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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商旅市場數字化支付方案現需求

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區擴建及改造

Las Vegas

據德國嘉惠新一期的報告顯示，中國至

2017年必為全球最大商旅市場，但現金仍

是當今中國商旅人士在差旅過程中，最

廣泛的支付方式，這顯然與虛擬支付、移

動支付技術的快速發展趨勢不相稱。因

此，商旅支付解決方案應朝數字化方向發

展。

德國嘉惠國際中國

區總經理王璐首先介

紹，從這些一手調研

資料可以明確看到：

中國市場持續成長，

且較前一年增加15%

的差旅經理認為其公

司出行量正在增長。和全球平均29%和亞

太地區36%相比，41%的中國商旅經理對

中國宏觀經濟對商旅活動的積極影響，持

樂觀態度。這都印證了：2016年中國可能

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商旅市

場。

王璐解釋，有的統計資料認為2016年中

國商旅出行量達2,900多億美元，有的統

計則認為超過3,100億美元；由于口徑不一

致，無法確認中國去年已成全球最大商旅

市場。但若按2017年8.4%的增長來預測，

2017年中國必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大商旅市場。

其次，報告顯示，中國的商務旅行中，機

票和酒店仍是兩項最大的開支。39%的差

旅經理認為，他們在2017年機票開支將會

上升，45%的差旅經理認為機票預定量也

會增加。酒店方面，有超過14%的商旅經

理認為開支將較前一年上升，超過11%的

差旅經理認為預定量也會提高。

有意思的是，現金仍是當今中國商旅人

士在差旅過程中最廣泛的支付方式（也就

是向公司財務預支現金作為旅費），其次

是私人信用卡。這顯然與虛擬支付、移動支

付技術的快速發展趨勢不相稱。

不過雖然現金和信用卡仍是中國商務旅

客的主要支付手段，受訪人中，91%使用過

手機支付，遠遠高于歐洲平均水平(35%)，

而在使用手機支付的中國商務旅客中，

60%既用于個人消費，也用于商旅開支。同

時，商旅經理作為企業商旅管理的重要人

群，也開始考慮將手機支付應用于公司差

旅開支。

這反映了商旅支付行業朝數字化發展、

全面滿足客戶商旅活動，而非僅個人開支

的必要。

德國嘉惠國際作為全球專業的商旅支

付供應商，每一年都在全球進行商旅市場

調查，並在隔年發佈研究報告。2016年的8

月到10月，德國嘉惠國際在全球範圍內邀

請到24個國家的983位企業商旅經理以及

2,270位差旅人士參與差旅趨勢調研，在中

國則邀請了161位企業商旅經理及152位差

旅人進行了電話追蹤採訪。

近日，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董事會

正式批准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的擴建及改

造項目，這一歷史性的決定，將鞏固拉斯維

加斯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商務會展目的地

的地位。

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總裁兼

首席執行官羅西·瑞內考特 ( R o s s i 
Ralenkotter)表示，「這對我們和整個拉

斯維加斯目的地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區對于拉斯維加斯當

地社區、乃至內華達州都意義非凡。」

內華達州立法委員會和內華達州州長布

萊恩·桑多瓦(Brian Sandoval)在2016年

特別立法會期間通過了一項法案，為拉斯

維加斯會展中心區的發展鋪平了道路。14

億美元的項目將增加60萬平方英尺的全新

會議空間，以確保拉斯維加斯在未來幾十

年內，仍將是第一大會展目的地。

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區的擴建和改造將

分階段在2023年完工。預計，拉斯維加斯

會展中心的擴建和改造，將在動工期間創

造近1.4萬個工作崗位，完工后更將提供近

7,800個全職崗位。該項目在建設期間便能

帶來14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增長。此后，目的

地能夠每年額外吸引100萬遊客，每年增加

的經濟影響可達8.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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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德姆青島「步步為贏」峰會揭示智能化發展
[ 劉霈芯—青島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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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EB路演拓展中國協會會議市場
Thailand

↑溫德姆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晨軍先生

溫德姆酒店集團「步步為贏」2017大中

華區峰會日前在青島舉行，峰會針對旅遊

和酒店行業狀態和發展趨勢進行分享和交

流，溫德姆並宣佈將Microtel品牌引進中

國，引領酒店行業的智能化風潮。

溫德姆酒店集團大中華區總裁劉晨軍

先生在會上表示，溫德姆酒店集團在全球

擁有超過8,000家酒店。在中國，旗下酒店

數量突破1,360家，是全球首家取得這個成

績的酒店集團。「贏在服務、贏在價值、贏

在體驗」也是溫德姆酒店集團對業主和客

戶的承諾。

他進一步表示，酒店行業發展已步入移

動化，從支付方式、科技裝備，再到社交媒

體運營、創新投放模式，酒店行業的發展

即將踏入智能時代。鑒于此，溫德姆酒店

集團今年將Microtel品牌引進中國，這以非

凡高效為核心的酒店品牌，預期將引領酒

店行業的智能化風潮。Microtel品牌最大

特點是，無需現金支付、可實現無紙化、智

能化、數字化的入住體驗。

另外，相比傳統的酒店，Microtel僅有一

種房型，提供極簡主義的設計風格和更便

捷的餐飲選擇。同時，酒店實現了WI-FI 全

覆蓋和智能化的娛樂設備，滿足了智能手

機時代旅客的出行需求。

此外，近日溫德姆酒店集團還引入兩款

「黑科技設備」HTC VIVE的VR技術和

臻迪集團兩款標誌性的產品小巨蛋無人機

(Power Egg)和小海鰩水下機器人(Power 

Ray)，讓消費者能同時享受到最新酒店服

務和定制化的興趣體驗。未來，酒店住宿

不再僅是歇腳的地方，而會成為旅途中值

得期待的驚喜。

在今年溫德姆集團酒店峰會上，H TC 

VIVE也演示VR引領酒店技術革新，利用

V R技術現場展示溫德姆酒店旗下品牌

Microtel 的樣板間，體驗全覆蓋式地進入

Microtel 的酒店房間，讓在場與會者實地

體驗其設計細節。

對旅遊業而言，時下酒店行業的運作模

式，不僅需要技術升級，同時運作模式也

急需創新變革，這才能加快行業升級轉

型的腳步。而溫德姆酒店集團也正在進行

戰略變革，著力于連結更多其他領域佼佼

者，跨界交融的雙贏局面也讓酒店行業更

富生命力。

溫德姆酒店集團近日還與國內最大時尚

I P商業轉化集團紅紡文化也達成戰略合

作，未來將為消費者帶來定制的娛樂時尚

客房等驚喜體驗。此前，阿裡飛豬與溫德

姆酒店集團也簽訂戰略合作協定，雙方將

會在酒店高科技應用、大資料共用等方面

展開全面合作。

除了上述戰略聯盟伙伴之外，此次峰會

的團隊建設活動還請來了國內知名明星太

極師——葉泳湘，與溫德姆酒店人在銀沙

灘分享太極的智能與魅力。

劉晨軍先生進一步指出，「溫德姆酒店

集團的使命是在標準化裡打造多元化，

在多元化裡尋求個性化，讓溫德姆在中國

市場成為消費者和酒店投資人的第一選

擇。」無論日常旅者去向何處、選擇何種住

宿方式，溫德姆集團都將致力提升他們的

旅行體驗，「步步為贏」2017大中華區峰會

正是基于這樣的願景，為酒店行業開拓出

一條具有全球視野和個性化體驗的創新之

路。

泰國國家會議展覽局(TCEB)日前舉行

路演活動，推廣Convene in Paradise支持計

劃，深掘協會市場潛力的同時，也吸引更多

會議落地泰國離島。

泰國國家會議展覽局(TCEB)日前于北

京的推介會中指出，除了加強中國協會市

場對泰國「大會」接待能力的瞭解，TCEB

也希望借Convene in Paradise支持計劃的

宣傳，吸引更多中國協會和組織將大會落

地泰國。

在「Convene in Paradise計劃」當中，逾

1,000名國際參會者的大會，可獲100萬泰

銖的贊助；逾500名國際代表參加的運輸

和基礎設施、康體養生、能源、食品和農工

綜合企業(Agribusiness)、汽車／電子等五

大重點產業大會，同樣可獲100萬泰銖的

贊助；在離島舉行、逾200名國際參會者且

80%來自同一國家的大會，可獲30萬泰銖

的贊助。此外，逾100名參會代表的會議可

獲10萬泰銖贊助，逾200名代表的會議可

獲最少四萬元人民幣的贊助。

除了資金，計劃將逾100名參會代表的會

議或大會帶到泰國舉行的中國協會會議組

織者，也能得到TCEB的考察全面支持。

據介紹，2016年泰國接待了中國遊客870
萬人次，預計今年數量將進一步提升；與中

國休閒遊客同位于泰國國際客源首位的中

國MICE遊客數量，于2016年達127,390人
次，占泰國MICE遊客總數約13%。

單就MICE中的「大會」而言，中國市場

[ 鐘韻—採訪報道 ]

對泰國的興趣近年不斷上升。此次推介

會，TCEB特別邀請了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

會秘書長向參會的協會代表，闡述選擇泰

國作為第14屆世界中醫藥大會目的地的原

因和籌備情況，從見證者的角度加深潛在

客源對泰國大會接待能力的印象。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秘書長桑濱表

示，每一屆中醫藥大會都會為大會舉辦目

的地帶來多種影響，而泰國作為東南亞地

區重要國家，本屆大會將對東南亞地區的

中醫藥發展帶來廣泛的積極作用，同時促

進中國和東南亞傳統醫藥專家在學術發

展、服務貿易、醫療和科研合作、中醫藥標

準制定和立法等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為何如此重視協會會議？

關 于 泰 國 對 協 會 會 議 市 場 的 重

視，T C E B大會推廣部總監V i c h a y a 
Soonthornsaratoon 說道，協會會議與

企業活動的ROI測量方法有所不同。單從

利潤角度，協會會議的回報確實不若企

業活動來得豐厚，然而它卻能為目的地國

帶來至關重要的學術、產業、經濟等多方

面發展刺激。從Convene in Paradise計劃對

五種產業的明確青睞、TCEB對第14屆世界

中醫藥大會的支持，都可以看出泰國在發

展國際協會會議市場時的針對性。

不過，拓展中國的協會會議市場並不容

易。Vichaya Soonthornsaratoon認為，在中

國市場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激烈的競爭；尤

其隨着亞洲各目的地對接待協會會議于金

錢之外的好處的認識越來越透徹，脫穎而

出更加不容易。同時，在中國市場上探索

各地方性協會不同程度的開放性也是一大

挑戰。「如果地方性協會尚未做好敞開自

我、與國際協會建立聯繫的準備，」她解

釋，「那麼他們也不會有把會議帶到國際

目的地舉行的計劃。」就此點而言，TCEB

現正加強發展泰國地方性協會的能力，盼

能為其拓展國際客源國的地方性協會市場

提供幫助。

她補充，五、六年前TCEB試圖開發中國

的協會會議市場時，中國的協會開放性明

顯較近期為低，但此次路演可以觀察到，

中國的協會從規範性及與外國協會交流的

意願而言，都越來越積極。

除了政府提供的支持、各地已完善或正

在發展的MICE設施及服務之外，她並指

出，泰國對于協會會議而言具有吸引力，

還得益于泰國人民的熱情天性。她認為，

泰國人民對外地客人發自內心的歡迎，以

及願意在合同範圍以外提升客戶滿意度

的服務靈活性，可謂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

色，這使得泰國作為目的地別具吸引力。

此次路演，TCEB重點推薦的MICE目的

地包括清邁、北碧府、華欣、普吉、甲米、合

艾、蘇梅、芭堤雅、曼谷和孔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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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秘書長桑濱 ↑TCEB大會推廣部總監Vichaya Soonthornsaratoon 

波士頓借醫療教育開發MICE市場

Boston

[ 鐘韻—採訪報道 ]

美國麻省波士頓具有優勢的教育和醫療

資源，除了利于吸引大眾遊客，更使其在

教育和醫療兩塊MICE細分市場上，發展

得非常成熟。有業者觀察到，尤其在醫療

領域，中國赴波士頓MICE市場還有巨大

的發展空間。

大波士頓地區旅遊局董事／AsiaUS 
Business Connection李豐博士說道，

該公司剛開始摸索大眾市場赴波士頓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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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的接待模式，然此類方案因對陪同客

戶看病之人員的醫學專業度要求極高，發

展困難重重。

他解釋，醫療旅遊中，「旅遊」為輔；出

境就醫的客戶陪護不僅要會翻譯，更需

具備瞭解醫院和病人情況、與醫院溝通並

向病人解釋病情以及做好病人情緒管理

的能力。此外，醫療旅遊還牽涉到責任問

題。他舉例：「假設陪同人員在將病人從酒

店帶往醫院的路程中，病人出事了，責任

應由誰來承擔？」病人有特殊要求，因此

服務方也需擁有特殊的服務能力，這些困

難使得中國出境醫療旅遊市場至今不成規

模。

相對而言，基于教育，尤其醫療教育的

中國MICE市場就容易發展得多。他舉例，

其公司與哈佛、麻省理工、東北大學和麻

州大學等高校合作，哈佛主要是商務培

訓，麻省理工是創新，東北大學是學生創

業生態系統；麻州大學則是教育，比如其

近期與上海市民政局合作的特殊教育培訓

項目。

醫療方面，他介紹，美國的醫院有三大

支柱：醫療、科研和人才培養，而中國醫療

行業對于瞭解美國如何將此三者結合，有

相當大的需求。該公司與哈佛大學醫學院

合作的醫生培訓和醫院管理培訓項目中，

便常年接待中國醫療業者參觀、訪問和上

課。

再以其最大客戶強生為例，由于其骨關

節和脊柱外科在波士頓設有總部，故許多

醫生到訪不單是會談，更為了觀摩和參加

研討課程和專題討論會等等。因此波士頓

的中國醫療MICE市場已非常成熟。

而從與中國各主要大型MICE企業合作

的美東商務MICE接待公司的角度，他表

示，的確可以觀察到基于教育和醫療資源

的中國赴波士頓MICE市場，有巨大的發

展空間。

（
攝
影‧

鐘
韻
）
↑大波士頓地區旅遊局董事／As iaUS Bus iness 
Connection李豐博士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是亞洲區域商務航

空領域的非盈利行業組織，協會中國區

委員會日前召開交流會，討論中國內地近

期相關行業及會員單位關注議題。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中國區委員會

主席張傳勇先生表示，公眾對商務航空

的認知瞭解，對行業推廣將起到及其重

要作用。 政府及中國民用航空局制定

「十三五規劃」鼓勵支援通用與商務航

空發展，但也必須記住社會公眾的支援

非常重要。在推廣商務航空上，協會及其

會員單位肩負至關重要角色，而這行業

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工具，聯結（各行

業）團體，創造就業機會，高效地保障和

促進地區經濟增長。

交流會上，會員單位代表表達他們將通

過亞洲商務航空協會（AsBA A）和美國

國家公務航空協會（NBAA）在中國內地

共同舉辦的「亞洲商務航空會議暨展覽

ABACE」，向社會公眾推廣和教育普及

商務與通用航空。

此外，協會也持續與中國民用航空局

共同協作，如改善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公

務機停機坪及起降受限等事項；正如之

前發生在香港國際機場類似情況，協會

成功地與香港民航處一起改善公務機停

機坪與起降時刻需求。

提高社會公眾對商務航空的認知

Biz 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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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ravel Management

報銷不是未來：業者推差旅支付管理新模式
[ 鐘韻—採訪報道 ]

通過顛覆傳統報銷理念的集中支付模

式，有業者認為，將使總是耗費企業大量

精力和成本的差旅審批、貼發票和審計等

各種流程，成為過去式。

「企業為什麼需要報銷？與其把精力放

在瑣碎的流程上，為什麼不投入更多精神

在有意義的事情上？」上海易旅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總經理宋健民問到。基于這樣的

疑問，他介紹，該公司已提出「不用報銷」

的全新商旅管理概念。

他解釋，隨着電子發票在各行各業越來

越普遍，利用把所有企業差旅相關資源

整合、使所有供應商都處于同一平臺的系

統，便能讓企業客戶不僅機票（比如利用

Airplus）、火車票、酒店乃至餐飲都可集中

支付。在提前把工作做好的模式下，這種

新系統除了徹底解除申請報銷的麻煩，還

能克服審計過程中常常冒出的「錢到底花

去哪裡」的難題，以及借系統自動化，大幅

減少企業管理層做審批的時間。

「想想看，如果員工在平時工作中不用花

大量時間貼發票、老闆不用整天做審批，

這是多麼美好的未來？這樣的未來已經到

來。」

宋健民說道，目前此解決方案已和航空

公司、商旅支付管理公司、旅遊企業和醫

藥公司進行合作。接下來，該公司希望能深

入外資企業市場，並分別針對管理層和員

工的痛點，使系統進一步完善，說明企業

把效率花在必要的地方，而不是讓瑣碎的

流程把精力都消耗掉。

「報銷不是未來，」宋健民說道。未來，

該系統將借與更多差旅管理業界伙伴的合

作，加強面向商旅市場的推廣。

Amadeus cytric Travel and Expense 
實現智能化商務旅遊體驗

此外，全球知名的旅遊業尖端科技解

決方案供應商Amadeus，宣佈在香港推

出Amadeus cytric Travel & Expense，其

嶄新功能將進一步滿足企業與商務旅客

的需要。據悉，此靈活的一站式流動優先

方案，可助香港企業在商旅開支報告上節

省高達65%成本，並減少10%整體旅遊預

算。

亞洲是全球最大的商務旅遊市場，香港

作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商業樞紐，如何進

一步優化員工的商旅及費用管理過程、確

保員工的體驗，對本地企業尤其重要。然

而，不少商務旅客仍受制于過時的科技，

依賴數個獨立的應用程式和網站來規劃他

們的商務旅程，令公司無法有效管理員工

的整體旅遊開支，且難以確保其遵守公司

的相關規定。

Amadeus cytric Travel & Expense是一

個全面、靈活的端對端解決方案，透過商

旅行程規劃及預訂功能的完美整合，為商

務旅客提供最佳的旅遊方案。用戶只需使

用手機，即可輕鬆建立支出報告，避免人

手計算的煩惱；cytric 同時提供從行程計

劃至開支報銷的一站式服務，助企業提升

其商旅管理效率，更準確地監測員工的差

旅支出，確保其合乎公司守則，同時簡化

企業的內部財政程式。

Amadeus cytric Travel & Expense的主

要功能包括：30秒內完成行程預訂程式；

為著重保持在線的亞洲商務旅客，提供流

動優先的方案；提供最多元化的旅遊產品

選擇，並確保所有選項均合乎公司的商旅

規定；定期推出更新、靈活的平臺大大提

升用戶體驗；從行程預訂到開支管理的一

站式服務 ；讓企業不需受其旅遊代理或企

業資源規劃工具上的限制，亦可選擇最合

適的旅遊及開支管理方案。

 Amadeus亞太區企業信息科技總監

Frederic Saunier表示：「縱使亞太區的

旅遊和科技近年發展迅速，使用網上旅遊

及開支管理工具的企業比例卻仍然偏低。

有鑑于此，我們決定在香港推出Amadeus 

cytric Travel & Expense，希望推動本地

的智能化商務旅遊發展，滿足現代商務旅

客和 企業的需要。我們相信商務旅客應

在規劃及管理商務旅程方面，享受到過程

更簡便、更個人 化的體驗；同時企業亦必

須在控制成本、管理開支及確保員工體驗

之間取得平衡。Amadeus cytric Travel & 

Expense 不但能滿足企業以上的要求，更

能助其實現更多的目標。」

Frequent Flyer聚焦高端自由行旅客
Equipments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旅行裝備公司Frequent Flyer借着參與

2017年香港國際旅遊展，聚焦高端自由行

旅客，同時，在現場透過互動活動，測試香

港和中國市場水溫，未來計劃進一步拓展

香港和中國市場，提升香港和中國旅客對

本身產品的興趣程度。

Frequent Flyer董事總經理Patrick So
表示，第一次參與香港旅遊展，主要是看上

旅遊展覽的人潮，以及旅遊產業的發展潛

力。現在越來越多年輕人出遊，他們講究的

是方便和有型，不管是對旅遊行程、旅遊目

的地，還是旅遊裝備，都是抱持着同樣的

看法。為了抓住這些年輕族群的目光，今年

成立的Frequent Flyer推出了設計時尚並且

以多功能為特色的系列產品，讓人不管在工

作、旅遊還是運動，都可以保持有型，並且

讓自己更方便。

Frequent Flyer品牌經理Heidi Lui介
紹到，從護照套、化妝包、相機包、電腦包

到行李箱，Frequent Flyer的旅遊裝備共有

24種，主要分為4種顏色和6種款式。特別

的是，除護照套外，所有產品都可以透過一

個拉鍊，全部打開，攤開來平放，從3D快速

變成2D模樣，非常好收拾與攜帶，同時，也

可以透過內置設計，直接套在行李箱上或

是掛在酒店衣櫃中使用。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產品都是用維修飛機的帳篷布料材質

製作，塑膠皮不但防水、不易燃，還非常耐

磨。

今年冬季，Frequent Flyer還計劃推出更

多系列產品，讓旅客在旅遊時，方便攜帶所

有小配件，如購物袋等。接下來，Frequent 

Flyer還計劃透過網路進一步向中國市場宣

傳，從官方網站、社交媒體等管道下手，讓

客人有機會上網選購，直接寄送到家。

一名香港旅行社業者表示，越來越多外

國企業，現在清楚地知道中國市場以組團

客人為主，而香港市場則以自由行旅客居

多。要抓住目標客源，推廣本身產品，不管

是對專業買家還是一般公眾消費者，參與

當地旅遊展覽，是最快速的拓展生意管

道。

隨着中國舉行越來越多旅遊相關展覽活

動，香港作為平臺優勢正在逐漸流失，越來

越多中國內地供應商不再到訪香港接觸外

國客源，同時，越來越多外國供應商也不再

透過香港活動接觸中國內地客源了。這是

香港旅遊行業應該要重視的一大趨勢，即

時調整轉型，是痛苦的開始，但也必須起步

了。

另一方面，活動越來越多，企業預算卻沒

有越來越多，旅遊局、旅行社也將逐漸被旅

遊周邊產品供應商取代，這也將是一種常

態。對展覽組辦方來說，這也是尋找贊助商

的另一商機。

馬德里會務旅遊業關注中國市場

Madrid

近年來中國會務旅遊和獎勵性旅遊

市場越來越具有代表性，馬德里會議署

(Madrid Convention Bureau)為此將加強對

中國市場展示和宣傳工作，並已于近幾個

月針對中國市場開始進行相關資料編寫，

以便適應該市場。

馬德里會議署與Long Strategy咨詢公

司合作編寫新資料，于2017年初開始，分

幾個階段進行，並將持續至2018年。Long 

Strategy咨詢公司推出以「馬德里，商業活

動是一種樂趣」為口號的宣傳項目，並專對

中國市場和客戶相關媒體傳播和展示。

除了品牌調整之外，馬德里會議署已對

所有展示旅行、熟悉旅行和會議旅行相關

信息資料進行翻譯和改編，包括極為關鍵

的馬德里商務旅遊城市視頻，並建立了一

系列適當指導原則，以便管理熟悉之旅相

關旅行日程及接待參與MCB（馬德里會議

署）宣傳活動的中國客戶。下一階段行動包

括網站版本改編更新，並在優酷（中國的

Youtube）上開設一個播放宣傳短片的帳

號。

第一個宣傳促銷活動行動已經啟動。

MCB組織了一個旅行后期活動，時間設

在馬德里舉行Turespaña中國市場逆向旅

↑上海易旅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宋健民

（
攝
影‧

鐘
韻
）

程結束后，近50家旅遊行業公司受邀參加

該活動，並與23個中國機構會面洽談。會

議之后，團隊參觀了馬德里城市主要標誌

性景點，如皇家大劇院、洲際酒店或皇家

馬德里聖地牙哥伯納烏足球場，以及城市

周邊景點，如阿蘭胡埃斯宮。此外，參會者

們還品嘗了馬德里美食，並瞭解與獎勵旅

遊客戶相關的更多資料和信息。

MCB將于2018年前往中國，向廣大旅行

代理商和企業進行路演，吸引以馬德里作

為獎勵旅行目的地的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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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商務客行為趨勢對市場產生的衝擊

員工授權度不斷提升

注重便捷和渴望旅遊體驗

亞洲各國商務客差異大

出現四類典型商務旅客類型

數碼及

移動平台

更受歡迎

共用經濟

越來越受

關注

低成本航空

市場份額高

SPECIAL REPORT

為亞太商旅之變把一把脈

　隨著亞太、尤其是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商旅市場規模

的擴容，以及合規和節省的管理需求，令專業化的差旅服務受

到青睞。

　但如何根據亞洲商旅人士的消費模式和行為特點創新差旅

類產品？哪些因素影響著旅行者的決策？共用經濟又如何影

響商務旅行的採購和管理？如何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基礎上

挖掘消費者新需求，想「消費者」之想，及「消費者」所及，把

握商務旅行創新的脈搏？

[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經
新加坡旅遊局授權，麥肯錫對占亞

洲差旅開支78.8%以上的新加坡、印

度、印尼、日本和中國這五大市場的2,500

多名受訪者進行了調查，對亞洲商旅人士

的行為趨勢，進行了深度剖析。

1.員工授權度不斷上升：亞洲商務旅

客擁有更多的自主權，而雇主也給予

了更多的自由度。其中69%可以自由選擇

航空公司，11%選擇航班不受限制，不管是

企業提供的、還是廉價航空公司，都可選

擇；此外，他們也更願意繞過企業規定，

35%認為無需完全遵照企業規定的差旅政

策。

員工偏愛的前三名預訂管道都是自主

式的，包括自助式線上旅行社、直接與供

應商預定，以及通過企業線上預訂平臺自

主預定。企業雇主正在淘汰「命令與控制

式」管理。

企業也開始引入新技術，比如自主預定

應用以及遊戲話的差旅管理方法，這種方

式取得越來越多的應用，同時減少了行程

管理成本。

2.注重便捷和渴望旅遊體驗：便捷因

素始終被列為首要因素，比如出差

選擇直飛航班、選擇距離公司近的酒店入

住；便捷是最常被提到員工偏離企業差旅

規定的原因，53％未遵守企業差旅政策的

員工表示，這樣做是為了更便利的出行。

此外，亞洲商務客出差不再只是為了工

作、不娛樂，56%把出差旅行作為一項工作

福利，相比歐洲客人，亞洲商旅客人更傾向

將週末包括在出差行程裡。

3.亞洲各國商務客差異大：比如新加

坡商旅客精打細算的舒適和豪華體

驗；印度商旅客更傾向對數碼服務有所要

求，也願意消費；中國商旅客則重視服務

和排場；印尼商旅客非常注重心理感受，

希望能獲得重視；來自日本的商旅客則關

注價格和差旅出行有關的政策。

4.出現四類典型商務旅客類型：32%

為傳統類型，便利是其最重視因素；

34%為服務偏好類型，重視差旅中的各項

服務、設施和品牌；17%為精打細算型，重

視實用性和性價比；還有17%為積分熱愛

者，最注重積分福利和舒適度體驗。

▼傳統型：這類人士的心態是，「我寧願

搭乘廉價航班，除了票價低廉外還有其他

的優勢，如航班時間便利、不需經停、可更

改簽的政策。」這類商旅客當中有61% 超

過了35歲，在每個國家、企業及職位占比相

似；62%表示會出于便利性因素考慮而不

完全遵守企業差率規定，比如直航、方便

的到達/出發的時間、便捷的酒店位置等。

對待這類型商旅客就要有誘因的「激

勵因素」(例如：直達航線、便捷的酒店位

置)、有條不紊的服務流程、高效的服務提

供等。

▼服務偏好型：這類人士的心態是，

「如果我一路就想着價格問題，我沒有辦

法體驗一個舒適的旅程。」這類型商旅客

當中，52%是35歲以下，62%每年超過3次

商務旅行，59%是中國或者印尼商旅客。而

有67%視商務旅行為一項福利，94%願意

為機上或酒店的附加服務買單，特別喜歡

得獎的服務和工作之余的休閒設施，並特

別重視賓客般對待的感受。

解決之道就是要能用「體驗」來滿足他

們對獨一無二體驗的渴望。

▼精打細算型：這類人士的心態是，「錢

很重要。我不會因為要滿足自我，而花費

在非必要的服務。」這類商旅客中有55% 

初級職位，53% 來自中小企業，73% 主要

為國內旅行。通常吸引他們的是最低價

格和物有所值，其中23%的商旅客不願意

為個人的航空或酒店附加服務付費，高達

57%傾向搭乘廉價航空，相比其他三類型

亞太商旅客
類型分佈

17%
精打

細算型
55%
為初級職位

65%為常旅客

61%>35歲
32%

傳統類型

17%
熱衷

積分型
34%

服務偏好型
52%<3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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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司的崛起，共用經濟的崛起不斷侵佔傳統

商務旅行產品的市場份額等等。

衝擊1：亞洲商旅客喜歡數碼工具和流

程，數碼預定管道比線下管道更流行，超過

了28%；而移動是下一波浪潮，希望使用移

動平臺及流程的亞洲商旅客的比例，已經3

倍于傾向現有模式的商旅客。

衝擊2：低成本航空公司已經佔據了

29%的市場份額，在全球商旅市場中占比

最高；亞洲商旅客過去三年在低成本航空

上的花費年增長11%，將近2倍后北美地區

的6%的增長；41% 亞洲商務旅客表示他們

願意或非常願意搭乘低成本航空出差。

衝擊3：共用經濟還在初期，但正在越

來越受關注。目前的記錄只有占0.1% 的

商務住宿支出，預計2025年將會從14年的

140億美元增長至3,550億美金。2015年，商

務旅行中的北美的酒店共用經濟住宿增長

了3倍，70% 的亞洲商旅客熟悉共用經濟住

宿，其中40%願意考慮再差旅途中使用。

他也進一步指出，該項研究給到所有會

議、會展領域相關人士的啟示在于，要能瞭

解並直接針對你的目標客戶，切記你從事

的是銷售時間的生意，以及時刻重視個性

化。

中國商務市場需要好好思考未來的路
China Market

在亞太地區中，中國市場的變化尤其受

到關注。根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GBTA）

最新商務旅行報告，2016年中國商務旅行總

支出增長約9.2%，將達到3,179億美元。2017

預計將有8.4%的增長，商務旅行的支出將

達到3,446億美元。

不過，雖然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中國

商務旅行與會獎旅行的規模亦不斷擴容、

市場不斷增大，但國內外企業不僅要面臨

着行業內的競爭，還要保持創新與融合的

能力，應對客戶需求多樣性的趨勢，商務會

獎旅行領域人士確實需要好好思考未來的

路在何方。

市場雖大也別太樂觀

根據艾瑞監測資料，2014年中國商旅管

理市場交易規模突破1,000億，較2013年增

長17.2%。2015年受經濟軟着陸影響，增長

放緩，增幅約15.6%，達到1,260億元。艾瑞

咨詢認為，隨着2016年中國經濟逐漸啟穩，

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將依然保持強勁增長，

這對商務管理市場發展是一個強勢利好信

號。預計2017年開始，中國商旅管理市場將

回歸快速增長態勢，2018年有望超過2,000

億。

全球商旅協會（GBTA）預測2017年中國

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商旅市場。但實施商旅

管理的交易規模則少于10%，目前以外企和

民企為主，正逐漸向央企和國企拓展；2016

年企業集中度占比約17.6%，2020年有望達

到30%。

又根據艾瑞咨詢的資料報告，2013年商

旅市場迎來大爆發，然而一年內趨勢反轉，

在2014年、2015年商旅市場持續跌落。

其中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受三公消

費影響，商旅客戶幾乎大部分的盈利來源被

切斷，大部分企業主要業務被鎖死不得不

面臨轉型；二是商旅一直延續傳統模式，

客戶需求不能被滿足，這也是最主要的原

因之一。國內大部分商旅企業僅將信息化作

為服務的輔助措施，在面向企業客戶的商

旅管理服務商，與國外先進企業在信息技

商旅客比例要高。

要掌握這類型商旅客，就要以「不提供

非必要的服務」價值為中心的服務和產

品。

▼積分熱衷者：這類人士的心態是，「我

有一張萬豪的會員卡，我想累積盡可能多

的積分。而且，我的公司將承擔我的酒店

住宿， 所以我無需放棄。」67%是新加坡

人或日本人，65%是常旅客（每年至少3次

商務出行），其中只有25%願意搭乘廉價

航空。這類型商旅客偏好忠誠度和獎勵方

案，同時對差旅住宿需求舒適的位置和豪

華房間；當中35%會為了積累積分而偏離

差旅政策，且往往會因為額外的常旅客福

利，讓這類型商旅客更佳享受商旅出行。

要吸引這類商旅客則要著重下一代忠

誠客戶方案計劃，以及具備在不同行業和

市場，建立企業合作和建立網路的能力。

新加坡旅遊局展覽與會議署長潘正志

表示，隨着用戶行為

的改變和線上旅遊的

發展，商務旅行也在

經歷着不小的衝擊，

比如線上、移動渠道

對后傳統線下管道的

衝擊，低成本航空公

術的應用、信息系統的開發上，存在較大距

離，因此新的方式進入后，商旅客人的選擇

也會變得多樣化，商旅企業的道路越走越

窄，創新成為了2014~2015年絕大多數企業

逾越不過的鴻溝。

2014年共用經濟的火熱，打破了傳統行

業的一些慣例和商業模式，反觀傳統商旅

管理行業在過去一年的商業創新，可以說

是平平無奇。經歷兩年，商旅人士越來越多

用Uber、Airbnb打車訂房。根據Certify的調

查資料顯示，2016年最后一個季度，Uber成

為了差旅用戶最喜歡用到的出行服務，使用

打車軟體打車的使用者比例占到了56%，超

過了傳統的租車和計程車服務，相較于前年

同期增長了33%。另外，自2016年6月以來，

員工在Airbnb等類似住宿預訂平臺的企業

數量，也增加了20%。因此，Uber、Airbnb、

滴滴等公司近兩年也開始與酒店合作。

中航嘉信副總經理吳克儉表示，越來越

多的體系進入商旅市場，倒逼傳統商旅市

場改革創新。2017年，被稱為商旅2.0時代，

商旅管理行業也面臨着新的機遇和挑戰。

伴隨着新的行業發展趨勢，中國商旅市場

理所應當的進入了新一輪的洗牌。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商旅市場發展到現

在有五個明顯現象，包括中國商旅市場雖

然規模大，但普及率、集中率較低；市場參

與者眾多，行業利潤率低；客戶需求多元化

也帶來了模式創新的挑戰；對于新系統、

技術的融合創新成為難點等等。

中國商旅管理市場集中度偏低

目前的中國商旅市場主要是以尚途商

旅、在路上旅業以及國旅運通、中航嘉信等

中外合資企業主要構成。當然，還有傳統旅

行社、航企以及攜程等OTA的參與。而中

國商旅市場還處于發展初期和市場培育階

段，行業集中度不高。

以德、法、英為主要代表的歐洲市場，行

業前四名份額約為66%，而中國商旅管理市

場前四位的企業市場份額占比18%，其中攜

程商旅最高，達到7.4%，國旅運通和中航嘉

信緊隨其后，分別占5.0%和3.7%。

還有一些正在發展中的商旅平臺，其

中部分已獲得了融資，比如Z管家、匹匹

扣旅遊圈、51BOOK、芝麻遊、蜘蛛旅遊

網、票管家、覓優商旅、力行網路、Booking 

Boss、WayBlazer、八爪魚線上旅遊、真

旅網天地行等。除了像匹匹扣旅遊圈、

51BOOK、真旅網天地行融資額已經超過了

億元，很多商旅平臺都是在億元以下，甚至

千萬元以下。這些商旅平臺沒有辦法與OTA

競爭，只有發揮自己特色，發展自己的創新

模式，才能在商旅市場中分一杯羹。

行業內缺乏再創新能力

商旅行業之所以一直停滯不前的最終原

因，是業內缺乏再創新能力，如果行業無法

自行解決問題，那麼就會有外來企業介入，

比如Airbnb、滴滴，還有近日切入商旅市場

的共用住宿平臺小豬等等。而這些有着更

優秀用戶體驗的企業，總會出現破局者，迫

使其他企業參與競爭。這對于傳統商旅企

業來說，尤其以中小型企業為核心的群體，

將會面臨被併購、甚至淘汰的結局。

此外，目前中國的商旅管理還有很多空

白。美國被管理的商旅市場達到60%，但是

中國被管理的商旅平臺只有20%，還有80%

的發展空間。與日益增長的企業商旅費用

相比，中國的 TMC 行業發展緩慢，產品資

源單一、墊資資金壓力大， 90%的企業僅

通過使用中小旅行社來進行最簡單的商旅

預定。

2017年，攜程、阿裡的商旅爭奪戰，再次

把媒體和業界的焦點拉回到商旅，中國商

旅市場迎來第二輪跑馬圈地。

時間再往前推，早在2006年攜程就開始

從TMC層面佈局，最早三四年主要是爭奪

外資企業。2014年，飛豬剛剛更名時，就曾

透露飛豬旗下或出現更多服務品牌甚至會

新立商旅品牌。相較之下，雙方各有壁壘。

對攜程來說，阿裡商旅的優勢在于阿裡巴

巴集團搭建多年的金融體系和信用體系支

撐。阿裡商旅能給信用記錄良好的企業授

信，先出差、后買單，這也恰好解決了傳統

差旅企業「按時結款」的大問題，一站式的

流程管理、價格加上生態鏈條的服務，也是

阿裡商旅的競爭優勢。

但對于阿裡來說，攜程多年以來的佈

局已經擁有了一定基數的優質客戶。據瞭

解，攜程商旅目前註冊的企業數量超過1萬

家，活躍使用者6,000家，雖然數字遠小于

阿裡商旅的10萬家用戶，但阿裡商旅以服務

中小企業為目的，而攜程商旅上有120家全

球500強企業，所以從業務規模上，攜程也

絕對不遜色于阿裡。

另外，航司「零傭金」極大壓縮代理人

收入，酒店、租車、保險等成為新業務增長

點；提升服務品質留住老客戶，減少人力資

源的虛耗；同時與銀行和協力廠商支付公司

合作，降低資金墊付成本；提高系統自動化

和線上預訂，優化運營效率。

圍繞節省、安全、服務來展開

而商旅企業的創新發展應該圍繞着節

省、安全、服務這三點來展開。企業必須合

理化差旅政策，讓員工樂于參與，優化供應

商採購；為員工提供充分安全保障，也為企

業信息安全確立最高標準，並且讓差旅出

行的員工能有個性化安排且出行無憂。

具體來看，商旅企業應使用物聯網和移

動技術，為旅行者和差旅經理提供無縫連

接。打通管道整合資源，為客戶提供一站式

服務保障。採用集中支付解決方案來確保

費用透明、簡化報銷管理，並避免信用卡的

盜刷。為客戶提供即時智慧的資料報告工

具，讓管理觸手可及。

傳統商旅企業必須改變產品結構，酒

店、租車、保險等等環節，或許將成為新的

業務增長點。

★2017商務旅行支出

　將達到3,446億美元

★2018商務管理市場

　有望超過2,000億美元

                        中國商旅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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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動遊戲聯盟創始人兼秘書長

宋煒

　二年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國務院聯合發佈《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宣導行業協會及商會脫離「官

辦」，自主運行；促進行業協會的發展。這一轉變對正在轉型中求生存的行業協會，意味著什麼？另一方面，各類全球性的聯合會

紮根中國者越來越多，同時走向國際舞臺以拓展業務、交流行業經驗的國內協會，也與日俱增。在政策、方向、資金和人才招募方

面，這些行業協會面臨哪些挑戰？須做哪些考慮？

ASSOCIATION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Tips

掌握會議活動要點 發揮影響力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自主運行的
中國行業協會正面臨挑戰  

如何找準行業協會
商會的價值?

如何舉辦
會議活動?

如何聆聽
會員的意見?

如何設定出協會的
目標、品牌?

挑戰

據中國旅行社協會會獎專業委員會副秘

書長兼亞太會獎與活動協會副主席姚紅介

紹，中國行業協會大致分為四類：

壹、具有特殊職能並具有一定官方性質

的行業協會(商會)。如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中國足球協會、中國消費者協會和中國註

冊會計師協會。

貳、半官方性質的行業協會。這類行業

協會主要包括兩種，也就是2000年政府機

構改革時形成的聯合會，以及按照有關行

業建立起來的一地一業一會的專業協會，

如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中國鋼鐵工業協

會、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中國商業聯合會、

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中國飯店協會、中國烹

飪協會。

參、由下而上、由自然人或法人發起成

立的有關協會和商會組織。這樣的協會也

包括兩類，一是民間自發組織的、在某地

區民政部門註冊登記的民間團體，如溫州

的打火機協會、上海的炒貨協會等；二是由

民間協會主管的非獨立法人機構，如泰山

會、中國企業家俱樂部、江南會、正和島、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接力中國青年菁英

協會等。

肆、不在中國政府部門註冊登記的有關

協會或國外有關協會在中國設立的辦事

處、分會等。這類協會的特點是：原來在中

國政府對口部門下管理，政府利用這些國

際協會的分支機構快速進入國際市場，得

到國際培訓。現在在中國現有法律法規允

許的範圍內，開展業務和各種活動，並配合

政府和行業的發展提供服務。這類行業協

會給中國行業協會帶來了國際信息、國際

管理經驗、國際市場、國際培訓和國際咨

詢，如ICC China Committee、SITE China 

Chapter、GMGC、Skal International。

中國行業協會發生了什麼變化？2015

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

了《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

案》的方案。這是為了實現行業協會和商

會脫離政府的行政管理，實行自主管理，

進而促進貿易協會的發展。這種轉變對貿

易協會意味着，協會要開始重塑自己以保

持協會的發展。

截至2014年底，中國共有社會組織60萬

個，其中社會團體30.7萬個，民辦非企業單

位28.9萬個，基金會4,044個。行業協會商會

以每年10%~15%的速度迅速增長。2016年

底，中國近七萬家行業協會、商會與其主

管、掛靠的行政機關脫鉤了，實現機構、職

能、資產、人員、黨建、外事等全部分離。

脫鉤后，部分行業協會商會面臨挑戰。如

果找不到行業協會商會自身該幹什麼、能

做什麼，也找不到自身發展的目標，更不能

適應市場的需求，必然面臨嚴峻的挑戰。

其實，就協會脫鉤不託管而言，政府在

與行業協會商會脫鉤后，並不是完全不管，

而是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監管。找準行業

協會商會的價值，成為首要任務。行業協

會商會最大的價值，就是服務會員，為會

員解決難點文題、熱點問題、趨勢問題、

危機問題。

脫鉤后，行業協會商會須強自身、建平

臺、求發展，將服務重心轉向企業、行業和

市場，建立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結構。

整體來看，近年才脫離「官辦」的行業協

會，突然要獨立運營了，不但要學習聆聽會

員的意見，還要知道怎麼舉辦活動、怎麼

舉行會議，更要設定出協會的目標、品牌。

他們不像是PCO本來就知道怎麼操作，而

是需要從零學起，以前像是第二個政府的角

色，現在必須拋棄了，財務和運營也要開始

分開管理了。

無論如何，中國行業協會還有很多要學

的地方，目前水平也還沒上來。

中國旅行社協會會獎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

兼亞太會獎與活動協會副主席

姚紅

　脫鉤后，部分行業協會商會面臨挑戰。如果找不到行業

協會商會自身該幹什麼、能做什麼，也找不到自身發展的

目標，更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必然面臨嚴峻的挑戰。

如何找準行業協會
商會的價值?

如何找準行業協會
商會的價值?

如何舉辦
會議活動?
如何舉辦
會議活動?

如何聆聽
會員的意見?
如何聆聽
會員的意見?

如何設定出協會的
目標、品牌?

如何設定出協會的
目標、品牌?

成功行業協會皆須通過會議活動以傳

遞協會價值及服務會員，也是發揮影響力

的重要關鍵，故自主運行后的中國行業協

會，應學習掌握會議活動要點。

全球移動遊戲聯盟創始人兼秘書長宋

煒指出，選擇舉辦活動的目的地，原因不

外乎當地有相關行業、酒店、政府支持，同

時，當地交通方便、易達性高。作為一個聯

盟，不但要有能力分析全球大數據，更要

瞭解本身所代表的行業，以及線上到線下

渠道、最新科技。

在舉行活動時，需要邀請參與者從多國

到訪，因此，除了動線要設計好、識別牌

要明確、活動中找到最佳的贊助商展示位

置、舉辦相關頒獎活動之外，活動如果要

提高品牌和參展商知名度，必須邀請最具

影響力的媒體到訪報導。

最重要的是，做活動一定要找到行業專

家，內容為王，在會議同場舉行展覽，讓

所有參與者瞭解趨勢，才能使活動夠吸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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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Medical Travel

醫療健康旅遊經濟促進會議活動成長
隨著國內外醫療健康旅遊產業經濟的日

益成長，醫療健康旅遊產業博覽會、醫療

健康旅遊國際峰會、國際醫療旅遊產業大

會等整合跨境醫療健康服務貿易全產業

鏈，共建世界醫療健康產業創新生態經濟

體的活動，勢必將越來越多。

針對全球化背景下協會會展的挑戰與可

持續發展分享意見的中華醫療健康旅遊協

會會長兼世界醫療健康旅遊聯合會副主

席賈笑芳表示，自2012年，中國成為了世界

上最快速成長的旅遊出境市場，以及領先

的國際旅遊消費。在中國旅遊消費方面，達

到全球旅遊消費的9.5%市場比例。越來越

多有錢的個人想要在海外獲得醫療保健方

面的旅遊體驗。

他們想要尋找的是身體、心智、心靈、情

緒、環境與社會方面的健康，並且很樂于

嘗試健身、健康飲食、健康檢查、水療和美

容、身心平衡運動課程、心靈交流、個人成

長、環保與冒險等活動。可以說，國際醫療

健康旅遊，已經成為全球新興且快速增長

的服務領域。

1.3萬億美元的
全球經濟影響力

從國際醫療健康旅遊產業經濟來看，全

球旅遊達3.2萬億美元，國際入境旅遊占

33%(1萬億)，國內旅遊則占67%(2.1萬億

美元)。當中，全球健康旅遊則達4,386億

美元，國際入境健康旅遊占32%(1,390億

美元)，國內健康旅遊則占68%(2990億美

元)。所有國內和國際旅遊的6%，屬健康

旅遊，約5.244億次。而所有國內和國際旅

遊花費的14%，屬健康旅遊，約4,386億美

元。國內健康旅遊比國際健康旅遊規模大

得多，占到健康旅遊旅程的84%，以及花費

的68%。另一方面，想要在旅程中保持健

康的旅客，也就是旅行以健康為第二目標

的旅客，占到健康旅遊旅程的87%，以及

86%的花費。

在2017年，預計健康旅遊將成長超過

9%，超越整體全球旅遊逾50%。另外，健

康旅遊代表了1,170萬個工作機會，以及1.3

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在2013年，

健康旅遊占到全球GDP的1.8%。

放眼看健康旅遊的未來，2017年，健康

旅遊旅程的成長，將有超過一半發生在亞

洲、拉丁美洲、中東和北非等地。即將面對

國際和國內健康旅遊成長的國家包括：北

美的美國和加拿大，歐洲的德國、瑞士、俄

國、波蘭、西班牙、土耳其、法國、奧地利、

匈牙利、捷克和摩洛哥，以及中東的阿聯

酋、南非、以色，加上亞太的印度、日本、

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台灣、泰國、中

國、南韓、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新加

坡。而出口醫療旅客的國家包括了加拿大、

美國、俄國、中國、澳大利亞，聯合國會員

國、中東地區，以及非洲國家。

就中國出境健康旅遊行業來看，越來越

多高淨值的中國遊客選擇在海外體驗健

康和醫療旅遊計劃，主要出境體驗的項目

包括：腫瘤科，心腦血管科，神經科，整容

手術，貴賓健康檢查，抗衰老，貴賓生育規

劃，眼科，康復科等。

全球健康旅遊大會遍佈各地

從挑戰來看，不外乎四大問題：中國生意

機會在哪裡？如何在中國市場啟動生意？

如何在中國市場找到自己的生意伙伴？如

何在中國市場找到自己的客戶？解讀中國

政策法律法規，「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屬于「一帶一路」國

際醫療健康旅遊範疇。其實，「絲綢之路」

旅遊部長會議，都已經在絲綢之路旅遊國

際大會上舉行。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亞太旅遊協會等

論壇，也有提到醫療健康旅遊是未來一大

趨勢；每年全球健康旅遊大會都會在不同

地方舉行。

未來五年，中國大陸將有17個國際醫療

中心拔地而起，這些區域性國際醫療健康

服務產業城市綜合體，也就是產業園區，將

大大滿足中國遊客健康旅遊的需求。同時，

中國在北京、上海、西安也都在打造國家特

色小鎮，如投資金額約300億人民幣、總面

積3.81平方公里、可容納7至12萬人居住的的

西鹹立體城市等。

此外，國際醫療健康旅遊質量標準化認

證，將持續邁向全球視野、國際標準、行業

監管、人才培養的目標，打造國際醫療健

康旅遊質量標準化認證體系，提供客戶、合

作伙伴、最佳案例，以及醫院、牙醫診所和

康復中心的指南，進而推動國際健康旅遊

酒店質量標準化認證，使標準服務、國際接

軌、可持續發展目標、跨境商業醫療保險金

融結算體系能被人享用。

因此，醫療健康旅遊產業博覽會、醫療健

康旅遊國際峰會、國際醫療旅遊產業大會

等整合跨境醫療健康服務貿易全產業鏈，

共建世界醫療健康產業創新生態經濟體

的活動，勢必將越來越多。

會議是跨境醫療健康
投資的平臺

就醫療會議而言，最重要的是，跨境醫

療健康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保護。要

知道，知識產權有八大價值，包括自我保護

中的保護創新成果和防止成果流失、恐怖

平衡的防止侵權訴訟和確保經營安全、競

爭利器的獨占市場和主動出擊，以及多元獲

利的知識產權與貨幣化。

會議就是領先跨境醫療健康投資的貿

易平臺，也是國際醫療健康旅遊產業平臺，

更是醫療健康產業投資貿易平臺。未來創

新技術、創新解決方案和創新經濟體，會

帶動智慧醫療健康旅遊。透過雲計算大數

據，以及營銷渠道：口碑營銷、社交媒體、

網絡營銷、互動營銷、數字媒體、社會化媒

體等，打造互連網＋智慧醫療健康旅遊。而

國際醫療航空救援、國際生命救援協作網

絡平臺，以及國際醫療航空救援與國際轉

會診平臺，也可以在郵輪康養旅遊產業找

到解決方案。

中華醫療健康旅遊協會作為中國最大和

領先的國際健康和醫療旅遊產業平臺，希

望能以全球視野、國際標準、跨界引領、創

新共贏為目標，搭建國際跨境醫療服務貿

易和醫療健康旅遊產業平臺，並透過創新

鏈、產業鏈、價值鏈、資本鏈等多個層次面

實現資源整合、資源優化配置，使產業鏈上

下游資源縱向整合，各交叉產業領域橫向

跨界整合，產生全球健康旅遊產業創新生

態經濟體。

在中國有很多生意機會，不管是健康相

關的保險產品、醫療旅遊培訓、醫療旅遊

認證、智慧健康旅遊解決方案，還是私人醫

院系統的擴展需求，以及B2B和B2C的生意

合作，中華醫療健康旅遊協會提供很多行

業解決方案，不但會用當地語言介紹供應

商的內容，給予安全解決方案，也會協助組

織和中國政府官員合作，提供國際連鎖供

應商管理解決方案。

目前外資在中國設立醫療機構面臨的挑

戰，包括：工商、稅務註冊、土地等行政審

批；醫務人員多點執業；稅收政策；醫療保

險支付體系；設融資政策等實際操作層面

的障礙。

中國也急需配套性政策與實施細節，如

國際醫療旅遊服務機構準入標準、運營流

程、評價體系、政府監管體系等法律法規，

以及在國際醫療商業保險體系對接、國際

醫療旅遊目的地推介、國際化專業人才培

養培訓體系建設、醫療旅遊簽證發放協調

統籌等。

全球國際醫療健康旅遊產業

經濟規模，達3.2萬億美元
中華醫療健康旅遊協會會長

兼世界醫療健康旅遊聯合會副主席

賈笑芳

醫療健康旅遊經濟促進會議活動成長

另外，派對和娛樂元素也非常重要。參

與者必須知道可以去哪些地方，哪裡有好

玩的活動。通常活動后舉行派對，都會很

多人參加，這時候找贊助商提供免費酒水，

會讓參與者玩的更盡興，留下更深刻印

象。

另一方面，在舉行活動時，要聚焦品

質，活動場地很重要，參加者高水平的質

量保證，也同樣重要。而且活動需要幫助當

地業者，如舉行相關比賽，更須讓參加者

覺得參展、投資很值得。

要注意的是，攤位大小不重要，簡單設

計也不錯，重要的是有地方可以讓參加者

交流，若有大螢幕可以展示贊助商標誌的

戶外場地，是不錯選擇。現在已經不流行

超大包場式的攤位了，聚焦品牌、設計、內

容，邀請合作伙伴，同時，展現創意，打造

易于分享和聊天的沙發等舒適環境，更能

吸睛。

此外，活動要做好是前登記，讓人很容

易報名、很容易註冊、很容易登記，在報名

流程中，也可以銷售一些相關的小商品，建

立不錯的生意渠道。只要活動內容豐富，

場地坐滿了都還會有人站着聽。有關會議

的細節，如地點、時間、主講人、題目和內

容等，只要提前分享，或是在活動中清楚

展示，也一樣能聚集人氣。尤其當主講人非

常知名，只要讓行業人士知道了，就不缺人

潮。

成功協會會議活動之關鍵

1. 目的地環境支持度高

2. 活動目的地易達性高

3. 邀請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到訪

4. 找到行業專家，內容為王

5. 聚焦場地及參會者品質

6. 勿忽略派對和娛樂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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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商貿城會展中心

總投資：約2.2億元

總建築面積：6.6萬平方米

年營業額：40億元(預計)

年相關利稅：3.6億元(預計)

EXHIBITION CENTER

Gansu

天水商貿城會展中心正式啟用
近日，由甘肅建投承建，七建集團施工

的天水商貿城會展中心正式啟用。總投資

約2.2億元的會展中心，總建築面積6.6萬

平方米，分為地上四層(建築面積4.9萬平

米)與地下一層(建築面積1.7萬平米)，為中

型展覽館建築，集展覽、辦公、商業、媒體

發佈等功能為一體。

會展中心屬天水商貿城的重要部分，周

邊還有商務洽談區、倉儲保鮮區、展示展

銷區、信息服務區、物流配送區等配套。項

目可舉辦區域性的商品、文化、旅遊、工

業、農業等多行業的博覽會和交流交易會，

併入駐大型高端、特色商業、現代服務等

企業20家以上，安排從業人員8,600多人，

預計年營業額可達40億元，年相關利稅達

3.6億元。

天水商貿城則是成紀新城的核心區，總

占地1,360畝，總建築面積120萬平方米，總

投資15億元，定位為隴東南區域性會展中

心、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和商貿中心。目前天

水商貿城項目建設工作進展相當順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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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會展中心、廣場及地下停車庫和鋪裝綠

化亮化、供電專線等重點項目已全面完工，

接下來將加快文化藝術館、天水大劇院和

成紀大酒店項目建設前期工作。

天水商貿城將是關中至天水經濟區發

展規劃中的一個區域性商貿流通重點項

目，對加快發展會展經濟、完善城市商業

功能、打造隴東南區域商貿流通高地具有

重要意義。

成紀新城則為天水城市核心區、中央商

務區，也是連接天水市主城兩區相向發展

的重要功能區，已啟動實施的項目有天水

商貿城、體育中心、成紀大道、北山生態環

境治理、借河環境治理二期工程、孫家坪

大橋、峽口大橋、天水一中分校、成紀專科

醫院、成紀大灑店、恆順社區、成紀熱源

廠、成紀淨水廠、軌道交通試驗段和峽口片

區棚改等十五個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天水市重點項目建設

還包括：麥積山論壇永久性會址、天水賓

館、峽門風情小鎮等。當中，麥積山論壇永

久性會址分三期規劃建設，一期工程已于

2016年底全面竣工，二期工程即將啟動建

設，三期工程各項前期工作正按計劃有序

推進。 「綠色催化和可持續發展麥積山

論壇」永久會址，對于凸顯「論壇」主題，

搭建「綠色催化」產學研交流平臺，提升

天水市乃至全省在國內國際的知名度和影

響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項目要通

盤考慮會址的二、三期工程總體規劃，邀

請國內一流的規劃設計團隊精心設計，確

保會址建築風格獨特、體現藝術價值，加

快后續工程建設進度，使會址既承擔「論

壇」平臺功能又成為宣傳天水的一張靚麗

名片。

一名甘肅旅行社業者表示，現在天水開

工項目和即將建成項目太多了，尤其是基

礎設施，隨便舉例就有已經通車的成紀大

道、正在建設的羅玉河特大橋，還有即將

建成通車的主城區「紅橋」，而且天水軌道

交通已經開建了，線路全長約20.1km，設

站17座，總投資31.3億，今年年底有望搭乘

有軌電車。 2016年，成紀新城區域共實施

各類項目28個，總投資229.41億元。

Guangxi

廣西農業會展中心打造農業會展經濟圈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記者從多家旅行社業者瞭解到，南寧農

產品交易中心項目(一期)正在加緊建設，

其廣西農業會展中心即將封頂。預計今年

底，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項目(一期)第一階

段的廣西農業會展中心、冷庫、大棚等17個

建設單體，完成建設。

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占地約3,000畝，分

三期進行建設。其中，一期共建設25個單

體，總建築面積64萬平方米，分兩個階段

建設：第一階段建設廣西農業會展中心、

冷庫、大棚等17個單體，約27萬平方米；第

二階段建設商務綜合樓、倉儲交易區等8個

單體，約37萬平方米。項目從投入建設至

今，累計完成投資90,785萬元。

項目建設單位中建八局廣西公司項目

經理陳興勝介紹到，廣西農業會展中心

項目外觀輪廓初步顯現，水果蔬菜展示交

易區部分果蔬大棚已經成型。目前，廣西

農業會展中心已經施工至第三層，即將封

頂；部分大棚也已完工；現貨倉儲分揀區

約于6月初封頂。根據建設計劃，今年6月

底，第一階段建設單體土建部分大部分實

現主體封頂，第二階段建設單體啟動基礎

施工；到今年底，第一階段建設單體全部

實現竣工，第二階段除商務綜合樓(25層)

外，其他全部實現主體封頂。預計明年春

節，市民就能來這裡購買蔬菜水果等農產

品了。

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是自治區成立60周

年大慶項目，也是南寧市委、市政府基于

解決五里亭果蔬批發市場搬遷問題和實

現南寧農產品流通設施跨越性升級而作出

的重要部署。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有限責

任公司副總經理林肖華指出，南寧農產品

交易中心項目建成后，不僅要承接及升級

五裡亭果蔬批發市場的功能，還將作為每

年中國-東盟博覽會(東博會)農業展舉辦平

臺和中國農產品交易會及各農業展會申辦

平臺。其中，廣西農業會展中心就是今后

承接東博會農業展主展區。

廣西農業會展中心預計今年底建成，

建築面積達5.93萬平方米(含地下車庫面

積)，可設置600余個標準展位，停車位上

千個。而且如果會展的規模需要擴大，可

通過與之相連的果品交易區把布展展位

數擴充至上千個。今后廣西農業會展中心

還將利用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產業彙聚平

臺，作為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東博會

農業展等區域性農業會展、特色商品展銷

會申辦平臺，建成立足廣西、聯繫全國、

輻射東盟的最有影響力的區域性農產品

綜合展銷體系，打造農業會展經濟圈。

根據南寧市定位要求，未來南寧農產品

交易中心將打造成為立足南寧、服務廣西，

連接周邊省份及東盟各國的廣西南菜北運

樞紐和中國-東盟農副產品交易集散地、國

家農產品可追溯體系示範基地以及廣西農

廣西農業會展中心

總建築面積：5.93萬平方米

標準展位：600~1,000
封頂完工：2017年底(預計)

業信息惠民示範基地、國內大型現代農產

品交易中心升級版、全國乃至全球農產品

物流的重要節點。

項目建成后，將配置有農產品批發區、

農業會展區、農商CBD商務區、互聯網+農

業電商區、農業金融服務區、農產品冷鏈

物流配送區、廣西東盟特產中心、農產品

安全檢測中心及大型涉農商業街區等，集

廣西農產品交易集散中心、廣西農業會展

中心、廣西—東盟農產品交易(信息)集散中

心、廣西農產品電商交易中心、南寧涉農

項目投資融資平臺、西南農產品冷鏈倉儲

基地、廣西農產品食品安全輸出中心、廣

西特產交易展示中心于一體。預計年交易

量為500萬噸，其中加工配送交易量120萬

噸、電子商務交易量170萬噸、實物交易量

為210萬噸。

南寧農產品交易中心建成后，將成為中

國西南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集農產品交

易、物流、會展、投資、服務于一體的專業

性現代農產品交易綜合體，可提升南寧農

產品物流綜合服務水平，輻射帶動周邊農

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並保障南寧市民菜籃

子、米袋子、果盤子之所需，推動穩定、安

全供應，平抑區域物價，同時帶動5萬人以

上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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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新高，迪拜

今年来到访迪拜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迪拜早已成
为世界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根据迪拜《2020年
旅游业展望》的设想，2020年赴迪拜旅游人数将

会达到2,000万人次。除了休闲旅游，迪拜的商业活动和会奖
产业正在不断壮大。迪拜已成功举办了多项会奖活动，并已
在中国积极开拓会议奖励旅游客源上取得佳绩。

迪拜刚刚完成了一场来自超过100个国家，12,000多人参
与的大型奖励旅游团 Forever Living 2017全球年会。

活动在四月上旬举行，参与者是来自FL世
界各地的商业精英，有顶级的管理人员，优秀
的雇员以及其亲属等人，到访迪拜世界贸易中
心，入住最新的星级酒店，参加研讨与会议，
同时享受这座城市中的休闲旅游设施。

迪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首席执行官
Issam Kazim表示:   主办 Forever Living 2017
的全球年会，是迪拜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同
时也证明迪拜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建设设施和
对任何大型团队的接待和服务的能力。“迪拜凭借其大型多样
化的活动场所和体验优势，将源源不断地吸引激励活动的买
家和团队”。

迪拜是当时申办FL年度活动的五个竞标城市之一。2015
年的5月，FL正式到访迪拜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出席考察活
动的还有迪拜会奖局—迪拜官方会奖局和携带相关计划书的
迪拜世界贸易中心。

迪拜是在上届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国际会议期间被
正式任命为本届主办城市，迪拜中选的原因源自于其在数字
上的超期望值的表现，而中选也对迪拜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
肯定和影响。

“我们对2017年FL国际会议将在迪拜进
行感到振奋。作为承办地，迪拜对我们
12,000位嘉宾有着振奋、惊奇、奢华
和激励的感染力。迪拜具有强大的服务
网络和基础设施，足以让如此大型的团队随意自如地参与
活动和交流，结合我们当地的活动承办伙伴，成就一场“

独一无二的经历”。我们必须对迪
拜表达衷心的感谢。”

Nick Woodward-Shaw 
FL国际全球活动部副总裁 

迪拜承接Forever Living 2017全球年会

拥有丰富会奖旅游资源

在水上历险 
乐园 - 亚特兰蒂斯
酒店冒险天堂惊心

动魄的一天

 
Rub’Al Khali 
大沙漠之旅 -  
传奇沙漠行

在城市中享用贵宾
式晚餐，包括了在
帆船酒店前享用 

卓美亚海滩酒店星
级主厨出品的餐食

迪拜地球村 
之旅，世界上 

最大的集旅游， 
休闲和娱乐为 

一体的大型场所

活动的独特体验和经历包括：
Forever Living 2017全球年会

迪拜

网络和基础设施，足以让如此大型的团队随意自如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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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创新高，迪拜
迪拜歌剧院
Dubai Opera
迪拜歌剧院于2016年9月开幕，其镀金大门在市
中心正式开幕时震惊了整个城市的艺术和文化。
迪拜歌剧院的设计以阿拉伯沿海风格独桅帆船（
当地传统的航行工具）为主，融合了建筑传奇色
彩和城市地标形象，将风靡世界的经典剧目如“
悲惨世界”，“胡桃夹子”，“欢乐满人间”带
入生活。其艺术演奏中心有2000个座位，还有多
变的“平台”结构，灵活配合各种大小活动，从
音乐会到剧场，体育赛事到时尚盛宴，知识讲座
到艺术展览，都适合在此举行。

IMG冒险乐园
IMG Worlds of Adventure
IMG冒险乐园为迪拜第一座大型主题娱乐场所，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内有四
个不同主题区域，包括了漫威系列漫画超级英雄
区、史前消失山谷恐龙探险区、卡通巨城区和
IMG中央林荫大道区。
 这个冒险大本营提供激发肾上腺素的过
山车和惊险的游乐设施，拥有超过20间餐饮旗舰
店，还有电影院和琳琅满目的零售购物商店。此
外，这里有一个面积超过150万平方英尺，容纳
达每天2000人次的温控公园，不仅是家庭同乐日
的最佳选择，也是团队建设活动、会议和宴会的
不二之选。

迪拜乐园及度假村
Dubai Parks & Resorts
作为酋长国里最引人注目的元素之一，享负盛名
的迪拜乐园及度假村内有三个独立主题乐园，各

DUBAI
精彩多姿，新景点和酒店引人注目

随着迅速增长的游客数量和对来年设定的雄伟目标，迪拜将持续地推出一系列新景点、场所和酒店， 
来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游客。迪拜近期带来的最新之作：

下精品酒店系列）提供了504间设备齐全的客房，
内有可容纳千人的宴会厅，七个会议室和室外活动
场所。

迪拜朱美拉棕榈总督酒店 
Viceroy Palm Jumeirah Dubai
总督酒店在3月盛大开业，已成为朱美拉棕榈岛的
新地标之一。酒店完美地把当代建筑设计精华和阿
拉伯海湾绝美的景色融合为一体，为客人提供最齐
全的设施体验，包括世界星级厨师制作的美食和现
代化的水疗，无论是休闲或是商务活动，总督酒店
都是最理想的胜地。

迪拜Habtoor瑞吉马球 
度假村及俱乐部 
The St. Regis Dubai, Al Habtoor Polo 
Resort & Club
度假村距离市中心20分钟路程，被4个马球场环抱
包围，是第一家以骑术灵感为主题的度假酒店，具
有传奇色彩。酒店于3月正式迎宾，拥有一系列高
级的马厩设备和优良马匹，透过绿草丛林的马场渗
透出高雅气息，种种的经典正代表着St. Regis对豪
华优质服务永不妥协的追求。 

具特色。宝莱坞主题乐园打造一个现实的印度电影
场景，充满了印度电影的幽默、动感、音乐和舞
蹈，还有动人心弦的大篷车和印度的美食佳肴。
 好莱坞主题乐园打造了最成功的好莱坞动
漫工作室 - 梦想工厂动漫，哥伦比亚制片和狮门影
业之手。现场动感的场面和表演都出自于最受欢迎
的影片，如“饥饿游戏”、“怪物史莱克”、“功夫熊
猫”和“捉鬼敢死队”。另外，乐高主题乐园则拥
有超过40种以乐高为主题的游乐设施和演出，为游
客带来精彩的互动体验，是家庭游不可错过之地。
 除了100多个游乐设施和场景，迪拜乐园
及度假村内的Lapita酒店（隶属于万豪酒店集团旗

La Ville万豪城市步行街精品酒店 
La Ville Hotel & Suites by Marriott City Walk, Dubai, Autograph Collection 

IMG冒险乐园

迪拜朱美拉棕榈总督酒店 

酒店于2017年初开业, 位于迪拜城市步行街，这所五星
级精品酒店致力提供独特休闲的氛围和远离尘嚣的生

活方式，向游客展现出迪拜的优雅和大都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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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野生动植物园 
Dubai Safari Park
迪拜野生动植物园将近完工，它位于拉斯阿尔霍
尔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附近，拥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10,000只动物，350个品种，有些更是罕见或濒
临灭绝的物种。公园面积超过119公顷，分为野生
村、阿拉伯村、亚洲村和非洲村。动物园内还有蝴
蝶公园和植物园，更设有教育区域和兽医设施。

未来博物馆  
Museum of the Future  
以“看未来，创造未来”为座右铭，未来博物馆
将屹立在谢赫扎耶德路的阿联酋大厦面前，成为
该市的新技术之家。未来博物馆设有大型实验室
和工作室，让世界领先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开发
新的想法和系统，创造未来。博物馆除了成为主
要的旅游胜地外，还将提供高级课程和专门研讨
会，以及公开演讲和相关活动。

迪拜相框
Dubai Frame
迪拜相框是一个巨大的窗框架式建筑，亦是一个
美学和建筑的地标，框架高150米，宽93米，金黄
色，结构以顶层玻璃高架走道为特色，游客在其中
将会游览整个城市的全景。迪拜相框将过去和现在
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即可从一边欣赏到旧迪拜的
壮丽景色，又可从另一边欣赏到新的迪拜天际线。

蓝水岛
Bluewaters Island
蓝水岛位于卓美亚海滩公寓沿岸的综合用途人造
岛。其中迪拜眼—全世界最大的摩天轮，高210
米，将成为这区的核心装饰，在此能观赏到整个城
市的景观。该岛还将设有零售区、住宅区、酒店和
娱乐区，并将与谢赫扎耶德路直接连通，连接大陆
以及单轨铁路系统。

迪拜还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新景点在积极进行中，预计于未来几年可以陆续投入服务。
积极开拓, 崭新亮点纷至沓来
DUBAI

如欲了解更多迪拜旅游资讯, 请浏览www.dubaitourism.cn

美丹一号购物中心 
Meydan One Mall
美丹一号购物中心占地3万多平方米，室内外共有
529个零售店铺，包括两个主要百货公司和一个拥
有11,2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 它具有独特的可伸
缩屋顶，可在凉爽的冬天开放，创造一个露天购物
和餐饮的绝佳休闲胜地。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喷
泉，400米宽，100米高，喷泉为美丹一号的主要
景点之一。

迪拜湾港塔
The Tower at Dubai Creek Harbour
迪拜湾港塔，配上城市壮观的天际线，将组合成为
最高的结构。湾港塔将锚定6平方公里迪拜河港的
大型发展，距离迪拜国际机场仅10分钟，游览电磁
列车将服务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由西班牙/瑞
士建筑师、工程师Santiago CalatravaValls设计，
迪拜湾港塔将拥有动态照明和运动照明两种功能，
无论白天和黑夜，将成为令人惊叹的视觉地标。

未来博物馆  

迪拜河港塔

迪拜相框

蓝水岛 美丹一号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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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ervices

如何通過移動創新增強用戶參與度和體驗度？

HOW TO

Sellers

有策略地使參展效益最大化

大多數活動依賴于應用程式進行註冊、

提供信息和管理參與者的排程。活動組織

者如何利用移動創新，進一步提升用戶體

驗並更好地與參與者聯繫，以瞭解他們的需

求和興趣？

UpNixt創始人和CMOO Desmond
Phua介紹，據comScore對美國市場進行的

調查報告，使用移動網頁的市場占比在2016

年十月首次超越了電腦。其中，社交網路的

使用時間占21%，音樂占16%，遊戲占11%，

搜索、門戶和新聞各占2%。與此同時，VR,

AR、位置服務(LBS)、人工智慧與機器人都

在發展，個人個人個 數字助理(PDA)A)A 和遊戲化技術

也越來越流行。

他解釋，虛擬實境(V R)指的是電腦創

造的類比環境，讓人們使用特殊的電子設

備便可與之進行看似真實或親身的相互交

流。至2018年，VR的使用者預計將達到1.71

億人。增強現實(A(A( R)R)R 指的是將電腦生成的

圖像疊加于使用者現實世界中的視野，從

而提供一種複合視線。從2013的6千萬用戶

至2018年的2億用戶，AR市R市R 場預計將大幅增

長。位置服務（LBS）使用來自移動設備或

智慧手機的即時地理資料來提供信息、娛

樂或安全保障。人工智慧（AI）是機器展示

的智力。互聯網機器人是一種在互聯網上

運行自動化任務的軟體應用程式。遊戲化

技術在非遊戲環境裡採用遊戲設計項目，

以提高使用者參與度和組織的生產力等

等。

應該如何來提高展會參會者的參與度和

體驗度呢？

1.首先要瞭解參會者情況。從首次參會

者、者、者 成熟參會者、者、者 純粹帶着生意目標、

純粹為了社交、商務結合休閒到休閒結合

教育，任何一名參會者參加活動都帶着不

同的目的和經驗，而移動科技讓企業能夠

更好地在使用者考慮是否參會、會、會 會前、會中

和會后等各階段中手機信息，並建立對參

會者的認識。

2.適時提供所需信息。利用以上這些信

息，參展企業能以不干擾參會者的方

式，根據當日時間、活動日程、地理位置和

用戶偏好，在精准的時間點上向參會者推

送他們會感興趣的信息。

他舉例，會前，企業可以提供目的地及活

動的VR虛擬遊覽、推送活動信息更新等；

會中，可以根據時間和地點提供餐飲、景點

的相關推薦、提供相片和周邊參會者動態

等即時消息、舉辦遊戲競賽，鼓勵參會者加

強在會議活動的活躍度、使用聊天機器人

等；會議結束后，可以向參會者提供會后旅

遊行程推薦，或利用AI積累的信息向參會

者推送個人個人個 化人化人 的信息。

Desmond Phuhuh a總結，在VR、R、R AR、R、R 定位服

務（LBS）等移動創新趨勢的背景下，下，下 會議

組織者可以使用定位服務來吸引和鼓勵參

會者參與並探索更多活動、場地和目的地，

通過社交平臺與參與者溝通和互動，並使

用遊戲化技術，增加社區的互動和樂趣。

他表示，這些技術都已經存在。如何利

用科技加強參會者服務及提高與參會者的

互動，取決于參展商自身的創造力。

（
攝
影‧

鐘
韻
）
↑UpNixt創始人和CMOO Desmond Phua

會後
★�提供會后旅遊行程

推薦

★�利用AI積累的信息

向參會者推送個人

化信息

★

會前
★�提供目的地及活動

VR虛擬遊覽

★推送活動信息更新

會中
★�提供餐飲、景點的

相關推薦

★�提供相片和周邊參

會者動態

★�使用聊天機器人

在展會上會上會 不斷推銷自己的產品雖然誘人，

但作為參展商，參加展會時除了做好推銷

的準備，更需聆聽和收集情報，有策略地使

參展效益最大化大化大 。

Gaining Edge亞洲區高級經理Jane
Vo n g H o l m e s說道，參會者參加像

IT&CM China這樣的展會，主要是因為展

會可以迅速提供詳細的信息、為參展商提

供新的目的地和產品靈感、激發參會者探

索新的機遇、為參會者未來的決策提供更

多實用信息以及審視目前已做的各項決策，

而其目的包括展現產品和目的地信息、建

立新的合作關係、發佈新產品、借面對面交

流建立好的關係以及跟上市場和競爭趨勢

的腳步。步。步

而要使參展效益最大化，必須把握幾個

關鍵。

①首先，不要忘記參展初衷。應列出希

望見到的前五名VIP買家，無論如何都和這

些非常重要的人士見到面；告知既有客戶自

己將會參展；為媒體準備好推廣「故事」；

做好洽談預約以及列出每天的必做事項和

KPI。
②其次，為會議做好準備。與買家的洽

談是整場展會的最大亮點，所以在洽談

之前應收集充足信息，以在洽談期間提出

有說服力的提案。同時，也不要忘記聆聽，

並向買家提問題。

③再次，要問「對」的問題。每場洽談都

不相同並有自己獨特的需求；展會期間展

商雖易忍不住不斷推銷自己，但如果錯失了

收集信息的機會，其銷售機率也會隨之降

低。因此，參展商應借由參展瞭解客戶個人個人個

信息和角色、界定活動背景和潛力、瞭解客

戶的需求、經驗和看法。

④第四，準備潛在客戶匯總報告。報告

內容應包含現有的潛在客戶、新的潛在客

戶、未來的潛在客戶、服務、媒體、參會者、

間夜數、數、數 價值等重要信息。

⑤最后，應在展會結束后進行后期評

估。評估當中，應回答的問題包括：買家的

數量和品質、業務潛力的高低、銷售成果以

及潛在客戶類型、服務請求、媒體垂詢、促

銷和宣傳機會、會、會 一般參會者的查詢、使用市

場情報收集成果、關于如何改進的建議以

及隔年是否還應參展等等。

（
攝
影‧

鐘
韻
）
↑Gaining Edge亞洲區高級經理Jane Vong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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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政策上的利好，包括旅

遊局不斷推出多個獎勵政策、

全新氹仔客運碼頭提供更方

便的交通服務、中央政府的大

灣區計劃等，來自業者的4大
服務亮點，在推動澳門會獎

市場強勁成長上，的確功不可

沒。
（
提
供‧

澳
門
金
沙
）

澳
門市場展現可觀

成長，金沙中國

有限公司度假區市場

推廣及品牌管理高級

副總裁博露芙(Ruth 
Boston)表示，除了受

到東南亞市場的驅動，

美國市場也在增長，根據澳門旅遊局2016

年數據，美國旅客到訪澳門的數量整體成

長了4.6%，這是前十大客源市場中唯一的

長途客源市場。在2017年，澳門金沙度假

區目光對準中國內地和海外市場，尤其是

美國和澳大利亞，將積極爭取加大MICE業

務。同時，也對關注重要的北亞客源市場，

包括正在成長的日本、韓國。

博露芙(Ruth Boston)強調，相比去年，今

年表現更強勁，所有跡象都顯示獎勵旅遊

和會議將在未來持續成長。澳門由于有多

元產品，依然是一個受青睞的目的地。其

實，過去幾年，澳門的展覽一直在成長，澳

門旅遊局也不斷推出多個獎勵政策，以驅

動市場，吸引MICE活動選擇在澳門舉行。

同時，澳門越來越容易抵達，客人透過航

空、船舶，甚至珠海鐵路都可輕鬆到訪。今

年6月推出靠近機場的全新氹仔客運碼頭，

為大型團體提供更方便的交通服務。澳門

也有直飛中國內地、南韓、日本、新加坡與

泰國的航班。

同樣的，澳門君悅

酒店總經理郭世杰說

明到，今年上半年的酒

店生意非常令人感到

鼓舞，相比去年，收入

已超越預期，不管是

客房還是餐飲都表現不錯。今年上半年，中

央政府的大灣區計劃，吸引了許多人的關

注，也使得大中華區與亞洲的商業機會有所

成長，帶動旅客數量明顯成長，行業投資顯

著加大。整體來看，上半年酒店業務表現強

勁。

同時，會展需求加大，特別是來自中國市

場。但是，提前預定時間比往年要短得多。

郭世傑認為，中國「一帶一路」政策預計將

為澳門提供更多跨領域的機會和態勢。

展望未來，酒店將繼續發展中國市場。 下

半年，針對中國主要潛在城市的營銷及銷

售活動已經準備啟動了，凱悅品牌將透過中

國各地的產品，進一步吸引旅客目光。

新濠影匯銷售及市

場發展副總裁格蘭特

(Grant Johnson)補
充到，今年上半年一

共接待了131個活動團

體，相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32%，同時，這

些團隊停留在澳門的時間更長。酒店舉行

了廣東MICE企業團體考察活動，讓主要

MICE合作伙伴，可以親身體驗產品設施與

服務。今年9月，酒店還將在香港推廣MICE

優勢，讓更多潛在企業和公司可以在下半年

到訪舉行活動。

業者的正面反應，從實際的統計數字上

亦得到印證。今年1至5月，澳門的入境旅客

總數為一千三百一十多萬人次，較去年同

期增加6.3%；大中華市場有5.8%的增長，而

國際旅客連續五個月錄得同比升幅，上升

10.6%。去年，全年國際旅客人數佔整體旅

客9.7%，今年首五個月的比例達至10.2%。

留宿旅客方面，前五個月取得六百七十多萬

人次，上升13.7%，佔訪澳旅客51.2%，是連

續第三個月多于不過夜旅客。

事實上，令人欣喜的成長實得自于4大亮

點的持續展現。

亮點1 增添多元會議場地

今年第四季度，澳門預計迎來全新開幕

的美獅美高梅綜合度

假村。接受記者獨家

專訪的美高梅渡假城

業務銷售副總裁傅于

恬表示，耗資260億港

幣的美獅美高梅，有

別于澳門現有任何一

家綜合度假村，將為本地和外地個別旅客

與團體提供最新的頂級目的地，以及最佳

的服務和設施。超過400萬平方米的美獅美

高梅，將推出1,390客房，以及共2,870平方

米的會議空間，多元會議場地包括：寬敞無

柱可容納上千人的大宴會廳、適合私密會議

的董事會議室、亞洲首個動感活動場地—

美高梅劇院，適合多元活動，如小型私人聚

會、產品發布、高影響力演講、頒獎典禮和

演唱會。

另外，維天閣提供寬敞的戶外露臺，其連

接到帶落地窗的室內活動空間，並可以俯

瞰度假村迷人的反射池和鬱鬱蔥蔥的綠色

植物，是尋求通風與熱帶氣氛客人的理想

場所。同時，綜合度假村也將提供獲獎的創

新美食體驗、零售選擇和適合家庭團體的

娛樂項目。傅于恬相信，美獅美高梅憑借着

其閃閃發光的寶石般外牆，聳立在金光大

道上，勢必將成為澳門的全新地標。

針對目標客群，傅于恬指出，市場上對于

獨特和高品質的MICE場地需求越來越高。

美獅美高梅以打造澳門成為一個全球旅遊

目的地為願景，將接待當地及全球客人。和

大部分澳門業者一樣，美獅美高梅目標客

人將來自于中國內地、台灣、香港、韓國和

日本。不過，東南亞市場開始崛起，不管是

MICE業務還是FIT方面，都表現不錯，未

來綜合度假村將積極驅動並致力于復活此

市場；其實在2007年，東南亞客源到訪澳門

的數量，已位居前列。美獅美高梅要讓東

南亞市場客人，有一個回流的理由。而中國

依然是最多到訪澳門的客源市場，因此對

美獅美高梅而言，將繼續關注這個重點市

場。

通過傳承澳門美高梅的經驗和專業服

務，當美獅美高梅今年開業時，將無縫整

合，為客人提供卓越體驗。所有會議空間將

利用美獅美高梅的專業酒店經驗和創新技

術，為個人和企業客戶提供各種目的和規

模的精彩會議和活動，並不限于任何行業，

因為場地可以根據具體需求和要求進行設

置。

團隊建設活動方面，美獅美高梅正在積

極打造多元方案。由于團體背景非常不一

樣，將根據大小、客源地區，以及過去他們

對團體建設的經驗與體驗，針對性的提供

每一個團體客製化的活動，以滿足其需求。

2017年1至5月澳門入境旅客同比成長

整體                                   6.3%

國際客源                                                          10.6%

大中華客源                 5.8%（
提
供‧

澳
門
君
悅
）

（
攝
影‧

張
廣
文
）

（
提
供‧

新
濠
影
匯
）

（
提
供‧

美
高
梅
）

4大服務亮點

驅動澳門會獎表現強勁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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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喜歡烹飪課程的團體，綜合度假村可

以讓客人學會烹飪知名廚師的食譜。

此外，博露芙(Ruth Boston)介紹到，今年

澳門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也將推出全新重

新裝潢的套房，同時，推出一個全新的戶

外活動草坪，屆時可以容納5,000人次，特別

適合舉行雞尾酒派對等活動。

亮點2 增添娛樂服務

再者，澳門金沙度假區一直持續致力于

帶給組織者全新有趣的娛樂，讓他們在會

議流程中，也可以在綜合度假村內體驗不同

的娛樂。例如，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澳門金光

大道度假區金沙城中心劇院，也就是全新

大型文化魔幻舞臺劇《西遊記》的主場地，

其採用以視覺呈現為主的表現形式，故事

劇情簡單連貫，並將現代舞臺設計、現代表

演形式與現代多媒體技術融為一體，創意

的燈光效果、舞蹈表演、音樂和驚艷多彩的

服裝，都是一大特色。

同時，另外兩個劇院位于澳門威尼斯人

酒店和澳門巴黎人酒店，也全年一直上演多

個百老匯戲劇表演、演唱會和特別活動。而

且這兩個劇院也特別適合舉行會議，當會

議結束，代表就可以直接在澳門金沙度假

區各處，享受其850間奢華和生活方式品牌

購物體驗。

亮點3 增添科技服務

為了維持酒店競爭力，近期澳門君悅酒

店特別在科技服務上下功夫，因為科技是

提升效率和客人滿意度的關鍵之一。酒店

已經全面接受支付寶付款，接下來很快也

將接受微信付款機制。另一方面，酒店也發

展成熟的活動應用程式，打造無紙活動，

提升活動代表之間的溝通品質，以及即時

訊息交換。

最近，應用程式進一步升級，加入的全

新亮點包括GPS定位，讓客人可以在探索澳

門時，找尋當地景點。同時，應用程式也有

全新的活動提要，可以讓客人透過分享功

能，在社交平臺上分享照片或是影片，進而

彼此互動。如此，他們可以在會議中可保持

連接，酒店也能確保活動無縫進行，最大

化活動代表的暖心體驗。

此外，酒店也推出了體驗中心，其有許多

先進設施，如360度視聽投影機和一個令人

印象深刻的LED牆，非常適合董事會議。

澳門喜來登金沙

城中心酒店及澳門瑞

吉金沙城中心酒店市

場銷售總經理陶莉娜

(Daniella Tonetto)指
出，近期澳門喜來登

金沙城中心酒店及澳

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亦推出了全新的客

房設施，也就是掌上手機。不但與會代表可

以隨時隨地透過掌上手機上網，瞭解所處

位置，流覽澳門最新目的地信息，也可以免

費撥打澳門本地電話和中國、臺灣、香港、

韓國、印度等地國際電話，還可以隨時與同

事和酒店保持聯繫。

亮點4 增添套餐規劃

推出各式主題的套餐產品，也有助于整

體會獎服務的提升。擁有澳門瑞吉金沙城

中心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

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以及澳門金沙

城中心假日酒店的金沙城中心，日前為慶

祝其開業五周年，向訪客及酒店賓客推出了

多個優惠活動，同時以大型慶祝裝飾增添

節慶氛圍。五周年慶活動期間，前往金沙城

　澳門旅遊局局長文綺華介紹到，澳門旅遊業下半年的盛事活動，包括第五屆澳

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亞太旅遊協會旅遊交易會、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及第

四十三屆葡萄牙旅行社協會年會等。

　目前澳門旅遊局正在編制「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及籌備澳門申報加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美食範疇兩項重要工作項目。

　澳門旅遊局將持續推動客源市場多元化及國際化發展，今年繼續以「感受澳門 無
限式」為主題，加強線上推廣力度，期望吸引更多優質旅客和延長旅客逗留時間，配

合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

澳門2017下半年盛事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推廣經理張沁然表示，未來，澳門還將新

增多家全新酒店，包括：澳門羅斯福酒店、十三第、預計明年開業的上葡京，以及同樣

計劃明年開幕由Zaha Hadid設計的780間客房之Morpheus酒店。

　當中，十三第標準客房大小達2,000平方米，最大房間大小達2萬平方米，每個房間

都有私人電梯，而且酒店提供勞斯萊斯接送服務。

新酒店持續進駐澳門

中心的訪客，可體驗適合全家大小共同參

與的世界級娛樂項目以及一系列專屬優惠、

特別折扣及活動等。

此外，夏日來臨，澳門銀河推出夏季專屬

餐飲優惠活動「我愛這一夏」，其集購物、

遊樂、美食以及住宿體驗為一體，打造一個

清涼盛夏的度假式體驗。精選美食佳釀配

上限時心動價，帶給賓客們不一樣的味覺

體驗。走進澳門銀河的天浪淘園，一幢幢色

彩繽紛的沙灘小屋便映入眼簾，即刻感受

到夏日的熱辣節奏。

鑽石大堂內設置了高達4.5米的巨型衝浪

板，東翼廣場內則安排有留影專用的3D天

浪淘園實景沙灘小屋。眾多耀眼的娛樂表

演，也在這裡每天呈獻，例如夏日巡遊，讓

一眾化身海洋生物的舞蹈員帶遊客來到奇

幻海洋世界。婀娜多姿的美人魚每天會現

身天浪淘園，來自澳大利亞的高空雜技表

演者亦會乘著滑翔機，以優雅舞姿在明珠

大堂半空穿梭。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高級經理李藻森

強調，澳門是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城

市，薈萃多元文化，交織璀璨歷史享得天獨

厚之地利。擁有日臻完備之設施同時，在特

區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扶持下，澳門已漸漸

成為各類型會展活動的不二之選。

他表示，「澳門在2016年舉辦的旅遊會

展休閒活動高達1,276場，較2002年的260

場，數量增加接近5倍。這些會展空間總計

突破19萬平方米，酒店客房達37,000多間，

已具備條件舉辦任何規模、類型的會展活

動。」
（
攝
影‧

張
廣
文
）

Event

親身體驗才能打造出非凡回憶
6月26至29日，澳門金沙度假區首次為

150名國際會議及展覽專才舉行「非凡享

受•盡“載”這裡」大型活動。透過四天三

夜一系列的體驗旅程，向來自全球的媒體

和企業買家，展示澳門金沙度假區的會議

和展覽優勢，包括：極具競爭力的展覽及

會議場地、頂尖的設備和優質的服務，同

時，也讓參與者實際體驗了此亞洲優選會

議展覽勝地的接待會展能力和實力，並體

驗了澳門本土文化與充滿特色的世遺景

點。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市場推廣及品牌管

理高級副總裁博露芙(Ruth Boston)表
示，親身體驗才能打造出非凡的回憶，同

時，真正的融入參與活動，才能留下深刻

的印象。澳門金沙度假區這次第一次聯合

七家頂級酒店，也就是澳門威尼斯人、澳

門四季酒店、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澳門喜來登

金沙城中心酒店、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

店、澳門巴黎人一起舉辦聯合營銷活動，

就是想讓會展業者可以一次全面完整的瞭

解整個澳門金沙度假區，尤其是度假區所

提供的所有最新服務及設施。

本次參加者分別來自澳洲、美國、新西

蘭、歐洲、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度、以色

列、阿聯酋、臺灣、香港及中國內地等。

這四天活動的籌備工作共歷時兩年，行

程涵蓋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動，包括來自各

酒店的銷售簡報。同時介紹了有關為會議

主辨商所提供的最新娛樂、餐飲、交通、零

售、視聽享受與主題活動及選項。值得注

意的是，活動不單只介紹世界級的酒店，

更展示了在會議展覽場地中能夠提供的所

有配套。目前度假區旗下的七間世界級酒

店共為賓客提供13,000間客房及套房、850

間商店、150間頂級餐廳、三個劇場、一個

綜藝館以及占地150,000平方米的會議展

覽場地，皆齊集于同一個度假區內，只此一

處。

另外，澳門獨有的文化和歷史，包括各

個世界文化遺產景點，也是另一個傳達的

主要訊息。同時，本次活動讓金沙能有效

鞏固與這些具影響力的會議及展覽專才團

隊的關係以及未來合作。

一名第一次來澳門的旅遊業者表示，沒

想到澳門有這麼先進的設施、這麼龐大的

場地，還有如此專業的服務，以及高水平的

表演人才。除了可以在澳門進行極具澳門

特色的活動，像是探索澳門世遺、品嘗葡

萄牙蛋塔，還可以體驗度假區打造的定制

行程，同時，更可以欣賞度假區的專屬活

動，像是目眩神迷體驗非凡晚宴、Thriller 

Live邁克爾傑克遜傳奇音樂劇、品味非凡

廚師比賽、西遊記、品嘗米其林餐廳等。

這次有機會聆聽國際行業嘉賓演講，見識

到度假區在展覽和會議上，不管是動線安

排、行程規劃、多元活動、精彩晚宴與表

演的專業能力，還可以遊覽美麗的金光大

道，可以說，來的非常值得，以后也會積極

向客戶推薦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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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寶安、金沙灣

深圳會獎旅遊的下一個崛起點
深圳無論在會展場地、新區建設、遊樂設施、鐵路運輸及航空服務等，在未來幾年都將有新的突破，而其中，蛇口、寶安、金沙灣

皆大興土木中，他們的發展將大大攸關深圳會獎旅遊的前景。

DOMESTIC REPORT-PEARL RIVER DELTA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據瞭解，深圳將在2020年前，完成眾多

全新大型項目，打造當地旅遊和MICE產業

的下一個崛起點，當中，蛇口、寶安、金沙

灣都在如火如荼推進發展計劃，尤其值得

關注。

建設全球最大會展中心

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趙軍指出，在深圳機場附近，招

商蛇口正在建設全球最大的會展中心，同

時，打造四家全新酒店。6月17日，招商蛇口

與深圳市寶安區政府，在寶安區委區政府

辦公樓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正式

確立戰略合作關係。合作範圍包括在寶安

區範圍內園區開發與運營、城市更新、社區

開發與運營、產業投資、合作招商等領域。

招商蛇口將堅持深耕深圳，進一步加大對

寶安的投資力度。大空港項目、海濱小鎮、

海上田園項目都是重點打造對象。

招商蛇口還擬在寶安中心區投資建設區

域總部大廈，並且還將參與空港國際會展

中心周邊基礎配套建設等城市建設工作。

另一方面，結合深圳郵輪母港的發展，深

圳蛇口太子灣區域將推出170萬平方米的大

型綜合體，當中包括兩家全新酒店。

全新打造太子灣片區

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銷售總監徐

曉璽補充到，深圳MICE配套設施發展越

來越完善，郵輪碼頭已經對公眾開放，還

會不斷進行配套完善工程。今年10月至11

月，除了道路優化建設工程將落成，許多

城市新品與基礎設施都將進入市場，包括

酒店近在咫尺的設計互聯等，展現全新

面貌，進一步提升深圳MICE目的地的地

位。

接下來3~5年，眾多全新項目還將依序

加入市場，包括：六座摩天大樓、兩個博物

館，以及酒店走路可達的生活藝術中心，

其將推出四個展館，其中一個展館為階梯

劇院，還有800平方米海景宴會廳，以及

2,000平方流動展廳。同時，山頂餐廳將要

變成博物館、酒店旁邊的山也計劃開闢隧

道，以后可直達太子灣新片區。另一方面，

太子灣片區將推出香港新世界地產打造

的亞太第一大購物中心，其將是香港海港

城的2.5倍大，裡面也將有米其林餐廳。周

邊還將有兩家全新酒店出爐，客人到時候

可以享受文華東方與希爾頓品牌的住宿環

境。

此外，新加坡Rafffff les外企醫院和蛇口國

際學校的落成，也將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

環境，使得太子灣片區匯集商業、醫療、療、療 商

務、酒店等業態。未來，老蛇口碼頭還將

推出全新看海公寓，而且可以停放私人遊

艇。

整體來看，2022年太子灣片區將全面完

成，也就是說，五年內深圳會打造出一個

新城。

为您量身打造超值专属会议体验，一站式会议体验必将是您的不二之选。深圳佳兆业万豪酒

店拥有面积逾3,000平米的室内和户外会议及宴会区域，配有先进的会议设施设备。凯撒大

宴会厅位于酒店首层，面积达1,000平方米，内嵌LED显示屏，可分隔成三个独立宴会厅，

更可直接驶入豪华轿车供会议及宴会使用，而480平米的宽敞宴会前厅则可尽览壮阔海景。

会议套餐25人起订：

半天会议套餐每位¥400起
全天会议套餐每位¥500起
套餐包含：

＊精美茶歇

＊会议室全天8小时或半天4小时的使用

＊中式、西式套餐或国际风味自助午餐（60人以上团队适用）

* 推广优惠有效期至2017年9月30日

* 需遵循相应条款

* 详情请咨询酒店销售 0755 2839 8888

群英“会”萃

shenzhenmarriottgoldenbay.com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棕榈大道33号 邮编: 518120
755 2839 8888   电邮 shenzhenmarriottgoldenbay@marriott.com 

mailto:shenzhenmarriottgoldenbay@marri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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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寶安、金沙灣

深圳會獎旅遊的下一個崛起點

DOMESTIC REPORT-PEARL RIVER DELTA

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

再者，佳兆業集團斥資300億在金沙灣

濱海度假區打造佳兆業集團最大的旅遊度

假項目，也就是世界級旅遊綜合體—佳兆

業金沙灣國際樂園。樂園項目預計于2020

年落成，建築面積近150萬平方米，屆時將

成為深圳規模最大的濱海旅遊度假區，涵

蓋度假酒店、冰雪世界、水上樂園、動漫

城、演藝中心、體育中心、展覽中心，以及

多個娛樂、體育場所等多功能業態。廣州、

深圳、香港以及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的市

民在家門口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質的短途旅

行服務，實現一站式的旅遊度假體驗。

金沙灣位于華南主要金融中心深圳大鵬

新區，是中國八大最美海灣之一之一之 。黃昏日照

下沙灘顏色猶如金子般閃耀，金沙灣因此

而聞名，是獨具特色的絕佳都市休閒度假

勝地。目前位于深圳市大鵬新區佳兆業金

沙灣國際樂園旅遊度假區內的第一家五星

級豪華酒店—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已經開

業，也開啟了南中國最大奢華酒店群—佳

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奢華酒店群之門。

除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外，同樣位于

大鵬新區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內的奢

華酒店群還包括洲際、凱悅、英迪格與W

酒店等世界級一線酒店品牌，並都將于

2018~2020年期間開業。屆時，大鵬新區將

成為南中國最大的高端酒店聚集地。

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由佳兆業集團

與多家國際知名設計規劃及遊樂運營公司

合作打造；被評為全球設計一百五十強排

名第一的AECOM負責項目整體規劃，全

球首屈一指的主題樂園設計公司——加拿

大For rec負責項目設計，並引入日本最大

的遊樂設施運營公司——世嘉公司(Sega

corporation)n)n ，合作開發歡樂動漫城項目。

在前香港迪士尼運營副總裁、擁有16年

國際樂園運營經驗的Noble Coker加入之

后，還有多名樂園運營專家即將加入佳兆

業，負責金沙灣國際樂園的建設與運營工

作。其中包括曾任新加坡環球影城藝術/

設計總監的Ron James、聖淘沙名勝世界

前娛樂項目總監趙惠敏、萬達集團前海洋

樂園籌備組組長張憲維等人。多位樂園領

域專家的加入，為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

項目增添不少看點，也讓外界看到了佳兆

業，欲將金沙灣國際樂園項目打造成比肩

迪士尼與環球影城之世界一流旅遊度假綜

合體的決心。

明確深圳為國家鐵路樞紐城市

據瞭解，深圳機場將于2018年開工新建

高鐵站。深圳機場東高鐵站，也被稱為空

港高鐵站，具體命名尚未確定。其是規劃

中的四個主要火車站之一，為深茂鐵路配

套高鐵站，同時也將接入4條地鐵線，成

為綜合交通樞紐站，以及深圳第6個高鐵

站。

根據規劃，機場東綜合交通樞紐站將由

深圳市軌道辦作為建設單位，結合深茂鐵

路機場東站、軌道1號線、機場AB航站樓

建設，計劃工期為2018年至2022年，總投

資150億元，十三五期間完成60億元投資。

深茂鐵路機場東高鐵站加上深圳地鐵機場

東站(1號線、20號線、12號線、26號線換乘

站)，與深圳寶安國際機場也只有一個地鐵

站的距離(可接11號線快線)，距離福永碼頭

也非常近。而且機場東附近還將打造T3樞

紐和T4樞紐。可以說，寶安空港新城的交

通配套將越來越完善。

其實，鐵路所帶來的便捷着實驚人，

2016年春運深圳鐵路系統發送旅客約

822.4萬人次。除了深圳機場東高鐵站，位

于西麗中心片區的深圳西高鐵站也在規

劃中。西麗高鐵站計劃由平南鐵路西麗站

進行改造升級，並且深圳西站也將搬遷合

併。規劃建設的西麗高鐵站將與深圳北站

具有相同定位，設置11個月臺、20條線，目

前擬採用淺埋方式建設。隨着2個高鐵站

的啟動建設，連同目前已經在運營的福田

高鐵站、深圳北高鐵站、坪山高鐵站、光明

高鐵站等，預計未來這深圳一年運送破2

個億人次的鐵路規模，再度升級。

自去年，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明確

深圳為國家鐵路樞紐城市。贛深客運專線

開工，穗莞深城際線建設加快，開行廈深

鐵路深惠汕快捷線。加快打通對外公路

通道，深中通道先行段開工建設，沿江高

速二期、外環高速、東部過境通道建設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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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高星級酒店前仆后繼市場戰火熱

2017年2月19日，《深圳市綜合交通“

十三五”規劃》正式印發實施，規劃中首

次明確將建設「四主五輔」的鐵路客運樞

紐體系。「四主」包括深圳北站、深圳站、

深圳坪山站、空港高鐵站(位于機場片區)，

「五輔」包括深圳東站、福田站、平湖站、

西麗站、光明城站。今年深圳將協調加快

贛深客運專線深圳段建設，完成深茂鐵路

深圳至江門段工程修編及報批，年底前啟

動平南鐵路整體改造工可及相關設計工

作，推進機場東、西麗、平湖3個樞紐規劃

建設。

同時，推進珠三角城際線規劃建設，並

修編珠三角城際線網深圳地區佈局方案，

開展深惠城際線規劃，推進穗莞深城際線

建設。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深圳也將力爭新開5

條國際航線、開工5條地鐵，還計劃開闢以

東盟為重點的郵輪旅遊線路，深惠汕三市

將共建海上旅遊航線。

邁進「大航站區三跑道」時代

航空方面，深圳機場去年新開通國際客

運航線12條，其中洲際航線5條，實現直飛

歐美澳，國際旅客輸送量達223萬人次，同

比增長34.3%。

2017年，深圳將支持推進機場第三跑

道、T3衛星廳、T4航站樓規劃建設，積極

協調南頭機場遷建工作。鼓勵引導航空公

司新開國際航線5條以上，推動與「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直航，提高深圳機場國際競

爭力。

近日中交天健、中國交建與中交四航院

組成的聯合體，成功得標「深圳機場三跑

道擴建工程」場地陸域形成，及軟基處理

工程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項目，建設內容

主要包括：三跑道和與之配套的滑行道、飛

行區土面區連接三跑道與二跑道的穿越

道，以及繞行滑行道等。寶安機場填海環

評已通過評審，為擴建機場，深圳又要填

海，投資43.2億，建設第三跑道，項目規劃

用海面積292.7萬平方米，陸域形成面積約

274.3萬平方米，軟基處理總面積約280.4

萬平方米，相當于近400個國際標準足球

場。

深圳機場將邁進「大航站區三跑道」時

代。機場三跑道擴建工程是2016~2018三

年交通基礎設施重大工程建設項目之一。

被納入深圳市十三五重大交通基礎設施建

設工程，等第三跑道建成之后，不僅可緩

解深圳機場運能飽和的現狀，也將進一步

構建海上絲綢之路「4小時航空圈」和連通

全球主要城市的「12小時航空圈」，增加更

多的國際航線。航班數量增加，對深圳構

建對外開放新格局意義重大。

蛇口 金沙灣 寶安

近日，多個高星級酒店加入珠三角市場，

包括：5月26日開幕的廣州康萊德酒店、6月

8日開業的深圳龍華希爾頓逸林酒店、6月

22日開幕的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7月1日

開業的佛山羅浮宮索菲特酒店，以及7月9

日舉行啟幕盛典的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

店—南海翼。今年夏天，深圳硬石酒店也

即將加入市場戰局。

廣州康萊德酒店

其中，廣州康萊德酒店是希爾頓酒店集

團旗下最高級別的酒店，首次落戶華南。廣

州康萊德酒店商務發展總監陸鑒聲說明

到，位于珠江新城中央商務區獵德天匯廣

場的酒店，共有309間客房和套房，當中還

包括了兩間專為婚禮設計的套房。而1,800

平方米的會議場地，可以容納上千人，包

括868平方米的無柱宴會廳、328平方米的

前廳，以及七個大小不一的多功能場地。當

中，有一個多功能場地還配有一個開放式

廚房，而且可以看到廣州塔。

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

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市場銷售總監季

肖肖指出，位于深圳大鵬新區金沙灣海濱

度假區內的深圳佳兆業萬豪酒店，隸屬于

佳兆業集團，為萬豪國際集團旗下萬豪酒

店品牌在深圳的第二家酒店，也是萬豪酒

店品牌在深圳揭幕的

首家擁有度假體驗且

商務及休閒兼具的酒

店，更是目前世界級

娛樂綜合體「佳兆業

金沙灣國際樂園」內

唯一的酒店，以及大

鵬半島首家國際品牌酒店，和深圳市首家

全新度假風格酒店。

坐擁金沙灣美景的酒店，擁有325間寬

敞舒適的客房及套房，所有房間均能欣賞

海天一色的美景，並設有先進的高科技設

施及高速互聯網。MICE設施方面，酒店的

宴會與會議空間設計靈活多變，擁有3,000

多平方米的室內和戶外會議、會展及宴會

區域，配有先進的會議設施設備、高速上

網和最新視聽設備，其中包括一間1,000平

方米的凱撒大宴會廳，內嵌LED顯示幕，可

分隔成三個獨立宴會廳，也可直接駛入豪

華轎車，滿足不同活動需求。

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
南海翼

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銷售總監徐

曉璽則表示，作為深圳最早最知名的酒店

之一，也是在深圳的中國第一批涉外五星

級酒店，南海酒店經三年裝修后，華麗升級

成為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南海翼。

其218間客房都能夠欣

賞深圳灣醉人美景，

包括了122間套房和31

間公寓。而靈活會議

空間共1,164平方米，

包括324平方米「南海

堂」宴會廳、2個會議

室、董事會議室和546平方米戶外花園。

另一方面，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緊

靠蛇口郵輪中心，交通便利，四通八達，前

往香港國際機場僅需30分鐘輪渡，通過1

小時輪渡可方便到達香港中環、澳門和珠

海國際機場。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由

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

興建並由希爾頓管理經營。南海翼的開業

將進一步推進酒店MICE定位和目標。

深圳硬石酒店

再者，記者從深圳硬石酒店瞭解到，酒店

擁有258間奢華客房(包括49間套房和2間

搖滾巨星套房)，以及兩間餐廳，而配套的

超過1,000平方米的會議及活動空間，包括

3個會議廳：層高8米總面積逾650平方米並

適合大型會議的阿瓦隆大宴會廳、能靈活

拆分且適合私密聚會、小型活動的迪卡廳

以及艾麗卡廳。其中，大宴會廳最多可接待

300多人的活動。

另一方面，酒店將推出專屬企業建設活

動，整合酒店周邊片區資源，打造全方位

娛樂目的地的行程，如一至三天的拓展活

動、在生態體育公園或網球學院打網球、

在觀瀾新城包場電影院和用餐、體驗觀瀾

湖7個18洞的冠軍級球場、欣賞購物中心

現場表演等。此外，酒店也將設有會議策

劃專家，從布場到活動結束，全程協助打

造盛況空前的難忘體驗。

希爾頓深圳及周邊

區域酒店總經理蔣伯

樂(John Burger)指
出，目前深圳MICE產

業面對的最大挑戰，

就是缺乏大型活動場

地，許多大型展覽都

已紛紛轉移陣地，不過，一旦寶安會展中

心落成，深圳將能突破接待中小型企業團

體的限制，迎接可以覆蓋全深圳的大型活

動到訪。

希爾頓廣州區域總經理周敏則表示，目

前廣州MICE產業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

酒店在不斷增加，造成短時間酒店客房供

大于求。對于每一個酒店來講，需要做一些

更加創造性的服務方式來吸引客人，以避

免進入一種價格戰的循環。

他強調，從大方向來講，今年和去年相

比，廣州市場還是比較積極的，整體酒店

表現還是比去年有所漲幅。酒店行業處于

發展時期，除了服務發展，酒店供給也是

在發展，這些發展和客源需求是交替進行

的，當進展快時，對酒店運營就會造成一

定挑戰，而當客源需求增長快時，則會影

響酒店經營壓力，幫助酒店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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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最高端的會議要求最頂級的服務
萬豪國際集團年度高峰會議晚宴

舉辦機構 萬豪國際集團

活動日期 2017年4月24日至25日
                    (為期兩天)

活動人數  約1,000人

活動場地  澳門JW萬豪酒店大宴會廳

活動亮點  

1. 這是萬豪國際集團併購喜達屋酒店及

度假村國際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連

鎖酒店后，第一次舉行的萬豪國際集團

高峰會議。

2. 首次在澳門JW萬豪酒店舉行萬豪國際

集團經理會議晚宴。

3. 為了讓來自各地的酒店業高級行政人

員享用最豐盛的美味佳餚，150位國際

名廚首次齊聚澳門JW萬豪酒店，以步

操的方法把甜品放到客人桌上，規模

之大甚為壯觀。

4. 這次會議是歷屆規模最大，參加會議

的高級行政人員也是歷屆之冠。

今年4月24日至25日，連續兩晚，萬豪國際集團于澳門JW萬豪酒

店大宴會廳上演了規模上千人次的萬豪國際集團年度高峰會議晚

宴，這是萬豪國際集團于2016年完成併購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國際

集團、成為全球最大的連鎖酒店之后，第一次舉行的萬豪國際集團

年度高峰會議及晚宴。

此
年度高峰會議晚宴亦是首次在澳門

JW萬豪酒店舉行。這次會議是歷屆

規模最大，參加會議的高級行政人員也是

歷屆之冠，出席者包括：首席營銷官、副主

席、總經理、銷售和營銷部門等經理或以上

職別的員工。各亞太地區的萬豪國際集團

高級行政人員共聚一堂，分享有關酒店業

形勢的意見及探討來年的商業策略。

本次活動由于要面對參加會議多達1千多

位的高級行政人員，主要提供宴會場地、酒

店住宿和餐飲安排的澳門JW萬豪酒店，為

了讓如此大規模的晚宴順利舉行，以1,920

平方米和可容納逾1,600名賓客的酒店最大

無柱設計大宴會廳為主要場地。

跨酒店、跨單位協調合作

同時，對內從各方集思廣益，積極策劃與

籌辦，和同設于「澳門銀河」綜合渡假城的

姊妹酒店─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協調，一

共動員了250多位員工參與。而且對外與周

邊酒店，如會議場地方喜達屋酒店集團合

作，並且和萬豪國際集團聘請的專業活動

策劃公司，洽談其他細節。

酒店與各方緊密合作，在會議舉行前三個

星期，對各項活動細節進行了採排和餐飲

試食等各項安排，務求每一細節都盡善盡

美，不斷自我挑戰，精益求精。

整個活動中最大的挑戰是要保持會議的

高質素，因為邀請的都是酒店業界的精英

翹楚，他們對五星級酒店服務的水平已瞭若

指掌，所以比一般客人對酒店服務的要求

更高。因此，酒店于活動期間必須提供最高

端、最慇勤貼心的服務。讓客人有賓至如歸

的體驗是理所當然，澳門JW萬豪酒店更必

須提供能遠超出他們期望的服務，這才是

達到合格的服務水平指標。也就是說，最高

端的會議絕對要求最頂級的服務。

每道菜都由不同廚師主理

要讓會議一絲不苟地順利舉行，一群專

業的工作人員和廚師團隊缺一不可。為了

滿足賓客對服務質素的高要求，以及展示

酒店的頂級餐飲體驗，策劃團隊充分運

用了集團的強大網絡，邀請了萬豪國際集

團旗下，來自世界各地的頂級名廚，包括

來自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劉秉雷師傅、

來自塞貝爾一號碼頭酒店雪梨餐廳的Joey 

Bickford等，一起集思廣益，策劃晚宴的菜

單，再由主辦單位綜合各方建議及反覆測

試，從而設計出最完美的盛宴菜譜。

這是澳門JW萬豪酒店自2015年開業后，

舉辦過最大型的會議晚宴盛會，同時亦是

首次雲集多達150位名廚共同準備晚宴。為

此，每一道菜背后都別具意義，對于賓客

來說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因為每道

菜都由不同酒店的不同廚師主理，有別于

一般會議由同一間酒店的廚師團隊負責所

挑戰

極有限時間內

烹調複雜精緻菜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宴期間，必須在

極有限的時間內烹調複雜精緻的菜式，

更需保證每一道佳餚色香味俱全，而且

是在最佳溫度、同一時間端到1,000位來

賓的餐桌上，實屬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關鍵

長時間的溝通交流 

這次活動的成功關鍵在于兩家酒店、

不同部門的員工能緊密合作，同時與活

動籌劃公司能群策群力，目標一致。因

為經過長時間的溝通交流，所有工作人

員的默契慢慢加深，各部門的合作亦越

見順暢，再配合澳門JW萬豪酒店之前已

舉辦多項大型活動的經驗，所以籌劃活

動時更加得心應手。

收穫

高端活動經驗更為豐富  

通過舉辦此活動，澳門JW萬豪酒店策

劃大規模的高端活動經驗更為豐富。而

且此會議動員超過250人參與，牽涉兩間

酒店跨部門的員工，在準備活動期間，

員工們有機會與其他部門同事緊密合

作，並且參與全新的工作範疇，讓他們更

加瞭解酒店其他崗位的工作，並讓他們

在從事酒店業的個人經驗，有所得益。

有菜式。

策劃團隊在活動前數月已與各名廚緊密

溝通及多次商討，創作晚宴的菜譜，務求每

道菜式都能完美展現該名廚的深厚功架及

該所屬酒店的特色。與此同時，每道菜都和

諧共融，讓賓客的味蕾盡享深刻難忘的美

食之旅。特別的是，每一道菜的上菜時間和

次序，也都是通過多次溝通研究，經過精心

安排，力求完美。

而且為確保食客能親身感受最有創意的

美食體驗，酒店的團隊特地在上菜的環節

中，展示廚師們的創意。例如，香港萬豪酒

店名廚楊先生(Andy Yeung)以及由萬麗海景

酒店廚師霍先生(Roger Fok)炮製的盛世甜

品，由150位廚師以步操的方法送到客人桌

上。在味覺上固之然是一種獨一無二的享

受，視覺上同時欣賞到精彩的步操表演。

長時間的溝通交流

高端活動經驗更為豐富

極有限時間內烹調複雜精緻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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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黎人開幕盛典

舉辦機構 中國金沙有限公司

活動主題  像巴黎人一樣享樂

活動日期  2016年9月13日至14日

活動人數  多達1,600名工作人員、

管理者、演藝人員，及約1,200位貴賓、

400家媒體、約2萬名公眾

活動場地  

■拜神儀式和舞獅—酒店門廊

■開幕新聞發佈會—巴黎人劇場

■紅地毯活動和雞尾酒招待會—酒店門

廊和澳門巴黎人圓形大廳

■開幕典禮—巴黎鐵塔下

■晚宴—巴黎人宴會廳

■貴賓慶祝派對—澳門巴黎人池畔

活動亮點 

　澳門巴黎人開幕盛典的亮點活動為開

幕表演，其包括了世界級舞臺表演、國際

名人歌手、最先進的燈光藝術，以及大型

煙花表演。開幕表演的最高潮，運用了

共28,888發客制化的煙花、超過三公里

的燈光鋼桁架，以及200平方米的LED
牆。同時，也有70多位演藝人員參與，包

括歌手和舞者，以及比利時女歌手Lara 
Fabian和中國演員及歌手莫文蔚。

活動挑戰  

■戶外活動出現未預期的天氣狀況

■要確保表演的每一部分都達成預期，

例如，煙花要和巴黎鐵塔的燈光表演、

音樂，以及舞臺上表演一致。

■約1,200位貴賓和400位媒體人員的人

潮移動和就坐安排

■為超過1,600名客人提供不同的服務和

設施

以「像巴黎人一樣享樂」為主題的澳門巴黎人開幕典禮，在去年9
月盛大舉行。整場開幕活動可以說令人驚喜不斷，也讓人感受到澳門

舉辦活動的能力，又提到了另一個全新高度。

CASE STUDY 

令人歎為觀止的開幕典禮

去
年9月13日，以「像巴黎人一樣享樂」

為主題的澳門巴黎人開幕典禮盛大

舉行。此由中國金沙有限公司舉辦的活動，

彙聚了大約1,200位貴賓、400家媒體，以及

2萬名公眾參與。為了讓所有參與者擁有一

個難忘的體驗，多達1,600名工作人員、管理

者、演藝人員全程提供服務。

整天下來，活動一共運用了七個場地，主

要流程分為五個部分。首先是早上11點在酒

店門廊舉行拜神儀式、舞獅、祝福儀式。接

着，下午3至4點在巴黎人劇場舉行新聞發佈

會。隨后，下午5點半至8點在澳門巴黎人的

圓形大廳內外舉行紅地毯活動和雞尾酒招

待會。接下來，晚上7點在巴黎鐵塔舉行開

幕典禮，並且在晚上8點于澳門巴黎人宴會

廳舉行晚宴。最后，晚上10點在澳門巴黎人

的池畔舉行貴賓慶祝派對。

整個活動期間，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展覽廳F館更是設立了媒體中心，並有接待

人員回答咨詢，現場更是隨時提供媒體網

路、點心、茶水和餐點。

開幕表演WOW聲不斷

記者參與后認為，開幕表演從演藝人員

的30分鐘浪漫愛情故事開始，就充滿驚喜，

不但有一個專門製作的八米高熱氣球，從

客人上方飛過，將主要的表演者送到舞臺

上，舞臺上的表演沒有對白，但所有人都能

輕鬆跟上簡單的劇情，且台下的樂團搭配

舞臺上表演者各個繽紛的服裝造型和踩高

蹺等驚奇道具，已經讓現場許多人目瞪口

呆。隨后，比利時歌手Lara Fabian演唱<<Je 

t’aime>>經典歌曲，現場搖身一遍轉為一

場大型演唱會，帶動起整個現場氣氛。之

后，媲美新年的煙火表演，一發接着一發，

點亮了金光大道，更是照亮了澳門，完美搭

配的煙花表演和鐵塔外觀燈光秀高潮，帶

領現場所有參與者進入高潮迭起、歎為觀

止的意境，成功為開幕活動畫上句點。

整場開幕表演可以說WOW聲不斷，也讓

人感受到澳門舉辦活動的能力，又提到了

另一個全新高度。活動中，巴黎鐵塔下方場

地的靈活運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威尼斯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及展

覽統籌部副總裁晉磊表示，澳門巴黎人的

開幕表演，確實是一個極具挑戰和創意的

過程。當中，不但充滿團隊合作和內部溝

通，同時，也和多個外包代理商和政府進行

了密切合作與配合。綜合度假村的活動發

展和管理團隊主要負責開幕活動，並需要

將巴黎鐵塔的下方空間，轉變成為一個大

型活動舞臺。

當中，Foti國際煙花與特效公司與Artists 

in Motion公司合作，一個專門為開幕典禮

設計煙花表演，一個特別打造出巴黎鐵塔

的特殊燈光秀。這兩個表演必須和音樂完

美配合，確保同時進行才能展現最好的效

果。例如，Artists in Motion公司在設計巴黎

鐵塔的燈光秀之時，必須考慮音樂，如表演

中親吻的部份該如何展示，以及比利時歌

手Lara Fabian唱歌時，可以如何搭配歌詞，

呈現不一樣的巴黎鐵塔燈光秀。

另一方面，28,888發客制化的煙花表演是

一個非常有野心的展示，現場的安全后勤

相對非常廣泛。而且煙花表演受到政府規

範限制，不能暫停或是延誤，必須要在八

點左右完成，因此，整個活動在時間上的

掌握必須非常精准到位。

此外，內部視聽部門Visual Media也分配

了40個員工在現場，確保活動最高潮可以從

各種角度被記錄下來。盛大的開幕活動主

題，透過70位歌手和舞者表演的浪漫巴黎

愛情故事展現。而為了確保來自全球的每

一個表演者都有能力符合活動所需，事前

的試演、排練必不可少。因此七百位演藝人

員在開幕前兩個半星期就已經從世界各地

來到澳門，為活動進行準備。

其實，為了這場開幕活動，公司花了十個

月進行準備。準備工作包括：和創意代理商

設計活動和舞臺表演、場地佈置、和政府官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員合作、聘請和培訓澳門巴黎人的新進員

工、客源邀請和預定、表演團隊的試演工

作，以及在開幕前于亞洲11個城市舉行推廣

路演活動。同時，透過廣告和品牌營銷，聯

合公關、市場推廣及銷售業務部門，致力使

酒店在目標市場的曝光率達到最大化。

最終選擇在戶外晚間舉辦開幕典禮的原

因，是因為澳門巴黎人的開幕之夜，代表了

中國金沙主席蕭登．艾德森(Sheldon G. 
Adelson)對于金光大道的願景。在巴黎鐵

塔下舉行活動，正可以抓住這個歷史性的

一刻，更可以透過美豔的澳門巴黎人和巴

黎鐵塔外觀吸引全球的關注。另外，很多

特殊的效果都可以在開幕表演中呈現，如

煙花表演、巴黎鐵塔燈光秀等。同時，在戶

外舉行活動也讓想要參與這個歷史性一刻

的公眾，有機會參與，一起感受開幕之夜

的魅力。這個活動也因此成為了全球酒店

集團所打造的一個最大戶外活動。

最大挑戰：人流的控制

整場活動最大得挑戰就在于人流控制。

所有場地之間都得互相配合，以確保活動

無縫進行，因為整個開幕活動都在一個環

環相扣的行程上。雞尾酒招待會于下午5

點半到8點在圓形大廳上演，而主要的表演

和活動最高潮則必須在巴黎鐵塔下于7點

20開始，如此一來，煙花表演才能在晚間7

點45分登場，並且于晚上8點前結束。一切

都是在提前精心設計下進行，因此所有員

工都必須持續維持客人的流動，使得活動

保持着迷人的美，看起來不趕場，但又在

持續推進的狀態。

也因為活動順利的掌握了時間，大約有

100多位政府官員有機會與金沙主席和高

階主管一起成功露臉和合照。

除了要考量1,200多位貴賓和400多位

媒體人員的人潮流動規劃，最關鍵的流動

環節，在于煙花表演結束后，客人從開幕

典禮前往晚宴之間的動線，也就是幾千位

客人從酒店門廊進入酒店，前往晚宴宴會

廳或是媒體中心的過程。移動的人潮從啟

動開幕的嘉賓和貴賓開始，接着是其他客

人。酒店團隊，在60個帶位員的支持下，必

須在15分鐘內將1,300位賓客帶到座位上

坐好，準備迎接豪的晚宴。宴會廳內，有超

過30個代位員協助客人找尋座位，同時，也

有超過100位宴會服務員在為賓客倒酒，以

開幕表演WOW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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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準備晚宴服務。

全體酒店團隊在開目前三、四個星期，

就已經專門被分派此任務，並且針對帶位

進行了密集的培訓。酒店團隊還與Uniplan

公司一起發展出一套預定系統，針對不同

類別的客戶，提供不一樣的識別證，以更顯

著地推動活動的順利進行。

團隊合作是控制人流的關鍵。活動中的

1,600名工作人作人作 員，分別來自十多個國家。

全體酒店團隊和所有的藝術家、代理商一

起找出最佳的處理機制，以及各種狀態下

最適合的應對方法。同時，透過各種渠道，

確保每一位參與的工作人作人作 員，都能時時瞭

解到最新情況，以做到最好的準備。

加大成本：為降低天候風險

再者，在戶外舉行活動，都必須面對未

預期的天氣狀況。在9月13日開幕前，澳門

好幾個星期都持續在下雨，因此，為了打造

一個令人令人令 印象深刻的開幕活動，事前必定

要經過很多規劃和考量，如以澳門巴黎人

劇場作為開幕典禮后備場地。為了避免當

天出現壞天氣而手忙腳亂，同時，為了降低

風險，很多生產設備都需要同時以戶外和

室內兩個場地進行佈置，大大加大了工作

時間和成本。

而且開幕典禮前一天，由于下雨，巴黎

鐵塔下積水，導致澳門巴黎人額外調度人

手，分派了一個24小時的團隊，專門將鐵塔

下的水清乾淨。

成功關鍵：人的投入與交流

談到活動成功關鍵，晉磊強調，關鍵在

人。一來，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蕭登‧艾德

森有遠見的想出了金光大道的想法。再者，

所有參與開幕盛典的人，不管是投入準備

工作、現場支援，還是事后追蹤，都功不

可沒。整個開幕典禮為一個十個月長的計

劃，其要求了每天內部和外部的密集交流，

當中，內部包括：所有活動、營銷、餐飲、

計劃和建造等領域，而外部則包括：政府、

代理商、媒體和公眾等方面。每一份努力，

都成為開幕盛典成功的貢獻力量。

此外，當晚美好的天氣，也是促成令人

驚豔的煙花表現和巴黎鐵塔秀的成功。

要是下了雨，開幕典禮必須轉移至室內場

地，效果勢必將大打折扣。

活動收穫：
高入住率、挖掘客制化服務

分析酒店舉辦這次活動后的收穫，晉磊

認為，澳門巴黎人開幕代表了金沙中國在

金光大道的物業全面落成，也標誌着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蕭登‧艾德森的金光大道

願景圓滿實現。澳門巴黎人在2016年被視

為最期待開幕的澳門度假村之一之一之 。開幕后，

不管在澳門、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

國，還是印度，都有廣泛的媒體進行報導。

而度假村正式開幕后，酒店入住率立刻攀

升至令人令人令 滿意的成果，接近滿房。

另一方面，酒店也為因為開幕活動，挖

掘到未來可以為到訪者打造的客制化服務

和體驗。以MICE來說，澳門巴黎人可人可人 以提

供專屬的服務，因為擁有一個專門服務不

同需求客戶的團隊。同時，酒店可以非常

靈活的運用場地，而且MICE活動中不同

的娛樂項目也可以在不同酒店中被使用。

就旅客而言，綜合度假村會持續推出不一

樣的酒店套餐。另外，澳門巴黎人的巴黎

鐵塔可以接受私人活動預定，而巴黎鐵塔

的燈光秀也可以為求婚等，進行客制化。

從酒店高入住率來看，很明顯的看出，旅

客非常願意拜訪澳門巴黎人，並且樂于在

假期期間停留。就澳門本地市場來看，澳

門巴黎人一人一人 定很受歡迎，其三大餐廳的預

定率和上座率都非常高，尤其是酒店正式

營業后的前兩個月。
（
提
供‧

澳
門
巴
黎
人
）

28,888發客制化的煙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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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Anniversary Promotion

RIMOWA x曼谷文華東方禮遇限量版行李箱
曼谷文華東方酒店與高級行李箱品牌

R I M OWA合作，為賓客提供限量版行

李箱作為豪華住宿禮遇的一部分。預訂

RIMOWA x曼谷文華東方禮遇的賓客，將

會得到RIMOWA行李箱作贈品，並可入住

歷史悠久、剛修輯完成的花園翼套房或客

房。

曼谷文華東方酒店與RIMOWA合作，製

作了140個限量版RIMOWA x曼谷文華東方

140週年豪華行李箱系列，慶祝曼谷文華東

方酒店 140 週年。RIMOWA的高級行李箱

標誌着曼谷文華東方酒店的卓越服務和時

尚元素。

RIMOWA x曼谷文華東方禮遇，雙人客

房價格由39,140泰銖起；賓客需最少停留兩

晚，禮遇包括：

■園景套房或園景客房兩晚住宿

■預訂園景套房的賓客將收到限量版高

級RIMOWA行李箱一個：Check-in Multi 

wheel尺寸73（85升容量）

■預訂園景客房的賓客將收到限量版

高級RIMOWA行李箱一個：Cabin Multi 

wheel尺寸53（35升容量）

■在Verandah享受雙人份早餐

■在Authors’Lounge享受雙人份下午茶，

並送贈曼谷文華東方140週年而特製的果醬

一瓶

■24小時私人管家服務

■禮遇全年適用，視供應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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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Promotion

義烏香格里拉大酒店推出開業特惠
坐擁362間客房的義烏香格里拉大酒店日

前盛大啟幕。義烏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高

達215米的「浙中第一高樓」義烏世貿中心，

集酒店、高級住宅和超大面積的商業零售

區為一體，地處中心商務區，並緊鄰堪稱世

界小商品貿易中心的義烏國際商貿城。

義烏香格里拉大酒店現推出開業特惠，

自即日起至2017年9月3日，僅需人民幣888

元即可入住酒店豪華客房一晚，含次日自助

早餐和價值人民幣200元的店內消費（此價

格已包含服務費及稅費）。

更多預訂信息，可致電（86 579）8151 

8808或發郵件至reservations.slyw@shangri-

la.com 。

深圳G公寓呈獻時尚住宿計劃
新開業的深圳G公寓座落繁華的南山區

心臟地帶，于今年夏季隆重呈獻全方位時

尚住宿計劃。此住宿計劃帶來多重精采禮

遇，充分滿足家庭和休閒旅客的需要，是

盛夏出遊的不二之選。

這家新開業的摩登服務式公寓暨酒

店致力締造奢華的城市度假體驗，其

「G-Cation」住宿計劃包括寬敞住宿、自

助早餐、私人燒烤晚餐、迎賓禮品，以及

來往酒店至蛇口郵輪中心的專車接送服

務，並且7月31日前適用，讓夫妻情侶、大

型團體和家庭旅客更靈活自由地安排行

程。

賓客于推廣期內入住可享低至六折的

住宿優惠，每晚房價僅凈價人民幣1,988元

起。

濟州新羅酒店是充滿地中海風情的度假勝

地，「甜夢濟州」套票帶來天堂般的極致享受。

由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入住山景雙

人客房的賓客可免費使用度假村Soombi水療

區、The Parkview二人早餐（37個月以下小童免

費）或二人「天池」餐廳特別濟州早餐。每晚客

房價格由330,000韓元起（不包括服務費及稅

項），以二人入住計算。 
新羅酒店集團的高級商務品牌—新羅舒泰酒

店特別為旅客送上韓國最佳旅遊熱點的「韓國

歡迎您」套票由即日起至2017年8月31日期間

Summner Packages
新羅酒店集團推出暑假特別優惠

有效。

套票包括免費將客房升級至豪華客房（只

適用于預訂了首爾新羅舒泰酒店的賓客）、首

爾觀光巴士門票和公共交通卡兩張。此優惠

亦送上免費早餐(最少兩晚住宿)、面膜套裝和

可愛新羅小熊一隻。

至于首爾以外的新羅舒泰酒店，套票包括

入住豪華客房、5,000韓元優惠卷（適用于傳

統市集和兩張公共交通卡）、免費早餐（最少

兩晚住宿）、面膜套裝和可愛新羅小熊一隻。

首爾新羅酒店的全新「Urban Episode城
市天堂」套票，邀請賓客體驗最佳夏日暢遊

樂趣。套票包括入住豪華商務客房、「Urban 
I s l a n d城市島嶼」入場門票兩張及T h e 
Parkview免費二人早餐。「Urban Episode城
市天堂」套票每晚客房價格由320,000韓元起

（不包括服務費及稅項），以二人入住計算，

有效期由2017年7月1日至9月2日。

活動期間，乘客將以超值的優惠價格購買

機票，並搭乘新航及勝安航班，輕鬆抵達您

的心儀之地。超值特惠還包括30公斤或以上

的行李限額、特別定制的機上餐食，以及包含

最新熱門大片、電視節目、音樂和遊戲在內的

1,000多種機上娛樂項目，完美提升您的旅程

體驗。

根據《樟宜機場轉機計劃》，2018年3月31

Airlines
「新航70周年」特惠

邀您暢遊心儀之地

日前，所有乘坐新加坡航空或勝安航空航班

從樟宜機場中轉的乘客，都有機會獲得面值

40新幣的樟宜機場消費抵用券。此券可用于

樟宜機場轉機區域和公共區域的零售店、餐

飲及服務場所（特殊情況除外），或者可以兌

換一次性使用位于2號或3號航站樓轉機區

的大使轉機貴賓室。

為慶祝新航集團成立70周年，新加坡航空

及勝安航空聯手新加坡樟宜機場，即日起至

8月15日，共同推出面向全球眾多旅遊目的地

的特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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