士蘭州6月上線全新城市體驗類微信

小程序。進一步提升昆士蘭在中國市場

的認知度，並為用戶提供便捷的操作和

流覽體驗。

▼   香格里拉集團6月全面推出微信小程序

和線上支付功能。是推動數字化技術應

用方面實現的重要突破之一。

▼   奧地利國家旅遊局5月推出「維也納文

化享受」小程序。分享當地人文旅遊資

源。

▼   斯德哥爾摩與騰訊旅遊合作4月發佈官

方微信小程序。幫助中國遊客輕鬆定制

出行計劃，享受便捷的瑞典首都之旅。

▼   中國為最大海外客源，華盛頓特區推出

小程序強化自由行產品。中國為其最大

海外客源市場。

▼   洲際酒店集團推出小程序，全面升級

IHG®優悅會微信公眾號。為IHG®優悅會

中國會員提供更為便捷化與當地語系化

的移動服務使用體驗。

趨勢8
增長態勢明確，高端定制旅遊漸
成主流 

趨勢3
「文化旅遊年」持續成為旅遊
交流領頭力量

趨勢5
不再單打獨鬥，跨界合作翻轉
旅遊新營銷

趨勢6
線下旅遊主題門店一一問世，
實體展現當地魅力

趨勢9
體育遊、冬奧冰雪遊進入中國遊
客視野

趨勢12
國際度假區持續前仆后繼搶進
中國

趨勢14
數字服務升級，微信公眾號、
小程序成標配

趨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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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地

趨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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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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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趨勢無法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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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旅遊興起，旅遊業者加碼
投入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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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爆炸性成長
郵輪業者轉向可持續性發展

即便對未來幾年市場變化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郵輪業者深耕佈

局中國市場的步伐都非常一致，並不斷推動進步和創新。而在積極部

署的同時，建立起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系統也是大家的共識，以期讓

各個郵輪的運力有所平衡。郵輪業者亦相信未來市場會有轉變，會從

較短的航線逐漸地向較長的航線改變，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各
大郵輪公司表達了對中國市場及整

個亞太地區郵輪產業的樂觀態度，

並披露未來戰略計劃，多個郵輪公司在未

來幾年內向中國市場部署更多和更大的船

隻，瞄準的都是從「看熱鬧」轉變為「講體

驗」的中國消費者。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亞太郵輪產業，

那就是驚人的；中國是市場取得重大進展

的驅動力，進入中國市場十周年，皇家加

勒比近日最新宣佈旗下綠洲系列第五艘

遊輪WoWoW nder of the Seas將從中國啟航，該

正在建造的第五艘郵輪將于2021年部署

上海，這將是世界最新、最大的郵輪，充

分彰顯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對中國市場

的重視。」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全球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邁克·貝勒先生（Michael
Bayley）表示，皇家加勒比在推動中國郵

輪行業發展做出巨大的貢獻，每年都有新

的郵輪部署中國，同時也不斷增加越來越

多目的地港口航線，雖然全球郵輪行業面

臨一些拐點，但郵輪的遊客數量仍在不斷

上升，中國的遊客增長達到30%，與此同

時，中國的郵輪行業的發展也為當地的產

業發展帶來益處，比如在船供方面，當地

的船供採購為中國當地的船供行業帶來了

新的發展。

未來還將引進最大郵輪，顯示出皇家加

勒比對中國市場未來的承諾，在過去十年

皇家加勒比見證了郵輪產業的快速發展，

見證了中國市場的爆炸性發展，未來皇家

加勒比都將持續推動市場的可持續性發

展。

嘉年華集團總裁與首席執行官Arnold
Donald先生表示，嘉年華集團現在在中

國各個地區共有六艘船，明年還會在中國

市場投入第三艘專為中國市場打造的郵

輪，集團在中國市場投入巨大承諾和投

資，預期中國在未來會成為全球最大的

郵輪市場，將尋求新的發展方式以實現此

目標。比如，和中船集團在郵輪產業的五

年發展計劃進行相應合作，在中國建造

相應的郵輪，與此同時也和運營公司進行

合作；集團旗下歌詩達郵輪日前也與海南

省、三亞市政府簽署三方合作協定，部署

2020年全新以三亞為母港的季節性郵輪

航線。

他認為, 在郵輪行業中，要建立起相應

的生態系統這樣才能促進整個郵輪市場

和產業的發展，此前上海寶山區也發佈未

來在區域內的郵輪產業園區發展計劃，將

會覆蓋郵輪的設計、製造、人才培養以及

郵輪行業的監管等等，這些對郵輪行業的

發展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地 中 海 郵 輪 董 事 會 執 行 主

席Pierfrancesco VaVaV go先生表示，有三百

年航海世家歷史的MSC地中海集團現在是

在全球排名第二的郵輪公司，第一艘船地

中海抒情號于2016年來到中國市場，2018

年再將地中海輝煌號部署到中國市場，第

三艘地中海榮耀號則將在2020年抵達中

國；17.2萬噸的地中海榮耀號，總長316米，

載客量達5,686人6人6 ，明年6月將會在會在會 上海開啟

首航，艙房數2,217間，屆時將成為進入亞

洲母港運營的郵輪中，總登記噸位最大的

一艘。

這艘巨無霸郵輪上最大的特色是設計，計，計

最獨特的景觀是由長達80米的LED天幕覆

蓋，由1.4億枚LED燈泡和1,450塊LED螢幕

打造出的榮耀大道，將每日上演晝夜不歇

的海上天幕秀，呈現出清幽的山林美景、

淡雅的水墨山水或是華美的宮廷畫場景，

為遊客帶來一場場視覺盛宴。榮耀大道兩

側餐廳酒吧雲集，購物名店環繞，白天是

船上熱鬧非凡的社交中心，夜晚則可變身

為派對現場。遊客還可以在這裡踏上由6萬

余顆施華洛世奇水晶鋪就的樓梯盡情合影

打卡。

其次是科技，全球郵輪行業首個人個人個 工智

慧語音助理ZOE的加盟豐富了「我的MSC

智慧郵輪計劃」，進一步升級了集導航、資

訊查詢、行程預訂、定位、聊天、付款等多

項功能于一體的智慧郵輪生態體系，為賓

客打造更加高效互聯的郵輪新體驗。ZOE

除了能夠使用包括中文在內的7種語言提

供智慧化語音服務，還可作為藍牙音箱使

用，擁有專業品質的揚聲器與遠場麥克

風。

雲頂香港集團總裁Colin Au先生則表

示，雲頂集團旗下的首艘環球郵輪預計在

2020年到達中國，第二艘環球計郵輪將在

2022抵達。消費者對于品牌的認可認可認 及市場

定位，對郵輪發展來說非常重要，所以在

中國市場需要培養相應的消費者理念。中

國消費者對于品牌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刻，

郵輪有了品牌定位，對消費者來說便能夠

更好理解，郵輪公司還可以和旅行社進行

合作促進未來需要追尋的可持續發展。

部署計劃一波波，市場上會不會

出現供過于求的情況？ 

Michael Bayley先生：多個郵輪公司

都有部署計劃，在郵輪生態系統中要能有

一個更好的分銷體系，以應對未來可能面

臨的供大于求階段。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郵輪業者也要不斷增強接待能力，包括相

應的創新以及系統建設等等，以更好和消

費者聯繫起來，讓消費者有更好的體驗。

Arnold Donald：在郵輪行業發展中，

世界各地都會有階段性過于集中的情況，

在部分地區偶爾供應能力會供大于求，這

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市場同樣面臨相應的

挑戰，在中國市場投入新的郵輪，事實上

並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取得回報，甚至何

時會遇到供給過求的情況，但還是要建立

起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系統，讓各個郵輪

的運力有所平衡。同時，郵輪業者也需要

政府的支援，需攜手共進。

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市場，中國

對亞洲郵輪市場發展的影響力首

屈一指，中國如何在推動區域郵

輪觀光與產業上更進一步？未來

五年中國郵輪市場有哪些走向？

吳明發：雲頂郵輪集團現在在中國有很

多郵輪的部署，在廣州、上海、大連也都有

集團旗下郵輪，雲頂集團對中國郵輪市場

非常樂觀，當前中國的郵輪市場份額已經

占到了整個亞洲區的55%，另外，其滲透率

已經達到2%，中國市場潛力非常大。所以

星夢郵輪旗下首艘20萬噸環球級郵輪「環

球夢號」，將于2021年初下水，並將首先進

駐上海及天津母港，成為亞太郵輪史上最

大的母港郵輪。

黃瑞玲：地中海郵輪注重的是在中國的

可持續性發展，並且不斷升級旗下郵輪，

從中型郵輪到大型郵輪再輪再輪 到旗艦型郵輪，

地中海榮耀號將在明年來到中國市場，中

國的各個地區都有不同的客源、不同的人

群，也有不同的合作伙伴，需要培育、教育

市場消費者到底什麼才是他們最渴望而且

最具有吸引力的旅遊服務，並加大對中國

市場的投入。

劉淄楠：皇家加勒比進入中國第10年，

在過去的10年，皇家加勒比不斷打造中國

市場里程碑，除了最早引進綠洲級郵輪，

先后引進量子號，並打造中國市場的量子

號郵輪，今年又帶入光譜號，進一步促進

市場的需求，近日最新宣佈2021年將把綠

洲系列旗下最新的第五艘郵輪帶入帶入帶 中國市

場。即便對未來幾年市場變化還有很多的

不確定性，皇家加勒比深耕佈局中國市場

的步伐都非常一致，每兩年在中國市場有

新舉措，並不斷推動進步和創新。

王萍：經過了十年的高速發展以后，今

年跟去年相比，目前中國郵輪市場狀況有

所調整，正從高速發展轉向為高品質的持

續健康發展，這是中國郵輪市場大趨勢。

在郵輪市場競爭中，幾大品牌還是相互合

作、各自展現出不同品牌特點，豐富市場

選擇。未來中國的郵輪市場，每一家郵輪

公司都會注重它的線路以及目的地的豐富

程度，並加強自己船上的產品。而整個行

業市場來看，旅行社業者對郵輪產品方方

面面的操作也越來越成熟，對所有郵輪品

牌瞭解地越加透徹，這對郵輪公司來說非

常好，因為旅行社業者能夠有效傳遞郵輪

公司的特點給消費者市場，也就是說，郵

輪的品牌和品質跟上船的客人越來越吻

合，即保證了客人上船最后的的滿意度，

對中國的郵輪市場發展是很大的促進。未

來五年，公主郵輪也會在夯實國際化體驗

的同時，增加部分中國元素，最終達到客人客人客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

全球總裁兼首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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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度。

馬睿哲：今年5月歌詩達郵輪旗下最新

郵輪威尼斯號加入船隊，啟航中國母港航

線。2019年也是中國郵輪市場調整時期，

但長期來看，市場現在趨于可持續的發展，

整體品質在提升，供應鏈也有很大的發

展。作為歌詩達郵輪戰略步驟的一部分，

2020年將有新郵輪加入亞洲市場，與此同

時，消費者和遊客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他

們的需求越來越多樣化，對于郵輪公司來

說，必須要傾聽並理解客戶，進而滿足客戶

的需求，提供多樣化的品牌組合，給到客戶

更多的機會和選擇。

在中國郵輪市場，旅行社業者的

角色非常重要，當然在世界其他

地區也是如此，郵輪公司目前在中

國面臨哪些具體挑戰？如何能夠

確保讓市場更好地瞭解郵輪並且

去瞭解不同品牌的產品，在這方

面又面臨挑戰呢？

馬睿哲：最大的挑戰是郵輪公司如何確

保有效觸及客戶，並把郵輪品牌價值主張

傳遞給他們，讓客戶明白各個品牌獨特的

特徵是什麼，這一點非常重要。所以郵輪公

司必須和旅行社共同合作，讓旅行社業者

更好利用相應工具傳遞相應的理念給消費

者，這點至關重要。與此同時，作為郵輪公

司品牌方也需要提高自身能力直接和客戶

對話，理解他們的需求，去瞭解他們想要購

買怎麼樣的產品，這樣的溝通非常重要，也

是當前郵輪公司所面臨的挑戰。

另一個挑戰則在于產品多樣性，單看中

國的母港航線，受到地域限制，航線多樣

化不足，在此基礎上就更需要提升客戶的

體驗。

王萍：旅行社業者一直是郵輪公司的重

要合作伙伴。但隨着郵輪產品深入中國各

地區市場，從沿海或者上海周邊的省市轉

向內地二線、三線甚至四線城市，旅行社

從業人員的素質和業務水平的參差不齊，

是當前郵輪公司和整個業界極需克服的

挑戰，如何更好傳遞郵輪旅遊和產品的內

涵，而不只是在賣一張船票，如何針對其他

新興城市剛起步郵輪產品的旅行社提供更

好的培訓內容，通過他們準確地傳遞各個

郵輪公司的特點，找到吻合的消費者進行

郵輪旅遊體驗，這是一項比十年之前更加

艱巨的任務。

公主郵輪有專門針對B端業者培訓的公

主學院，每個旅行社註冊之后，所有的員工

都可以在這個培訓機制上學習主郵輪任何

的知識，隨時隨地不受空間地域限制，希

望強化業者對產品內涵的認識；此外，今年

公主郵輪還啟動另一套B2B平臺，在這個

平臺上完善所有旅行社業者需要的產品資

訊和所有最新產品細節，涵蓋了六年以來

公主郵輪解答所有旅行社業者提出的問題

和答案，供大家作為資料庫參考，B2B平臺

內容的支援與完善是未來三年公主郵輪的

重點。

劉淄楠：如何能夠更深入滲透到市場是

主要挑戰，以皇家加勒比為例，在拉丁美

洲有3.4%，在澳大利亞也有4-5%，但在中國

只有2%，總體來說還是非常低，所以在為

客戶提供最好的度假體驗之余，希望市場

滲透率能夠達到10%，更加需要利用旅行

社資源來提高市場滲透率。在上世紀70年

代，北美市場增長也非常快速，但是用了很

多年才達到中國市場現在的水平。中國市

場只用了10年就達到30億的銷售額，其中

轉售、分銷渠道，以及再銷渠道的中間商

模式起到積極作用。不同于北美地區的傭

金制度，在中國市場，旅行社業者先付首

付預訂部分船票，賣出去才會有收入，如果

賣不出去就沒有收入，雖然和美國市場不

同，未來幾年中國特有的轉售模式還將繼

續推動中國市場發展。

黃瑞玲：旅行社是郵輪公司的重要合

作伙伴，因為大多數消費者還是通過旅行

社購買船票。現在很多的旅行社都是大規

模、業務眾多，有很多旅遊產品同時銷售，

如何讓他們把郵輪當成重點產品銷售，並

在未來十年如何攜手旅行社業者將郵輪產

品包裝銷售成一個可以賺到錢的產品，這

是郵輪公司要考慮的問題；另外一個挑戰

是「圈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所以

郵輪公司將船票賣給旅行社，旅行社也有

自身圈層，但最后郵輪船票都是在旅行社

的圈層分銷，那麼這個分銷渠道就會有所

局限，如何找尋新的分銷渠道，或者如何

使一些渠道讓旅行社有新的銷售方法，也

是未來行業市場的挑戰。

吳明發：對于旅行社合作伙伴來說，銷

售這項產品能否賺錢非常重要。競爭不僅

僅是在郵輪公司之間，而是和整個旅遊市

場上的產品相競爭，現在中國郵輪市場的

滲透率不到2%，所以要想如何創新郵輪產

品，比如，遊客乘坐郵輪出海從夾板上往

下望，在海上可以發現一些非常有創新和

新意的項目，做出產品區隔，類似的實驗性

項目非常重要。

在中國進行郵輪市場部署有哪些

限制？比如，多點掛靠的問題、掛

靠的港口問題，另外，郵輪公司都

希望能開展長航線郵輪產品，但

是現在市場對6-10天的產品的接

受度如何？中國的遊客是不是做

好準備來享受長線產品？

吳明發：過去雲頂郵輪旗下產品線路主

要是4-5晚，但現在看到人們的生活方式有

了改變，他們逐漸會尋求更加長線的旅行、

更遠的旅遊目的地，他們尋求這樣的旅遊

目的地主要是因為遊客開始考慮到當地旅

遊線路的安排，然后再去尋找郵輪在這樣

的長線旅遊中能夠體現出哪些不同優勢。

對很多郵輪公司來說，都希望郵輪在海上

航行的時間能給遊客提供更加有新鮮感

的、更加富有激情的船上活動安排，未來

隨着消費者對旅遊的追求產生變化，郵輪

公司也會相應提升6-10天的航線規劃。

黃瑞玲：中國遊客的確是希望有機會體

驗長線旅遊，只是礙于假期安排，總體來

說短線旅遊更加適合中國消費者，而多數

消費者都希望能在預算內最大化享受更多

的東西，對郵輪公司來說也希望盡可能豐

富行程所達的目的地，讓他們有豐富的體

驗，但因為多點掛靠的限制，現在無法掛靠

韓國，使中國出發的航線產品相對減少了

航線多樣性，這是目前需要去應對的一個

挑戰。不管航線天數多長，對郵輪公司來

說都要在航線中增加新的港口和目的地，

遊客希望乘郵輪出海，然后在郵輪上有更

多的體驗，去更多的目的地，在這個過程中

需要如何取得平衡，也是當前挑戰。

劉淄楠：中韓之間的限制問題有很多的

不確定性，郵輪公司當然希望韓國的掛靠

限制能取消，但這並不是市場可以控制的。

另外，看北美郵輪發展歷史，在加勒比海

地區郵輪可以選擇部署到任何一個地方，

沙灘、陽光是加勒比海的一個特徵，能夠

吸引美國以及歐洲的遊客來到邁阿密，然

后到加勒比海進行遊玩。那麼，對于中國

遊客來說，中國出發的航線產品吸引力又

在哪？首先，郵輪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購

物體驗也是很重要的，購物是過去幾年吸

引中國遊客乘坐郵輪的重要因素之一。

郵輪業者也相信未來市場會有轉變，從

較短的航線逐漸地向較長的航線改變，皇

家加勒比在中國出發的航次上也計劃加入

包括俄羅斯、日本更多特色港口的掛靠。皇

家加勒比也在擴展長航線產品，目前7-8晚

的比例逐步提升，但是短線的旅遊目前依

然是我們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預計在未

來三年之內，中國市場的產品分佈可能長

短線航線產品會各達一半。

王萍：預期未來三到五年，短航線還是

在中國市場的主要趨勢，但是產品的同質

化也是當前最大挑戰，變相造成客人會對

價格的敏感，最后淪為產品比價的過程。

未來越來越多的長航線出現，是郵輪市

場走向多元化發展的過程，讓客人有更多

選擇，2016年公主郵輪就曾經試水推出12

天11晚到全日本環島遊，僅有80%的載客

率，市場表現不如預期。但隨着市場逐步

成熟，未來公主郵輪計劃把兩個短航線

四晚五天結合成一個八晚九天的產品，同

時打通消費渠道到全中國任何一家旅行

社，以及開放國際市場客源也可以登船，

在船上的客群組成，可呈現更加國際化氛

圍。明年藍寶石公主號再次回到中國市場

運營，26個航中將有5個長航線、21個短航

線，特別在淡季的時候兩個長航次連續放

在同一個母港出發，但在產品目的地的安

排上有所差異，6月初連續兩個8晚9天的航

次，遊客可以選擇第一個8晚航次，也可以

選擇第二個8晚航次，或者直接選擇16天

的，如果消費者選擇16天兩個航次，就可以

前往包括日本的東京、大阪、高知、清水，

接着再到北海道的四個港口。

馬睿哲：如果市場的競爭是在于購物體

驗，那麼航線的長短可能就不是特別重

要，如果大家只是看重購物旅行，那麼對

價格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在一個發展的市

場中，特別是在中國市場，郵輪公司在競

爭的過程中要能提供不同的選擇、不同的

方案，能夠讓遊客花更多的錢去到更多的

目的地。

當然，未來郵輪公司的航線產品會越來

越長，特別是對于一些出境遊的遊客，如

果郵輪公司設計的航線產品和目的地讓消

費者覺得值得花七八九天的時間去體驗，

那麼消費者肯定願意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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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行業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業之一，現在每年以10%左右的速率在

增長。2018年，全球旅遊人次達到110億次，是全球人口的1.6倍。但傳統商

業模式在「互聯網+」時代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碾壓，新的市場遊戲規則

給批發商提出了新的生存課題。而區塊鏈技術會讓旅遊市場更有序的發展，

包括資料安全方面、去中間化方面、信任體系建設方面等等，全新的旅遊生

態會因區塊鏈技術的應用而誕生。

區塊鏈革命性新技術
創造旅遊新生態

■劉霈芯＝採訪報道

Q.旅遊批發商行業，面臨的市場難點？

James Yeow：「一切的生意都來源

于資訊不對稱」這句話是傳統生意

人奉行的準則。對于傳統批發商來說更是

貼切。互聯網與新零售的出現改變了這一

切，傳統生意人一直奉行的商業法則悄然

發生了改變。資訊爆炸、價格透明，以往靠

資訊賺差價的方式已經逐漸被淘汰。

在全民移動互聯網的大背景下，傳統的

商業模式在「互聯網+」時代下都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碾壓，新的市場遊戲規則給批發

商提出了新的生存課題。

首先，批發商無法接觸到終端客戶，不利

于開發市場。其次，同行業競爭激烈，削價

競爭嚴重，利潤空間變小，批發商都在賺

產品差價，盈利渠道單一。上游客戶拖欠帳

期過長，應收賬款的帳期長，對資金有限

的企業來說，資金成本的壓力加大，也無

法有完善的資金流做更多其他計劃和新市

場開發，不利發展。

去中間化本來就是各行業的趨勢，傳統

批發商進入目的地在出境口岸城市已是大

勢所趨，在目的地進行產品開發採購、並且

進入相關聯的產業可以帶動公司未來可持

續性發展。未來傳統批發商切入渠道、發

展定制遊還是有一定程度的空間和機會。

Q.當前傳統旅遊業裡有哪些遊客痛點急需面對？

Jame s Ye ow：傳統旅遊環節中存

在遊客身份多次繁瑣認證、敏感資訊

洩露、旅遊服務相對壟斷導致價格居高不

下、旅遊服務商服務品質參差不齊、旅行

機構眾多惡意競爭打價格戰、中間費用高

遊客花費大、旅行體驗感差，且投訴難追

責難等一系列行業問題，都嚴重地影響了

整個旅遊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有調查顯示，超過70%的遊客更願意

在OTA平臺進行線上預定，然而OTA平臺

的投訴率卻常年居高不下。也就是說，旅

遊需求上漲的同時，遊客滿意度卻在下

降。這是由資訊不對稱引起的，一方面不

同國家之間的旅遊行業資訊存在偏差，另

一方面OTA平臺本身也無法確保其不同區

域的服務商和供應商的信用價值及服務

品質，結果導致遊客在為資訊的不對稱付

出高昂代價。

傳統旅遊業經營模式也存在一定障

礙。

首先，傳統旅遊業所有環節成本及利潤

不透明，遊客無法選擇最優出行方案，服

務商的服務價值無法證明。而傳統旅遊業

線下服務商結算方式單一，更有可能無法

及時獲得相應的服務報酬。傳統旅遊業經

營模式局限，受眾面小，無法做到讓全球

遊客認知並成為品牌。

傳統旅遊業所有產業鏈在現有資源配

置上無法達到利益最大化。例如XXX酒店

100間套房，實際年平均入住率70%，剩餘

30%的空房本身成本已經存在，如何配置

讓剩下的30%的空房實現100%盈利？

從另一角度來看，旅遊業每年GDP收入

來源于全球龐大的遊客群體，但是遊客並

不能直接參與利潤分配，無法實現生態閉

環。

Q.區塊鏈技術將如何帶來旅遊產業革新？

Ja m e s Ye ow：區塊鏈是一項革命

性的技術。有分散式帳本、去信任

化、P2P傳輸、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點。

在技術層面可以解決旅遊產業中的信任

問題及旅遊產業中的服務追溯問題等。

目前的旅業存在着很多圍繞着OTA等

協力廠商平臺服務商的問題，這些問題的

解決方案都指向了去中心化，而OTA等中

間協力廠商將被省略。

首先，區塊鏈可以降低OTA巨頭壟斷

導致的運營成本上升。目前全球的線上旅

遊市場已經被幾大OTA巨頭壟斷，OTA平

臺的競價排名、虛假宣傳、隱形收費和高

額退票費層出不窮。大量的時間與人工干

預成本加重了平臺的運營負擔，從而增加

了平臺運營的成本。而這一部分增加的成

本就要由上遊旅遊服務商以及下遊旅遊消

費者來買單了。

如果應用區塊鏈的智慧合約功能，制定

好相關規則即可讓線上旅遊交易正常運

轉，不需要中心化的機構來運營整個平臺，

旅客的交易將以點對點的形式來實現。即

消費者付錢直接給服務商，服務商直接銷

售，省去中間的協力廠商，從而大幅度的降

低服務者在各大平臺上的運營成本。

第二，區塊鏈可以縮短產業鏈並嚴防

出行隱私洩露。航班短信詐騙、航班資

訊洩露和住宿資訊洩露等資訊經常出現

在社會新聞上，在OTA平臺上面的交易過

程存在着大概率的資訊邪路的可能。儘

管OTA平臺已經採取很多手段來保護使

用者的資訊，但由于產業鏈條太長，無法

保證資訊完全不被洩露。而區塊鏈技術將

會是完全加密的情況，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數字身份，而數字身份裡包含着所有旅客

的資訊，這樣最后只有旅客和最終的服務

提供者才會看到詳細資訊，將從源頭上杜

絕產業鏈相關者洩露旅客資訊。

第三，區塊鏈將平臺資訊透明化，增加

服務者消費者之間的信任。在傳統旅遊

行業中，絕大多數的OTA平臺很難對服務

商與消費者做到有效審核和監管。對于服

務者的服務資質和真實性也沒辦法百分百

的保證，另一方面也無法驗證消費者的資

訊是否真實有效。所以很難對服務者和消

費者的行為進行約束。最重要的是平臺本

身的資料資訊做不到公開透明，三方資訊

不對稱。主要例子就是大資料殺熟，因而

造成三方互不信任，從而可能會引發出大

量矛盾。

但是應用區塊鏈技術后，交易流程中的

所有參與者在平臺上的所有交易和所有行

為都將在極短時間內，被複製傳輸到網路

中的所有區塊，實現全網資料同步，每個

節點都能回溯交易雙方過去的所有交易資

訊，並且不可修改和刪除所有行為記錄。

從源頭上保證所有參與者的行為與言論可

以追溯。

進入區塊鏈平臺試圖通過區塊鏈分散

式帳本和自己的代幣使得酒店的預定流程

分散。目標是在旅行者和酒店之間建立一

個更直接的聯繫，允許P2P交互，免除與仲

介和OTA相關的傭金和其他費用。通過啟

用直接訪問功能，用戶還可以獲得更好的

價格，酒店可以更好地管理庫存，同時為

客戶提供更透明的服務。

在這裡，區塊鏈連接的能力發揮了作

用，可以為使用區塊鏈的旅客提供活動和

建議，用戶可以放棄經過審查的複雜過程

並嘗試驗證它們。相反，他們可以在平臺

上立即與當地人聯繫，讓服務提供者以自

己的方式賺錢，並且旅行者知道他們正在

獲得已經付費的東西。

通過實施區塊鏈，業界可以開始消除不

必要的障礙和瓶頸，精簡旅遊流程，並為

涉及的每個人提供更大的價值，從消費者

到公司本身。充分發揮區塊鏈技術多方參

與、公開透明、共識信任、存證溯源、無法

篡改、隱私保護等優勢特性，提供標準化、

智慧化、大資料化的支撐服務，從而為旅

遊服務商實現高效管理、智慧服務、精准

營銷等業務提升的同時，也為旅遊消費者

帶來便捷、高效、可信、優惠的旅遊體驗。

Q.對區塊鏈技術目前的商業應用情況有什麼觀察？

James Yeow：區塊鏈是構建未來網

路空間的核心技術，將在網路經濟、

共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無論是物聯

網、金融、智慧設備、醫療、教育、檔案、司

法、版權，甚至家庭娛樂，都將依賴于區

塊鏈技術的發展。

目前區塊鏈的大規模商業應用正處在

突破期，包括金融、保險、傳統IT等行業

已經走在前列。區塊鏈已經成為網路形態

變革的第二個引擎加速器，未來幾年內深

入應用區塊鏈的場景將首先體現在金融

服務、徵信和權屬管理、物聯網與供應鏈、

以及資源分享等領域。

在旅遊行業，我們將遊客旅行資料以

區塊鏈技術應用為變革杠杆，切入區塊鏈

技術，增強旅遊安全性和便利性，在旅遊

行業裡落地應用場景，讓遊客在全球旅行

中，做到個人身份無邊界認證。這一設想

超越了旅行本身，將為旅遊服務商和遊客

帶來超乎想像的增值空間。

未來10-20年，旅遊行業的數字創新將

釋放出巨大能量，並打造出不可估量的、

可持續性發展的全新商業模式。從區塊鏈

對旅遊行業的生態建設角度出發，區塊鏈

是一次了不起的技術革命。它既能改變創

造財富的方式又可以改變分配財富的方

式。改變創造財富的方式可以理解為大家

不一定都在賺實體產業差價上下功夫，可

以在社群建設上多努力，來創造財富。

改變財富的分配方式，即資本主義是私

有制，社會主義是公有制。區塊鏈是共有

制。人人都來參與生態的建設，從而達到

共識共建到共用共贏。

Q.目前在旅遊區塊鏈市場上有哪些發展亮點？

James Yeow：按產業鏈劃分，區塊

鏈的實際應用角色屬于中游渠道及

分銷類，致力解決的是資源方與C端的通

道問題，目前在金融、航空（機票）、酒店

三大領域出現較多的創業企業。

目前很多國家開展了旅遊加區塊鏈模

（
提
供
·O

M
T

集
團
）

＞OMT集團董事長James Ye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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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航空、酒店、景點、旅遊保險等服

務。其中包括香格里拉酒店、卡達航空等

等國際知名企業都在區塊鏈行業佈局。

在充分整合簽證、機票、酒店、租車、

導遊服務等旅遊行業重要相關資源下， 

「CYTT 暢遊聯盟」將通過探索無邊界旅

行和安全旅行，借助並結合區塊鏈、分散式

存儲、生物識別、密碼學、大資料以及移動

互聯網等新興技術，實現便捷的遊客身份

識別機制、可靠的遊客敏感性資料保護、

直接的點對點旅遊服務對接、可追溯遊客

動態資訊及旅遊服務商數據，從根本上解

決當前旅遊行業存在的關鍵痛點。通過區

塊鏈技術記錄的旅客可信靜態資料及動態

資訊，結合旅遊產業外部資料，利用大資料

加AI智慧演算法，可延伸至旅遊產業的各

個環節，構建新型良性發展的旅遊生態，

它將成為未來旅遊產業的核心支柱之一。

Q.OMT集團和CYTT暢遊聯盟如何打造旅遊產業的區塊鏈發展計

劃？具體具備哪些優勢和發展潛力？

James Yeow：隨着旅遊行業的不斷

發展，遊客對旅遊品質和體驗的要求

逐漸提高 ，旅遊產業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市

場，產生了極大的經濟效益。

CYTT暢遊聯盟致力于為全球用戶提供

更高品質的服務，為旅遊產業提供更廣泛

的生態資源，建立一個更加公平透明的旅

遊生態。

CYTT暢遊聯盟利用區塊鏈分散式記

帳、智慧合約、共識機制、密碼學機制、分

散式存儲機制、資訊保密機制、代幣經濟

系統，改變旅遊產業中心化機制帶來的渠

道不暢通、資訊不對稱、結算繁瑣。大幅

度降低參與者的人力和系統成本，為所有

商業參與者提供便利和服務，利用區塊鏈

技術與代幣經濟模型，實現商業目標，無

需仲介撮合、無需傭金支出，從而實現旅

遊產業價值高效運轉。

CYTT連結上下游資源，利用區塊鏈的

特性引進優質產品，精准對接使用者需

求，從而提高服務，確保所有資源及資料

真實公開、公正、透明，利用區塊鏈時間

戳記技術，實現資料來源可追溯、不可篡

改，通過智慧合約技術搭建旅遊綜合體，

為行業創建聯盟平臺，省去協力廠商仲介，

節約運營成本，整合行業人才，為旅遊業

構建一個共用共贏的產業生態鏈。

CYTT具有整合活躍市場公開透明、

共識機制、去中心等創新特點，基于區塊

鏈交易技術，不存在任何協力廠商，能夠

優化旅遊產業、服務商與O2O旅遊市場。

CYTT的流通與旅遊產業者簽約上鏈合

作，實現資源分享，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此

外，迅速構建區塊鏈技術+數字貨幣通證，

CYTT在權威性旅遊平臺應用結算，給予

使用者旅遊產品與服務消費更多的選擇，

可快速融入旅遊產業市場。未來將深根全

球旅遊行業拓展，降低應用成本並提升行

業效率。

Q.如何構建在旅遊行業裡區塊鏈的生態模型？

James Yeow：CYTT暢遊聯盟建設

成為一個開放共用的平臺，平臺聚集

旅遊行業中所需求的上下游資源的整合。

其主要核心是建設一個旅遊者以更廣的

渠道獲取更優質的一種資源，從而為用戶

提供或創造更加優質的產品，CYTT將區

塊鏈技術應用到互聯網上，實現大資料管

理，安全和透明性。

CYTT暢遊聯盟通過區塊鏈分散式帳

本技術將對旅遊資源整合上鏈，分散存儲

在各自系統的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資產，

通過上鏈存儲與網路各節點形成數字化資

產，利用人工智慧技術，對相關資料進行

分析，提取資料價值，優質的旅遊資源，

比如地理地勢、優勢條件、自然風光、旅

遊景點、基礎設施等商業廣告贊助上鏈存

儲，以數字化資產在鏈上流通，進行價值

轉換，通過互聯網API開放介面，介入全球

所有旅遊業和用戶以及粉絲，由于區塊鏈

具備去中心化、透明性、開放性、不可篡改

性等特點，保證上鏈資產的真實性和透明

性，行業投資者可在鏈上進行優質資源的

整合投資。

旅遊資產以數字化形式在鏈上流轉，相

關資料通過區塊鏈開放特性經過授權，可

以進行訪問和共用，線下看似沒有關聯的

各資產主體，通過區塊鏈技術得以在平臺

共用，豐富投資渠道。

借助區塊鏈智慧合約技術實現開發商、

旅遊提供者、消費者、投資者、監管部門之

間的信任，實現精細到一人一 物一碼的資

產上鏈，投資者和用戶持CYTT在鏈上進

行目標資產交換易權，各資產主體供應方

與投資者以及用戶進行合約擬定，使資產

供應和購買達成一致協議，註冊智慧合約

並把協定內容寫進合約。

滿足合約中預設的交付時間之后，

CYTT節點觸發時間共識，自動觸發合約，

即服務供應開始執行，用戶消費產生，合

約代碼在獨立的環境中運行，如供應過

程中傳糾紛，合約中的執行代碼中狀態將

會自行修改，合約自動對共識進行異常處

理，直到糾紛被解決。整個供應過程結束

后，合約將會自動登出，整個供應運作模

式由智慧合約來執行，服務提供者和使用

者通過平臺智慧合約來交換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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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不應該是沒辦法才去的地方
要以旅客感受為中心

＞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前鴻

樞紐要以旅客為中心，要以旅客的感受為中心，他是否方便、他是

否感受到這是一種美好的體驗最重要。機場不應該是沒辦法才去的地

方，這樣旅客體驗很痛苦。廣州的航空樞紐建設特別重視旅客的感受，

未來規劃強調以旅客的感受、體驗美好為中心。

朱前鴻表示, 天時上，廣州國際航空樞

紐建設在近年面臨非常難得，也非常寶貴

的政策機遇。廣州白雲國際機場一直以來

位列國內三甲國際航空樞紐。2012年，國

務院頒發了《民航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裡面重點提出要把北京、上海、廣州建成

功能完善、輻射全球的大型國際航空樞

紐。以此為起點，發改委的「十三五」規

劃、民航的「十三五」規劃，還有「一帶一

路」的行動綱領，專門講到了兩個機場：上

海、廣州，要強化上海和廣州的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而近期出爐的《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裡，也提到了要強化廣州

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並定位廣州要建成

粵港澳大灣區綜合交通體系。

就地利而言，從目前的交通規劃戰略

佈局來看，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綜合交通

體系，並以白雲機場為中心。白雲機場在

珠三角，位處比較中心的位置，機場的腹

地貼近客貨源市場，屬于客貨源市場的中

心。以白雲機場為中心，起飛18個小時之

內，全球的大多數城市都能夠飛到，關鍵

是繞航係數比其他地方飛要小，比在其

他的地方要節約兩個小時的航油成本，因

此，有些航空公司轉到白雲機場來，借以

節約成本。另外，現在所有人都追求美好

生活，白雲機場位于北迴歸線附近，四季

常青，空氣品質很好，空氣品質為良的天

數去年有306天。環境帶來的健康優勢，也

很重要。

從人和來看，白雲機場歷史發展形成

的地位，叫在位優勢。白雲機場從上世紀

三十年代建成到現在，特別是改革開放

就在北京大興國際機場風光啟用

之際，經濟飛速成長的中國南方，其

航空事業發展同樣受到國內外業者

的關注，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即為其

中一個焦點。廣東省機場管理集團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朱前鴻表示，廣

州白雲國際機場航空樞紐建設的優

勢主要分三部分，也就是天時、地

利、人和，未來將在此基礎上持續推

進五大發展計劃。

以后，白雲機場曾經三大指標都居全國

第一，現在都位在第三。去年旅客輸送量

6,974萬人次，全球排名第十三名，今年預

計會進步，爭取進到前十名。貨郵輸送量

去年是第18名，190萬噸，2019年1-5月份貨

運輸送量還在增長，增長的幅度較緩，約

2%。不過，5月份以來，貨郵的增長勢頭向

好，今年有望貨郵輸送量目標躋身前十五

名。

預計到2030年，白雲機場旅客輸送量應

該會在1.2億人次以上，貨郵輸送量應該在

380萬噸以上。展望未來，白雲機場旅客輸

送量應該會在1.4億人次以上，貨郵輸送量

應該會超過600萬噸。目標還是要在全球

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總體的規劃方面，目

前正在推進白雲機場的三期破建工程，也

就是第四、第五跑道和第三航站樓的建設

工作。未來白雲機場至少有五條跑道、三

座航站樓，三座航站樓的面積應該是在

200萬平方米以上。如果市場有需要，又能

夠方便旅客，未來白雲機場還會建設一條

第六跑道。

朱前鴻表示，機場規模到底多大為合

適？旅客的感受是最重要的。旅客的感受

不舒服，建得再大都沒用，因為他不會來，

現在的機場佈局多了，可選擇的余地多了。

因此，樞紐到底要建多大，要以旅客為中

心，要以旅客的感受為中心，他是否方便、

他是否感受到這是一種美好的體驗最重

要。機場不應該是沒辦法才去的地方，這

樣旅客體驗很痛苦。當樞紐基礎設施上

去了、旅客舒服了，量大了，一切就順其自

然。廣州的航空樞紐建設特別重視旅客的

感受，未來規劃強調以旅客的感受、體驗

美好為中心。

展望未來，廣州白雲機場將持續推進五

大發展計劃。

1.首先，加快推進白雲機場的三期破

建。近期比較緊迫的工作目標是爭取

今年內能夠立項完成，明年完成可研。三

期破建還有西貨運區，貨運物流的8,000

畝土地可以使用。而第五跑道將新增一條

遠距離跑道，1,530米間距。另一方面，航

站樓規劃的面積是41萬平方米，第三航站

樓同時預留了29萬空間。也就是說第三航

站樓未來有可能是一個大的航站樓，第一

期建設的是41萬。因此，從理論上來看，白

雲機場未來的容量挺大。基礎設施方面，

白雲機場航空樞紐建設不會有大的問題。

對比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新機場144萬平方

米的航站樓，目標是2億人次，廣州白雲機

場未來的發展空間、想像空間都很大。

2.二是地面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綜

合交通運輸網。能不能真的實現很

大的量，而且還要讓旅客舒服，關鍵取決

于網路。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規劃對廣州

的定位準確。廣州在廣東省內是一個進珠

三角的門戶，廣州打造綜合交通體系，也

就是重點要以白雲機場為中心，打造粵港

澳大灣區的綜合交通體系。2004年白雲機

場建成投產的時候，還沒有高鐵，國內第

一條高鐵2008年才建成投產，但這並不妨

礙白雲機場綜合交通的便利性，網道有網

道的好處和便利。三個航站樓分散式的佈

局，反倒有一個綜合交通便利的優勢，給

旅客的集聚和疏散起到了很大的便利作

用。

現在則要打造三個航站樓各自作為綜

合交通體系，要形成各自的集中地。簡單

說，不將人集中在一個地方，而是分散在

三個地方。綜合交通就是把白雲機場未來

的量分配在三個航站樓、三個交通中心。

當中，T1航站樓規劃清晰，目標是有一

條點對點的高鐵，約10分鐘到廣州市的中

心城區，進廣州火車站。廣州火車站是廣

州市的綜合交通樞紐，高鐵、城軌、地鐵、

公共汽車、長途客運，全部在廣州火車站

集聚。通過這個點，讓旅客快速地聚集聚、

疏散，因為很多珠三角的旅客也會從廣州

火車站來。T1是主戰場。另一方面，T2航

站樓要通廣州北站，廣州北站離白雲機場

10.1公里，現在正在設計一條APM線，從

廣州北站到白雲機場，路程約7分鐘。廣

州北站還會設置一座城市候機室，從泛

珠三角地區來的旅客，還有粵東西北來的

旅客，經過廣州北站下車，就可以到城市

候機室辦手續，進入隔離區域，直接上飛

機。同時，廣州南站也規劃了一條點對點

的快速地鐵（快速城軌）。

此外，T3航站樓計劃設高鐵聯通另一個

中心站，而且正在研究規劃一條磁懸浮，

到深圳和香港時速600公里。其他地鐵、城

軌，目前航站樓都已經開通了。

3. 再者，白雲機場終究有一天會飽

和，因此，廣州也要考慮城市的多

機場體系。要滿足廣州地區大灣區旅客出

行的要求，要考慮選擇一些合適的點來佈

局機場，學習倫敦。倫敦有20個機場，有

一些不是公共運輸機場，不過未來一旦技

術、市場、需求達到目標，這些機場就可以

成為公共運輸機場。研究佈局城市多機場

體系的時候，要考慮今天不行不代表明天

就不行，但一切得先留下空間，明天才可

能行。

4.第四個方面就是城市服務體系。機

場服務體系和城市服務體系密切相

關，非常重要。旅客到一個城市，他第一站

肯定是在機場，所以機場會給予旅客對城

市的第一印象。機場的服務形象與旅客對

城市的評價有很大關聯。除了專業人士，

極少旅客會專門去一個機場，很少有旅客

會以一個機場作為目的地，也就是說，大

部分旅客是以城市作為目的地，為了去一

個城市而出行。因此，地方政府批評機場

服務的同時，也要確保自己城市的服務也

不能差。

朱前鴻表示，如果整個城市的服務體系

差，那機場的服務再好，客人都不會來。反

之，城市服務體系好，即使機場服務差，客

人為了賺錢一樣會來。城市的服務體系要

讓客人到了一個城市，感受到安全、舒適、

便利、美好。

5.最后，空港經濟目前得到了非常高

的重視，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北

京新的機場是國家發展新的動力源。建

樞紐，一方面是旅客的服務，另外一方面

是產業的服務。產業的服務是跟城市融合

的，要為城市服務。只有旅客的服務、沒有

產業的服務，那樞紐也很難有一個好的發

展。

朱前鴻指出，廣州白雲機場著力打造有

一定全球高度的4大產業集群。（1）航空

維修製造產業集群。兩大飛機維修公司，

一個是南方航空，另一個是廣州新科宇

航，廣州新科宇航今年底或明年初要推進

321的客改貨上線，以此為龍頭帶動航空

維修製造產業的發展。（2）公務機通用航

空產業集群。公務機通用航空產業從2017

年，就展示比較好的發展勢頭。今年的公

務機起降價也還是在增長。（3）航空物

流產業集群。規劃裡，物流發展空間非常

大，現在更以此為龍頭，帶動相關產業密

集佈局。（4）服務貿易產業集群。白雲機

場這4大產業集群，機場集團都是主體，而

且都有項目落地。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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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不應該是沒辦法才去的地方
要以旅客感受為中心

一場賽事可發展成整個贏家產業

「目前市場明顯的健康意識抬頭，做運

動的人越來越多，就連跑步的人都為數不

少，旅行社業者要用心提供相關全新創意

產品，以滿足旅客需求。」創業投資者與

西班牙2018年年度最佳商業天使Eneko 
Knorr表示。

Bespoke Capital Partners執行合伙

人、Global Leisure Partners董事長及

首席執行官馬克·哈姆斯(Mark Harms)
指出，目前體育旅遊的市場規模達到4.2兆

美元，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產業，對經濟影

響巨大。大型和小型的活動，都可以加入

體育旅遊，驅動整個行業創造一個強勁的

無縫生態系統，讓體育旅遊的發展越來越

蓬勃。現在千禧一代帶來了變革，大眾的消

費可以由科技驅動，非常進階的科技則可

以根據特定團體進行定制。

另一方面，虛擬現實的侵入，也使得電子

現今旅遊企業應要積極探索旅行

和體育趨勢，瞭解當前體育旅遊正在

嘗試哪些作法，以變得更聰明、更精

簡、更智能、更有效率，進而可與第

四次工業革命相提並論。事實上，一

場賽事可以發展成整個贏家產業。

比賽可能性大增，客人可以不管在哪、不管

何時、不管用什麼方法，都可以24小時每天

接觸。同時，市場上有越來越多的小團隊及

個人喜歡體驗型旅遊。

中國目前全力投入奧運會的投資，這是

因為他們知道，舉辦一場奧運會，可以在事

后帶來10至20年的好處。像奧運會這樣的

國際大型活動，可以滿足目的地發展需求，

對當地的經濟發展也特別有帶動作用。現

在千禧一帶熱愛體驗旅遊，不喜歡既定產

品，並對行程打造特別積極，這時候讓人親

身參與的體育旅遊，便格外具有吸引力。

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

副院長及副教授張玉艷認為，21世紀的體

育旅遊，能夠帶給城市和地區很多好處，

不僅對社會，對經濟、對環境都有正面影

響，未來的重要性還將持續提升。要抓緊

此大生意，必須現在就挖掘研究的機會。

不過，城市也要注意，舉辦大型活動之后，

必須建立一個回收計劃，規劃風險管理，

所以在投資的時候，要周全設計可持續發

展的維持，因為這對城市來說至關重要。

社交媒體的動向，要和千禧一代的行為進

行連接，這很大的受到社交媒體的影響，

是促成旅遊決定的關鍵。因此，要在社交

媒體探索，從部落格、視頻、訊息都可以下

手。

高質體育旅遊已經逐漸成形

萬達體育集團中國公司副總經理兼市

場營銷中心總經理劉春博士說明到，中國

是一個成長中的市場，而體育是旅遊的一

個很好理由，也是遊客願意消費的超火項

目。以往體育旅遊在中國都是一日遊，現

在高質體育旅遊已經逐漸成形。為了參加

一場馬拉松或是足球比賽，運動員會提前

四、五天先到，進行培訓，適應時差、天氣

與當地食物，還要事先預定酒店、機票，比

賽后還要留下來慶祝，採買紀念品，有時

甚至要帶上家人，停留時間平均翻3倍。旅

行社業者可以看準迅猛發展的體育旅遊市

場，深挖與抓住商機，針對觀賽者和參賽

者推出一站式的綜合打包產品，包括機票、

酒店、比賽活動等。以鐵人三項為例，每位

參與者的旅程平均都花費了3,000至一萬人

民幣，而且這些人很感激有機會參加，之后

還會帶親朋好友再次遊玩目的地。

大型國際活動可以有社會效應

在中國，有八個城市曾經舉辦過FIFA，

即使粉絲不如NBA多，仍有正面效益。如

同日本爭取到2020年的奧運會，中國很多

城市都在積極爭取重要的大型賽事，每年

幾乎都有一場大型活動在中國舉行，目前

2030年的FIFO世界盃、2024年和2028年的

冬奧會也都還有城市在競標。政府如此積

極舉辦大型活動，是因為看到了經濟和社

會效應，大家都很熱情，活動也無法被獨

立看待，一個比賽，不能只看成一場賽事，

而是一個可以發展整個贏家產業的機會。

中國很多傳統產業正在衰退，這些地區

都想要升級轉型，改變形象，打造最跟得

上潮流的新興行業。往好處看，舉辦大型國

際活動確實可以有社會效應，政府可以動

員很多部門，一起執行很多多功能的計劃，

以往40個部門各自獨立，現在必須互動。同

時，當地居民也會對當地更有凝聚力，當地

知名度也會提升。

不過，要注意的是，舉辦大型活動需要

投資鉅額資金，不管是打造運動設施、酒

店、基礎建設，這些花費必須準備好，而新

建起的這些設施，要能持續被運用。總之，

要爭取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衡量價值的

方法相當複雜，政府尤其應該理智。

Intergalactic Gaming總經理兼聯合

創始人Naeem Shabir強調，體育不是只

有參加者的事，觀看出席的人也很多。即使

是一個地方的活動，也可以借由網絡讓全

球得知。很多城市因為舉行一場比賽，影

響了當地經濟、社會、文化，創造收入歐元

上百萬。另一方面，選擇品牌很重要，一個

城市舉辦了一場活動，形象往往就會跟活

動連接，因此要選擇時，寧缺勿濫。此外，

現在旅客生活壓力大，很多人也喜歡博彩，

只要有合適的付款方式，都會很熱衷于嘗

試。未來旅遊業在注意體育主題之際，還

要關注科技，像是智慧手機應用程式、虛

擬現實科技、增強現實科技，以及大數據

分析科技，才能針對性的找到目標客群，

打造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張廣文＝採訪報道

檢視一下目前三大旅遊市場趨
勢，即可知道體育旅遊為何會受
到歡迎。

1. 享受體驗的創意產品越來越火。以
往七天遊七國，現在一個目的待上
一星期。

2. 旅遊基于活動而起。遊客越來越
願意為了一個理由，去一個地方，
理由可以是賽車、節慶、音樂表
演、運動比賽、大型主題活動等。

3. 社區、社群氛圍。現在的人喜歡跟
着其他人一起學習，有一個共同興
趣的群組，如果能打造特定社群，
特別會受到關注，像是去西藏瑜
珈，參加的人都可以社交也可以分
享。

體育旅遊與以上三趨勢完全契合。

2020年儼然是振奮人心的體育大年，不

僅有2020年東京奧運會，更有跨越12座城

市的2020年歐洲足球錦標賽（歐洲杯）接

連點燃這場屬于運動的狂歡。Booking.com
繽客基于全球資料調查與研究，發佈「2020
體育旅行白皮書」，傳遞體育精神所獨有的

正能量。

2020年體育征程，
愿心儀之隊大放異彩

對于即將到來的2020年各類體育賽事，

全球有三分之一（34%）的體育迷認為，他

們有希望看到自己的國家隊或運動員能夠

在2020年中贏得比賽勝利，比如，84%的哥

倫比亞體育迷對于國家隊贏下自行車比賽

充滿信心；在中國，也有72%的中國籃球迷

們對中國籃球隊在2020年拿下國際賽事冠

軍表示樂觀。

拋下浪漫蜜月，只為賽場搖旗吶喊

由于擔心錯過賽場上的高光瞬間，近五分

之一（19%）的全球體育迷為了赴比賽現場

助威，而寧愿放棄蜜月時光。其中，41%的

印度的板球迷、41%的中國籃球迷以及32%
的泰國足球迷意愿尤為強烈。除了放棄蜜

月，全球還有近五分之一（18%）的體育迷不

惜辭職去現場支持心儀球隊的重大比賽，

這一想法在18至34歲的體育迷中更為普遍

（26%）。

此外，高達79%的體育迷無論輸贏，都將

會陪伴心儀之隊到比賽最后一刻，見證轉

危為勝的高光時刻。

追隨體育精神，開啟熱血體育之旅

據調查顯示，87%的全球體育迷在最

近一年中有1-5次旅行是只為親臨現場觀

賽，其中，超半數（56%）的體育迷更是為

了一場比賽而飛越國內外。其中，觀看足球

（69%）、籃球（20%）與網球（17%）這三

類賽事是大部分體育迷的旅行目的。

而當決定去赴一場有關體育的旅行之時，

安排住宿便成了體育迷的頭等大事。對于比

賽的「死忠粉」（32%）來說，他們愿意為了

心儀比賽而支付更多的旅行與住宿費用。

除了看重住宿高性價比（77%）和毗鄰賽

場的優越地理位置（73%）之外，50%的體

育迷還會對擁有SPA或熱水浴缸的住宿情

有獨鍾，以在一場令腎上腺素攀升的賽后，

來一次徹底的身心放鬆。

「2008年歐洲杯決賽中，來自場下球迷的

支持和他們不言棄的樂觀精神讓我們備受

感染，令我們充滿信心，並最終取得勝利。」

2008年歐洲杯冠軍、Booking.com繽客

全球大使David Villa（大衛·比利亞）感慨

說道，「當得知你的球迷無論多麼艱難，他

們都愿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去世界各地觀看

你的比賽之時，于運動員而言，是一種極大

的鼓舞。這是你的動力，令你無論場上場下

都能狀態飽滿，全力以赴。」

「2020年歐洲足球錦標賽、奧運會和其他

體育盛事的熱潮即將席捲全球，令2020年
註定將成為對體育來說極為重要的一年，」

Booking.com繽客高級副總裁兼首席市

場營銷官Arjan Dijk激動表示，「我們很高

興能夠通過與歐足聯的合作，助力全球體

育迷的觀賽之旅，令他們得以找到心儀住宿

和趣味當地體驗。」

32%體育迷愿意為心儀比賽支付更多的旅行費用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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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中產和富裕階層
驅動全球康養市場發展

2015年至2017年間，亞洲的康養旅遊次數增長了33%（達每年2.58億次），且增速直至2022年都將領

先全球。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印尼等國2015年至2017年間的康養旅遊次數之年增長率在

20%以上。2017至2022年，整個亞太市場基本將翻上一番。亞洲的傳統習俗和治療哲學影響著康養產業的

各方各面，且亞洲的康養概念正以一種現代化的方式重新興昌。尤其，隨著中國千禧一代正以空前的低齡

致富，康養旅遊市場的增長潛力更顯巨大。

■鐘韻＝編譯報道

隨着亞洲中產和富裕人口持續增加，其

于過去十年間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迅速擴

大。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報道，2018年，全球進入中產和

富裕階層的人口首次過半，且大部分來自

亞洲。因人口龐大，又多了可自由支配的資

金，亞洲中產和富裕階層正推動着全球經

濟增長。

旅遊市場（尤其在康養旅遊需求的增長

之下）成了亞太地區財富水平提高的主要

受惠者之一。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的資

料顯示，亞太地區出境遊客消費目前占全

球國際旅遊支出總額的37%，且亞太地區

遊客的旅遊支出在過去10年翻了一番。

亞洲在康養旅遊的人數和收益方面亦

均居領先地位，為全球康養旅遊經濟增長

的首要地區。據全球健康研究院(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的資料顯示，2015年至

2017年間，亞洲的康養旅遊次數增長了33%

（達每年2.58億次），且增速直至2022年都

將領先全球。

總部在香港的旅遊和康養咨詢公司睿

創傳訊創辦人兼董事總經理凱西·費利西

亞諾·周(Cathy Feliciano Chon)表示，康

養正成亞洲消費價值和生活方式的主要驅

動力，這進而也影響着消費者的行為、選擇

和支出決策。「有大量統計資料反映，亞洲

的康養產業正在發展。據全球健康研究院

資料顯示，中國、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

越南和印尼等國2015年至2017年間的康養

旅遊次數之年增長率在20%以上。2017至

2022年，整個亞太市場基本將翻上一番。」

不過，亞洲的影響力不僅在于經濟；其

軟實力對全球康養市場的影響也至為重

大。國際豪華旅遊博覽會(ILTM)與睿創傳

訊聯手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從瑜伽和

印度阿育吠陀療法到中醫的平衡和能量概

念，亞洲的傳統習俗和治療哲學影響着康

養產業的各方各面。」

音昱水中天康養總監傑米·沃林

(Jamie Waring)說道，「亞洲是懷有古老

傳統的年輕市場。其多數文化傳統都與健

康又平衡的生活方式相交織。這雖隨時間

推移而稍有磨逝，但如今，亞洲的康養概

念正以一種現代化的方式重新興昌。」這

不僅受千禧一代所重視，也成了45歲以上

人群的關注點。

中國新消費階層成為推手

中國是近年全球發展最快的康養旅遊市

場。費利西亞諾·周說道，「結合中國新興中

產階級崛起、流動性上升、奢侈品消費及

出境旅遊的情況來看，康養旅遊市場發展

可謂大勢所趨。從供需角度而言，中國正迅

速成為全球康養旅遊中心，而這將對全球

市場的發展產生長期影響。」她補充道，瞭

解中國市場，也有助于增進對東南亞市場

情況的認識。

據Skift于2019年向500多名中國遊客就

其對康養相關旅遊興趣的調查結果顯示，

身心健康正成中國遊客旅遊決策過程的主

要考量之一。有60%的中國遊客同意或強

烈同意：其對水療和康養體驗的興趣較三

到五年前有所提升。此外，有94%的中國遊

客表示，參加體能或心靈康養活動為其進

行目的地決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然而，約

1/4的遊客指出，其在旅遊過程中很難找到

這類活動。而在旅遊期間所能參與的眾多

康養項目和活動當中，中國遊客最傾于圍

繞健康烹飪課程、健身訓練營、志願者旅

行和觀星旅行來做行程規劃。

據ILTM與睿創傳訊的報告顯示，中國

「千禧一代百萬富翁」是康養旅遊市場需

求的關鍵驅動力。「對于人口達4億的中國

千禧一代來說，健康已成了新的地位象徵，

且所謂健康又有了比身體健康或奢華水療

要更寬泛、更深層的含義。精神、智力和社

交健康水平都很重要。」隨着中國千禧一

代正以空前的低齡致富，康養旅遊市場的

增長潛力更顯巨大。

康養旅遊對這一代人來說的的確確是頭

等大事。據Skift《2019千禧一代和Z世代遊

客調查：多國比較報告》顯示，在中國年齡

較長的千禧一代（31歲至38歲）人群中，有

68%于過去一年進行過康養旅遊活動，而

在年紀較輕（23歲至30歲）的人群中，其比

例為54%。

女性遊客是康養旅遊
重要細分市場

收入增長也影響了中國和東南亞地區女

性、X世代和嬰兒潮一代的旅遊方式。女性

的旅遊模式尤其值得關注。費利西亞諾·周

解釋道，隨着收入增加，中國和東南亞地

區的女性也變得越來越獨立自主。亞洲許

多發達國家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

因為女性轉而「朝自己的個人和職業發展

做投資」。而且，中國、香港、新加坡、菲律

賓、韓國和日本的女性都開始把「與女性好

友出遊」融入自己的常規生活當中，康養旅

遊次數更是較西方遊客為多。無論是單獨

出行還是與其他女性結伴，這些地區的女

性遊客作為康養旅遊細分市場的重要性將

日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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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TM與睿創傳訊的報告另把「亞洲富裕

的新時代人」列為值得關注的群體。由于

預期壽命延長、可容養生的年齡降低等綜

合因素，邁向中年的亞洲人正以樂觀新視

角來看待年齡的增長。由于口袋裡錢夠多，

他們40多歲就開始抱持「把生活過好」的心

態，而不是把養生推到退休以后才來做。

報告還顯示，富裕的新時代人年齡正在

下降，且年齡觀正從以往的「歲數」轉變為

一種生理和心理的思維方式，好比65歲就

相當于45歲一般。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前幾

代人大不相同，並把「中年」視為人生的黃

金時期。

亞洲新興康養旅遊目的地崛起

財富巨幅增長、人們對健康的重視與日

俱增，正跨亞太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國內

的康養旅遊產業正飛速發展。被譽為東方

夏威夷的海南三亞，已成了中國康養旅遊

主要國內目的地。中國周邊的柬埔寨、印

尼、泰國和越南等國家正強化康養旅遊產

品的打造，以滿足鄰國日益增長的需求。

富國島未來之于越南，將如同三亞現之

于中國。該島已有一系列新酒店開業，如提

供「全包spa」服務的富國島融合度假酒店

（Fusion Resort Phu Quoc）等。該公司同時

正在越南各地開設類似酒店。柬埔寨同樣

正迅速成為康養旅遊目的地。繼2010年開

業的頌薩私人島嶼把柬埔寨推上康養舞臺

后，柬埔寨西南岸附近的島嶼也陸續有新

項目開業。印尼也正把康養項目帶到藍夢

島、巴瓦島等巴厘以外的島嶼。

費利西亞諾·周說道，「菲律賓旅遊局局

長對于通過永續性和健康養生來進行定位

是看好的。」她表示，2015年至2017年間年

增長率為31%的菲律賓康養和醫療旅遊市

場正迅猛發展。她提到，全方位醫療保健度

假村聖貝尼托農場、錫亞高(Siargao)和科倫

島(Coron)等新近開放的島嶼目的地以及經

深度清理之后重新開放的長灘島，都表明

菲律賓的康養市場將迎來進一步的增長。

新加坡在過去十年通過大自然引進康養

的「花園城市」願景，體現在面向旅遊產業

開發的建築上。星耀樟宜在設計中融入了

樹木、瀑布和其他自然元素；新加坡市中

心有250英畝的濱海灣花園；皮克林賓樂雅

酒店設有16萬平方英尺的空中花園；而新

加坡市中豪亞酒店外部則有一道由21種植

物覆蓋的綠色植生牆。

日本傳統上雖一直沉浸于康養文化，但

《身心健康正成中國遊客旅遊決策過程的主要考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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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養旅遊如何培養社群歸屬感？

卻近期才開始把健康、養生包裝成旅遊資

源。康養度假村、體現悠久傳統的日式旅

館都在全國各地湧現。全球健康研究院

稱，「對精神康復和心靈健康的追求，是當

前世界兩大康養趨勢。2018年日本出臺寺

廟住宿新法、日本寺廟宿坊平臺Terahaku 

的興起，給了遊客在日本佛教寺院體驗禪

宗的機會。」此外，日本國家旅遊局正大

力推廣森林浴（或稱引導式多感官森林漫

步），許多目的地和豪華酒店（比如位于輕

井澤的Shishi-Iwa House精品度假酒店等）

也開始打造森林浴項目。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自我蛻變僅是一種

內心旅程，但實際上，社交來往對許多人來

說是康養旅遊體驗的基本組成部分。通過

與其他康養遊客或康養產品供應商進行互

動，或者沉浸于所在地的文化精神，人們可

以把人際互動體驗融入自我蛻變的過程當

中。社群感是這種社交互動的重要元件。

21世紀的悖論是，我們雖在社交媒體上

結交無數「朋友」，但現實生活的情誼和

社群體驗卻越來越少，年輕一代尤是。沃

林說道，「使人們越來越孤立的社交媒體

關係膚淺而空洞，這是當代問題的根源。

也因如此，我們給度假村取了這個名字： 

Sangha梵語意為社群。」

因人們花在線上的時間越來越多，建立

和培養線下人際關係的時間也隨之減少。

意指人們因不斷接觸科技產品而長期處于

分心狀態的「科技干擾」一詞，正逐漸受

到重視。由于人類是群居動物、需要心靈

交流才能茁壯成長，社會分心所導致的孤

立感，正對人們身心健康造成深遠影響。

所以，康養旅遊供應商一定要周全地考量

到，如何在體驗當中營造社群歸屬感。

現實生活的人際關係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丹·布特納(Dan 

Buettner)在對世界「藍色地帶」的研究中，

據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資料顯示，

1950年，全球約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

區。如今，城市人口占比已上升到了55%，

且至2050年預計還將上升到68%。《世界人

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顯示，

單是中國就有160座人口超過100萬的城

市。Reuters Intelligence的報告稱，「中國的

城市環境競爭激烈，建設、交通不息，綠色

空間稀少。這驅使消費者渴望回歸自然、鄉

村度假、海灘休養還有呼吸新鮮空氣。」

隨着越來越多人處于與自然脫節的日常

環境，生態療法的需求也在上升。連醫生

現在都開始以「走出戶外」作為緩解焦慮或

抑鬱的處方。比如，美國的公園處方運動

(Park Rx America)便鼓勵醫療專業人員開

「走進自然」而非服用藥片為處方。蘇格蘭

的設德蘭國民醫療服務體系近期也推出了

「健康設德蘭」自然處方項目，幫助人們治

療焦慮、抑鬱、高血壓等各種病症。

自然的機遇

據德國康養酒店及度假村(Wel l ness 

Hotels & Resorts)2019年的研究顯示，在選

擇目的地或旅遊體驗時，接觸大自然正成

康養遊客所追求的關鍵考量之一。沃林說

道，「康養項目不能沒有大自然，這是項目

的核心。客人必須被帶進大自然，與自然的

景色與聲音產生共鳴。」

身心靈網路 (M i n d B o d y S p i r i t 
Network)創始人莎莉·弗蘭克爾(Sallie 
Fraenkel)對此表示贊同。她說道，「考量

到客人對自然的重視，有越來越多酒店和

度假村把大自然融入活動項目之中。她提

到，波士頓文華東方酒店總經理每天都與

客人一同跑步，也有越來越多的酒店為客

戶免費提供自行車，供其入住期間使用。

不過，近期廣受全球歡迎的日式森林浴

(Shinrin-yoku)還是提升客人自然體驗最

時髦的方式之一。日語的Shinrin意思是森

林，而Yoku是沐浴；Shinrin Yoku的意思就

是沉浸在森林的氛圍之中。

森林浴概念會普及，應部分歸功于作者

為日本醫科大學醫生、日本森林醫學會創

始成員及主席李青的《森林浴：樹木如何

幫助你找到健康和幸福》一書。李青在書

中寫到，「我們在室內使用到的感官往往

只有兩種，即視覺和聽覺。但在戶外，我們

可以聞到花香、呼吸到新鮮空氣、眼觀樹

葉變色、耳聽鳥兒歌唱、並感受微風拂過

肌膚。當人們通過五官深度感受森林的時

候，精神會振奮、健康能恢復。」

科學也表明，接觸自然能提高能量、減

少焦慮、緩解抑鬱。日本接受了這一觀點。

2006年至今，日本已奠立了60多個森林療

法認證基地。而從美國、英國到捷克，森林

浴也在日本以外的地區迅速興起。把自然

融入康養項目當中，並不需做大手筆的投

資或進行複雜的戰略評估。偏遠地區可以

將周邊的樹林、安靜的空間和清澈的天空

善加利用，而城市目的地則可更謹慎地利

用手頭資源。

將自然融入建築設計

接觸大自然不僅是指在戶外活動，也意

味着把戶外活動帶到室內。耶魯大學林業

與環境研究學院名譽教授斯蒂芬•凱勒特

（Stephen R.Kellert）在為《大都會》雜誌

撰寫的一篇文章表示，康養旅遊領域的親

生物設計(Biophilic design)趨勢指的是將

天然材料、採光和形式融入建築環境的一

種策略。他寫道，「親生物設計以三種方式

考察了社交來往對健康整體的作用。藍色

地帶所指的是居民壽命遠超世界平均水平

的地區。他的作品借鑒了意大利薩薩里大

學臨床與實驗醫學系高級研究員吉安尼·佩

斯(Gianni Pes)的研究成果。佩斯在研究薩

丁島山區居民的超常壽命時，發明了「藍色

地帶」一詞。關于藍色地帶的研究將長壽歸

因于幾個因素，包括飲食、運動、心靈和健

全的社交關係。應留意的是，所謂健全的

社交關係，不是說人在社交媒體有多活躍，

而是指花幾十年培養的面對面人際關係。

哈佛大學的麗莎·伯克曼(Lisa Berkman)

教授是社會關係和長壽領域的專家。她的

一項研究調查了婚姻、親朋好友、俱樂部、

志願服務與壽命長短之間的關係。該項研

究發現，什麼樣的社交關係並不重要；有歸

屬感才是重點。

健康旅遊峰會（Wellness Tourism 
S u m m i t）創始人凱薩琳·德羅加

(Katherine Droga)表示，「人們已開始意

識到，社交關係在康養旅遊中很有分量。

人們被社群理念及與其他遊客的交流所吸

引。」然而，社群歸屬感往往需要花時間才

能培養起來。康養旅遊供應商如何在僅僅

幾天到幾周的時間內，幫助客人與目的地

本地人培養感情？

提供志愿服務機會

方法之一是提供志願服務機會。Reuters 

Intelligence的 一份Luxury Conversation報

告稱，「現今遊客已將『回饋』視為理所應

當。志願服務旅遊(Voluntourism)的定義是

『志願服務與旅遊傳統元素有意而無縫的

結合』，而這正是全球增長最快的旅遊細

分市場之一。」通過為遊客提供建設家園、

投入社區項目、為遭颶風蹂躪的民眾送餐

等志願服務的機會，遊客能感受到一種社

會大愛。這是自我蛻變體驗的關鍵。

推動文化尋根活動

ILTM與睿創傳訊關于亞洲旅遊市場的

報告稱，「富裕千禧一代對尋根的興趣越

來越濃厚，這促使了借傳統藝術、習俗和哲

學來緩解壓力、昇華心靈的活動需求不斷

增長。」供客人練書法（佛教文化的一種冥

想形式）、與僧侶進行哲學交流的寺廟度假

即為一例。度假村也可協助安排客人參加

本地康養活動。在中國，可以鼓勵客人參

加早上的公開太極課。在斯堪的納維亞，

可以指引客人去公共桑拿房。

與客人誠心交流

康養度假村還應鼓勵員工踴躍與客人

誠心交流。康養旅遊與傳統旅遊形式不同

之處就在于，客人與員工之間常有深入的

互動。麻塞諸塞大學安姆斯特分校發表的

《以網路志探討康養旅遊體驗》研究報告

發現，康養旅遊者喜歡與度假村員工交流，

且客人與員工建立的關係往往對其體驗產

生深遠的影響。報告稱，「遊客真心珍惜康

養度假村所能提供的社群感。」康養旅遊

供應商還應想辦法在客人行程結束之后，

與其繼續保持聯繫。德羅加表示，康養旅

遊的前沿趨勢是通過線上支援或專屬應用

程式來維護客戶關係。這些工具讓客人能

與康養之旅中結交的社群朋友保持聯繫，

同時不忘旅程中得到的體會。

音昱水中天創始人曹慰德表示，社

群關係可以通過應用程式、線上課程和

遊后輔導來維繫。他說道，「應鼓勵客

人在康養路上持續往前，並回到度假村

繼續進步。」與客人在旅程后保持聯繫，

無疑是好的商業手法。蛻變旅遊委員會

(Transformational Travel Council)創
始人傑克·豪珀特(Jake Haupert)說道，

「這是康養目的地的最高理想。應怎麼讓

遊客深記所學習到的知識，之后並將其反

映在與家人、朋友、社會和地球的互動之

中？」

什麼樣的社交關係並不重要；有歸屬感才是重點。康養旅遊供應商要在僅

僅幾天到幾周的時間內，幫助客人與目的地本地人培養感情。

通過康養旅遊回歸自然

將自然引到空間裡，即：真實的大自然，如

天然光照、景觀、新鮮空氣；空間裡的大自

然，如天然材料、植物、動物；以及自然符

號，如藝術品、裝飾品、分形圖案。這可促

進健康和生產力。」當今酒店和水療設計師

（他們往往熟悉大自然影響健康的原理）

正有意地引進親生物元素。

從意大利白雲石山區的勒菲溫泉度假村

(Lefay Resort & Spa)到印尼松巴島的勒利

瓦圖度假村(Lelewatu Resort)，過去十年左

右，幾乎所有新建的康養度假村都融入了

木材、瀑布和俯瞰綠地的落地窗等各種自

然元素，借以提升康養體驗。

由于預期壽命延長、可容養生的

年齡降低等綜合因素，邁向中年的亞

洲人正以樂觀新視角來看待年齡的增

長。他們40多歲就開始抱持「把生活

過好」的心態，而不是把養生推到退休

以后才來做。

↑有越來越多的酒店為客戶免費提供自行車，供其入

住期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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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酒店集團整合升級
鎖定年輕商旅,加快中端市場佈局

Brand Updates

錦江國際集團旗下維也納酒店集團近

日宣佈，將在錦江國際集團「一中心三平

臺」的強大勢能下，整合升級多個品牌，並

鎖定年輕商旅新生代，加快中國中端市場

佈局，讓消費者的體驗升級。

在日前中國國際酒店連鎖加盟與特許

經營展覽會上，維也納酒店集團向業界展

現旗下維也納國際酒店、維也納酒店、維

也納3好酒店、維也納智好酒店、維納斯皇

家酒店、維也納好眠國際酒店等六大原創

品牌。其中，維也納國際酒店、維也納酒

店、維也納3好酒店三大品牌保留基因、優

化升級，正式發佈升級版本；此外，集團

正式推出最新創新孵化新品牌歐暇•地中

海，並承接盧浮酒店集團、麗笙酒店集團

旗下六個國際酒店品牌

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維也納酒店有限公司

項目發展事業部總裁洪

慶旭先生表示，國際酒店

品牌開放大膽的創新思維和差異化特色，

結合維也納多年的本土中端酒店市場運

營經驗，兩相結合，優勢互補，中西合璧，

一方面讓國際酒店品牌綻放在國內市場

上，另一方面也加快維也納與國際接軌、

加速民族品牌全球化的進程。

歐暇．地中海鼓勵積極社交

他進一步介紹，最新亮相的歐暇．地中

海是錦江全球創新中心精心打造的創新

品牌，由維也納酒店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和

運營。該品牌提供健康美食、宣導輕鬆樂

活、鼓勵積極社交，客人們可以在此盡情

享受充盈美好、樂在分享的原汁原味地中

海悠閒生活方式。

除了推動新晉品牌發展，目前，維也納

酒店公司正在開展旗下包括維也納國際

酒店、維也納酒店、維也納3好酒店的品

牌升級反覆運算，在保持核心基因的前提

下，為顧客打造更具現代審美、更能滿足

顧客需求的酒店產品和服務體驗，升級過

程中具體實踐的靈感，與近兩年來的國際

酒店品牌經營經驗不無關聯。

維也納國際酒店是集團旗下中高端商

務酒店品牌，以經典藝術、健康美食、智慧

化為產品設計理念，摒除准五星酒店部分

利用率極低的服務板塊，精選實用的五星

配套，加上特有的五感助眠空間系統，引

領酒店行業輕五星時代。

維也納酒店作為中端酒店經典品牌，

定位為中端藝術紳活精品酒店，將音樂、

繪畫、雕塑等歐洲古典藝術形態與酒店場

景完美結合，以極具競爭力的高性價比匹

配消費升級大趨勢，成為國民消費青睞之

選，並以20多年的高投資回報業績延續投

資熱度。

維也納3好酒店則將以「環保健康」文

化主題酒店為品牌定位，以「好環保、好潔

淨、好健康」為品牌理念，宣導「打造高度

環保健康旅居環境，傳播環保健康智慧文

化」的價值主張。作為經濟型酒店轉戰中

檔酒店市場的快速升級通道，「低投資門

檻、高投資回報」的維也納3好酒店加盟拓

展迅速。

取得法國盧浮酒店三品牌授權

另外，維也納酒店公司也實踐錦江國際

集團「深耕國內、全球佈局、跨國經營」

的戰略，目前還取得法國盧浮酒店集團

旗下凱里亞德(Kyriad Marvelous)、康鉑

(Campanile)、鬱錦香(Golden Tulip)三品牌

的開發和運營授權，預計3年時間將達到

1,000家店規模。

目前，凱里亞德在營門店達到38家，已

簽約、待開業酒店接近200家，未來3年將

達到開業門店300家的規模；康鉑開業酒

店數達到15家，同時有超過40家酒店正在

開業籌備中，預計到2019年底將覆蓋30座

城市；鬱錦香已在中國市場擁有在營酒店

4家，僅2019年上半年就新簽約酒店7家。

收購麗笙酒店集團旗下三品牌

此外，錦江集團今年最新收購的麗笙酒

店集團旗下包括麗亭（Park Plaza）、麗柏

（Park Inn by Radisson）、麗怡（Country 

Inn& Suite Radisson）等三品牌也將由維

也納酒店有限公司開發運營，未來將大力

在中國市場落地。

目前，錦江集團旗下中端品牌中，以維

也納酒店集團最為亮眼，根據盈蝶咨詢發

佈的《2019中國酒店連鎖發展與投資報

告》，維也納酒店品牌目前位列國內中端

品牌規模首位，門店規模超過1,000家。

截至今年9月，維也納酒店在營、在建

及簽約門店總量已突破3,000家，覆蓋全

國502座大中小城市，其中包括北上廣深

這樣的一線城市，也有阿拉善盟、本溪、畢

節、郴州、滄州、敦煌、桂林等的三四線城

市，也有廣西柳州鹿寨這樣的縣城。

洪慶旭先生進一步表示，運營規模、行

業影響力使維也納酒店成為維也納相關

酒店品牌領跑者，隨着中國中產階級的迅

速崛起，中端酒店已成為中國酒店業價值

挖掘的最廣闊的藍海。以廣西柳州鹿寨

的加盟項目為例，由于投資回報率遠超預

期，加盟業主目前共投資了十多家維也納

酒店公司旗下的品牌酒店。

■劉霈芯＝採訪報道

旗下六個國際酒店品牌

在中國市場的發展。

項目發展事業部總裁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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鉑爾曼
每兩個月在華開業一家新酒店

雅高集團旗下蓬勃發展的現代高端品

牌鉑爾曼日前宣佈其最新成員—長春北湖

鉑爾曼酒店簽約。作為大中華區及世界範

圍內快速增長的高端酒店品牌之一，未來

五年鉑爾曼還將在中國開設一系列全新酒

店。雅高集團計劃到2030年，將全球現有

的135家鉑爾曼酒店數量翻番。

雅高集團大中華區主席兼首席運營官

羅凱睿（Gary Rosen）表示：「鉑爾曼是

我們在中國增長最快的高端品牌，以其與

眾不同的商務休閒服務獲得了非常好的市

場反響。在過去的一年半中，我們平均每兩

個月在大中華區新開業一家鉑爾曼酒店，中

國現已佔鉑爾曼全球佈局的三分之一。」

目前鉑爾曼在大中華區共運營38家酒

店，共計超過12,300間客房。

過去16個月，多家鉑爾曼酒店在中國相繼

開業，長春北湖鉑爾曼酒店將緊隨其后。包

頭鉑爾曼酒店是該品牌在內蒙古開設的第一

家酒店，擁有263間客房和套房。上海卓越鉑

爾曼大酒店位于上海青浦，提供292間客房

和套房。長白山吉視傳媒鉑爾曼度假酒店設

有299間客房和套房，均結合自然風光與四

季特點進行設計。蘇州中惠鉑爾曼酒店配備

413間客房和套房，以及面積達1,200平方米

的無柱式大宴會廳。惠州佳兆業鉑爾曼酒店

位于惠州市商圈核心地帶，標誌著品牌在大

灣區發展的重要一步。香港柏寧鉑爾曼酒店

最近進行了一系列設施升級。

南昌西站萬達美華酒店盛裝開業

南昌西站萬達美華酒店日前盛大開業。這

是自10月18日上海青浦萬達美華酒店開業

后20天內開業的又一家萬達美華酒店，也是

萬達美華的第三家酒店。萬達美華酒店品牌

自去年11月發佈以來，不到1年的時間已簽約

30多個項目，全面佈局北京、上海、江蘇、浙

江、山西、湖北、江西、廣西、新疆等多個區

域。

南昌西站萬達美華酒店距離南昌西站僅

600米，位于南昌紅谷灘新區高鐵站核心位

置，毗鄰地鐵，交通便利。酒店設有249間
客房及複合式公共區域。南昌西站萬達美

華酒店主打輕工業設計風格，酒店每間客

房配備智慧互動電視，賓客可使用手機投

屏，輕鬆體驗影音互動樂趣；在房間通過

掃描房間放置的「機器人配送」二維碼，還

可體驗由萌趣可愛的機器人「華仔」即時速

遞多種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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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与采购

多元化的互动交流 

  会奖旅游及商务旅游 
     展览会

  会奖旅游创新空间

  品牌推介会

  展馆导览

  展前洽谈预约配对

国际代表
buyers.itcmchina@ttgasia.com | (65) 6395 7564

中国代表
Itcmchinabuyer@citsmice.com.cn | (86) 10 8526 5553

中国首屈一指的专业会议、奖励旅游和展览的商务交流平台

ID: ITCMCH

TTG CHINA的读者申请特邀买家，可获得买家特权！

报名成功后，往返上海交通及展会期间的住宿将由主办方提供， 
并享受所有特邀买家权益。

MICE 
Buyer 立刻报名

知识与学

习

专家主导，同行共享， 
全新视角看会奖

  主题会议

  协会日论坛

  超级黑客松竞赛新

  CTW China商旅大会

  中国商务会展联盟论坛

2020年3月24至26日
上海 • 中国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拓宽交流渠道，了解行业动向

  向大家问好

  开幕典礼及欢迎晚宴

  赞助午宴及晚宴

  展前/展后买家考察

  中国国际商旅大会(CTW China)
      全方位沉浸体验 新

社交机会

Organised By 主办单位:

Official Media 官方媒体:

Supported By 支持单位:

Co-locate:

Supported By 



取道空中捷径的 
北欧航线
感谢您连续四年颁发芬兰航空TTG中国旅游 
“最佳欧洲航空公司”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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