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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會獎須克服
人才和融資能力短板

Yunnan

[ 鐘韻—採訪報道 ]

鼓勵產業鏈以創新促進行業發展
從日前在北京所舉行的中國會議產業大

會可觀察到，本屆大會以「聚·創·會獎新體

驗」為主題，強調行業互動交流、特色會獎

資源展示、線上線下全體驗，為會獎業未來

的創新發展提供更多可能。亦即，從價格競

爭到價值競爭是會獎行業的發展方向，而

創新是構建競爭力最有力的手段。

以「聚·創·會獎新體驗」為主題的第九屆

中國會議產業大會(CMIC2016)于北京雁棲

湖國際會展中心舉行。大會內容涵蓋頒獎

晚宴、行業展覽、對接洽談、會獎城市推介

擁有特殊文化和良好硬體建設的雲南省

在十三五期間將致力發展旅遊會獎產業，

惟篢加強客服人才和融資能力短板。

雲省旅遊發展委員會副主任馬迎春介

紹，目前會獎旅遊產業占雲南旅遊產業發展

的比重還非常低，但未來雲南將使會獎旅

遊成為旅遊產業的發展重點。這個目標有

非常好的發展空間和外部環境來支持。

首先，雲南目前比較成熟的會展目的地

包括昆明、大理、麗江、西雙版納、騰沖、香

格里拉等七個城市，緊接着，雲南省旅遊委

也會培養后備的理想會展目的地，因為雲南

129個縣、8個州、8個市內，任何一個地方，只

要是縣城，都可以成為會獎旅遊目的地。

其次，場館方面，目前雲南有12個成熟的

大型國際會展中心，如昆明滇池會展中心、

昆明國際會展中心、各州市的會議中心等，

其中最大的是占地540萬平方米的滇池會展

中心，國際會展落戶雲南完全沒有問題。

會、先鋒論壇等20多項活動，提供產業鏈各

方所需。專業展覽部分，來自北京、杭州、蘇

州、青島等城市等相關政府機構和會議行

業相關企業與來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會獎

採購商見面洽談。

本屆大會的500名特邀賣家中，過半為專

業會獎活動公司，其余為企業會獎採購及

社團與各類會議活動機構；76%來自北京，

24%來自上海和其他國內地區；供應商包括

酒店與酒店集團等會獎場所、會獎公司與

旅行社、會議技術和設備公司、國內會議目

的地／政府及境外CVB等，為參會者實現

一站式採購與資源洽談。

會上，中國會議產業大會秘書長王青道

強調了創新的重要。他指出，消費升級正為

會獎業運行帶來重大變化，而技術進步也

將從多方面影響會獎業；對于忙碌于日常業

務會獎行業從業者來說，會獎業重實操、與

創新關係不大，服務價值得不到重視阻礙了

創新，事實上這些都是誤區。因為，所有行

業都有創新需求與創新空間，且創新既是

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生存

方式；而服務分為簡單服務和價值服務，只

有后者才能得到更多尊重；價值服務需要

創新才能產生。

他表示，從價格競爭到價值競爭是會獎

行業的發展方向，而創新是構建競爭力最

有力的手段。

另外，雲南也有20個國際品牌旗下的48

家國際酒店以及上萬家精品民宿；不僅是昆

明，客人無論是在大理洱海邊或麗江古城，

也都可以獲得特殊的會議和會后體驗。

再次，政府支持方面，雲南省旅發委近

日出臺了新機制，十個副主任單位隨時聽從

旅發委調遣和合作；其中，公安廳副廳長也

是副主任之一，可以看出雲南省為旅遊會展

產業的發展卯足了全力，不甘落后于國內其

他城市。同時，雲南馬上會出臺會議產業獎

勵政策。在投資建設方面，從土地使用和

審批、項目落地和跟蹤服務都有專人服務，

省委書記也親自關心。目前港中旅、萬達等

六、七家旅遊投資公司已進入雲南，雲南的

會展建設正快速發展。

不過，馬迎春也坦言，雲南雖有真誠好客

的民族情懷，但人才和融資能力依舊是最

大的短板是；雲南省旅遊委未來將進一步

加強會將產業人才能力的培養，也期望透

過更多交流買家和市場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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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天津四季酒店为您提供高雅华丽且可

灵活配置的活动空间，由来自全球专业贴心的服务人员，

为您量身打造非凡的宴会与会议体验，

助您的活动全程无忧且精彩纷呈。

更多 “会” 聚四季开业礼遇的信息，敬请访问：

心系您需，知您所想

“会”聚四季，体验非凡

更多 “会” 聚四季开业礼遇的信息，敬请访问：
fourseasons.com/zh/tianjin/meetings_and_events

更多 “会” 聚四季开业礼遇的信息，敬请访问：
fourseasons.com/zh/tianjin/meetings_and_events

或致电+86 (022) 2716 6688，酒店的专业会务顾问将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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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挖掘市場發展新契機

武漢、西安2017舉行旅遊和穆斯林博覽會
賽美斯（北京）會展有限公司2017國際新

會展發佈會日前于北京舉行。在北京、西安

和成都的旅遊展會基礎之上，今年賽美斯

旗下將分別于武漢和西安新添兩個大型博

覽會。

新加坡會議與展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董

事長廖俊生介紹，賽美斯會展公司已舉辦

多屆北京國際旅遊博覽會、西安絲綢之路

國際旅遊博覽會和成都國際旅遊展，而2017

年，該公司在中國將新添兩個大型展會：武

漢國際旅遊展和西安國際清真食品及穆斯

林用品博覽會。

武漢國際旅遊展暫定2017年9月22~24日

于武漢國際博覽中心舉行。新展會落定武

漢，來自大量前期研究。據中國旅遊研究

院和攜程旅行網共同發佈的《消費升級：

2016上半年中國出境旅遊者報告》，2016上

半年全國出境旅遊出發城市中，武漢位居

第9 ，出境旅遊人數增長速度位居第5；線

上出境遊客人數增長超過100%。與此同

杭州市日前正式發佈會獎目的地品牌

「峰會杭州」，展示其「后G20時代」致力

打造國際會獎目的地城市品牌的力度和信

心。 

順勢G20峰會效應，杭州市商務會展旅

遊促進中心于中國會議產業大會上發佈了

全新會獎品牌形象「峰會杭州」，成為國內

首個正式發佈會獎目的地品牌的城市。據

介紹，「峰會杭州」品牌將成為杭州的城市

商務名片，與杭州的休閒旅遊品牌「最憶是

杭州」構成完整的杭州旅遊品牌體系。

同 期 發 佈 的 杭 州 會 獎 英 文 口 號

“Inspiring New Connections”寓意杭州將

成為激發更多產業連接、知識連接、商機

[ 鐘韻—採訪報道 ]

[ 鐘韻—採訪報道 ]

時，經過與100多家領事館、國際旅遊局、旅

行社以及專業買家的調研，賽美斯發現80%

的國際展商都願意將武漢做為他們下一個

旅遊展覽的目的地。該展會展覽總面積預

計將達1萬平米，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以及

國內20個省、市和自治區將參與此次盛會。

展會並將推出教育遊學、蜜月旅行、醫療

旅遊以及涉及科技與智慧的主題旅遊產品

等多個主題展區，其中，「教育遊學」展區

尤其具有對武漢市場的針對性。另外，國際

文化表演、專題論壇、推介會和互動活動都

是展會亮點。據瞭解，目前武漢與旅遊相關

的展會僅有設于中國婚博會當中的旅遊消

費展；該展會面向大眾消費者且無任何國

際展商參展，因此新推出的「武漢國際旅遊

展」將能更好地滿足當地旅遊業者發展業

務的需求。

西安國際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博覽會

將于2017年10月12~14日在西安曲江國際會

展中心舉行。該展會成型，同樣源于近一年

的前期研究。相關調查顯示，全球清真產品

市場預計至 2018 年將達到約1.6兆美元，而

借「一帶一路」(OBOR)的倡議，中國已經開

始尋找機會撮合清真貿易與穆斯林和阿拉

伯國家的雙邊貿易協定，中國政府並將投

資 USD$ 400 億在新的絲綢之路基金，以

促進和鼓勵沿着OBOR進行私人投資。

據統計，「一帶一路」(OBOR)將包括65 

個國家，占44 億人民與全球 GDP 的 40%。

其中，OBOR 從西安華中地區一直延伸到

中東地區，最終到達莫斯科、鹿特丹和威

尼斯；西安與新疆、甘肅、內蒙古、寧夏、遼

寧等地的穆斯林有着緊密的聯繫，同時，

西安市也是陝西省擁有最大經濟產出的城

市，GDP 年均增長率為 11%，預計2020 年

將達到人民幣 9,000 億。

憑其與穆斯林群體的緊密聯繫及高GDP

增長率，西安適合作為國際穆斯林產品進

入中國市場的敲門磚，該博覽會的舉行並將

有助國內各產業對穆斯林市場需求的關注

進一步擴大。

首屆西安國際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博

覽會預計將有來自15個國家的展商和20個

國家和地區的15,000名專業觀眾參與，展會

涵蓋食品、醫藥、金融、運輸、書籍和服裝

配件等多種產品類別，旅遊接待亦為其一；

其現場活動將包括商務配對、專業買家洽

談、產品示範、推介會及論壇等。據悉，有

利提升展會含金量及對業內觀眾吸引力的

「論壇」活動，將會是賽美斯接下來著力發

展的項目。

↑新加坡會議與展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高級經理翁少
清（左）、新加坡會議與展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
廖俊生（右）。

（
攝
影‧

鐘
韻
）

Hangzhou

順勢G20峰會效應
杭州推出會獎品牌形象「峰會杭州」

連接的會獎福地。圍繞峰會杭州品牌，杭

州還將以MICE ℃ 作為年度溝通主題，通

過服務、微笑、舒適的環境等能夠感知的

溫度傳遞杭州會獎的品質感和專業服務體

驗。設計方面，其品牌形象來源于MICE中

的大會（Conference）、品牌主題Connection

的首字母C，以及年度溝通主題°C（溫度），

視覺上延續了「最憶是杭州」的意境，凸顯

杭州溫婉、寧靜的氣質。

「峰會杭州」新品牌的發佈既是順勢G20

峰會效應后的首要動作，也符合杭州市委

第十一屆十一次會議宣導的「著力打造國

際會議目的地城市」的城市定位需求。隨

着杭州在電子商務、互聯網以及生物醫藥

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優勢不斷壯大，以

及行業先鋒人物的思想和觀點的彙聚，未

來將會吸引更多行業高端國際會議落戶，

從而促進相關產業及杭州地區的經濟發

展。

據瞭解，G20峰會為杭州留下了豐富的硬

體建設。杭州國際博覽中心的投入使用以

及錢江新城萬豪酒店、杭州柏悅酒店等國

際酒店品牌的進駐，促使杭州錢江新城板

塊形成了「會議中心+酒店集群」模式，為

未來落地杭州的大型國際會議提供了專業

的基礎設施和多元化創意空間。日益完善

的交通系統也為杭州發展會獎產業提供了

有力保障，目前海內外航線達200多條，直

航城市30余個，高鐵網路充分完備。此外，

通過G20峰會的標杆性洗禮，杭州會獎從

業人員專業化服務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

升。

在「峰會杭州」新品牌戰略下，杭州將

全面展開全球宣傳推廣工作。「引進來」和

「走出去」仍然是杭州會獎雙線平行的營

銷策略。從線上的「MICE拼單季」活動到

線下的「MICE體驗官」全球買家目的地考

察，從參加海外展會和路演到海外官方推

廣平臺LINKEDIN的建立，無不看出杭州對

于全球MICE市場的信心。

杭州市旅遊委員會

副主任趙弘中說道，

G20峰會2016年9月成

功于杭州舉辦，讓杭州

成為聚集世界目光的

中國會議之都，而G20

杭州峰會也成為推動

杭州會獎旅遊產業蓬勃發展的重要歷史契

機。從城市環境到硬體設施、服務意識到

接待水平，杭州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峰

會后的杭州以更加完善的設施和專業服務

為全球打造更好的會議。

（
提
供‧

杭
州
市
商
務
會
展
旅
遊
促
進
中
心
）

Huairou

突破高端政經會議局限 懷柔加強發展影視、科學和汽車會展市場
[ 鐘韻—採訪報道 ]
為進一步發展會展市場，除高端政治經

濟會議外，北京市懷柔區也正利用資源優

勢加強發展新的目標市場，以其在更完善

的硬體配套完全建成之前，打好受認可的

會展目的地品牌基礎。

北京市懷柔區商務委員會副主任趙偉

介紹，北京市懷柔區由會展帶來的直接經

濟收入目前約達每年三個億，重要性和潛

力皆不容忽視。

總體而言，懷柔在會展產業的定位是高

端政治經濟會議；從G20到APEC的接待，

其于此領域的接待能力毋庸贅言。但為避

免過于倚賴單一市場，懷柔也正結合自身

資源優勢，為會展產業往其他方向發展目

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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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懷柔區商務委員會副主任趙偉

（
攝
影‧

鐘
韻
）

首先是影視。憑其豐富的影視文化資

源，懷柔于2014年被確定為中國首個也是

目前唯一的影視產業示範區；此外，中影

基地二期建設、北京電影學院新校區、北

京國際電影節電影嘉年華亦落戶于此。因

此從影視文化的角度切入發展會展市場，

是政府下一步的重點。

其次是科學。在「懷柔科學城」的規劃

中，雁棲開發區將設置四個向全世界科學

家開放的大型科學裝置；懷柔並坐擁中科

院12個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大學校區。因

此以科技為核心的會展項目也是政府將來

引進和支持發展的重點。

再次是汽車。汽車製造業過往一直是懷

柔區的支柱產業；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成

立以來，各大國際汽車廠牌亦擇此舉行發

佈會、試駕和競賽等大量相關活動。因此汽

車文化也將會是懷柔區會展業未來發展的

主題。

APEC后發展新起點

趙偉說道，懷柔會展業于上世紀90年代

起步，然此后20年會展活動多由政府機

構看中其優美風光于此舉行；直至2014年

APEC之后，懷柔會展產業才有了新的起

點。然而「高端政治經濟會議」的定位雖

鮮明，卻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此時懷柔

區正加強硬體的開發和建設，以其配套更

為完善后，吸引廣泛市場的實力更為堅實。

在此之前的幾年間，懷柔除高端國事會議

會議外，還是會以影視、科學和汽車市場

為主要發展，打造受認可的會展目的地品

牌。

Bintan

性價比高 民丹島會獎客源增長
在新加坡的中國MICE市場成長趨緩之

際，身為新加坡競合對象的印尼民丹島發

現自己正成為受益者。Bintan Lagoon 
Resort 商務拓展和酒

店運營副總裁Gerald 
A. Hendrick于過去

一年觀察到，在中國

市場，曾經以「適合家

庭度假的連線目的地

之一」為定位的民丹島

[ 鐘韻—採訪報道 ] 出現兩個變化：一是MICE客源比例正在

上升。二是大部分客人雖仍以新加坡為跳

板，但在民丹島的停留時間更長，而且花錢

的項目，比如壓軸戲－晚宴，會放到民丹去

做。

以民丹的條件，這是合理的。就第一點

而言，民丹島的綜合度假村和酒店資源非

常豐富且仍在提升；以Bintan Lagoon度假

村為例，未來五年內，其客房數量（含套房

和別墅）將從470間上升到2,500間。同時，

新加坡國內雖也有綜合度假村，但民丹的

空間更大、與自然相關的團建活動資源也

更多，如陸上和水上活動、沙灘及國際標

準高爾夫球場等。

此外，能容納上千人的室內會展中心和

分會議室及數千人的海灘，對MICE團都

是賣點。當地業者也極為重視中國市場的

服務能力；從不斷增加的中式餐廳到中文

服務人員，中國客人都不必操心。

就第二點而言，直至2年半以前，在民

丹都可使用新加坡元消費，但此后民丹只

接受印尼盧比，性價比相應提高；Bintan 

（
攝
影‧

鐘
韻
）

Lagoon甚至在過去一年間把度假村內十

余家餐廳的價格全數拉低30%~40%，以強

化終端消費者對「民丹島性價比更高」的

觀念。如今，他們已能看到，越來越多以新

加坡為主要目的地的MICE團，會在民丹島

住宿2晚並舉辦慶祝晚宴。

畢竟和在新加坡找場地及餐飲、娛樂供

應商相比，在一體化度假村內一步到位更

方便也更省錢。

Gerald A. Hendrick還透露，印尼政府近

期正在和相關業者進行溝通；從中國直達

民丹島的包機項目啟動指日可待。對于將

民丹島視為延伸目的地的新加坡而言，這

會帶來壓力抑或進一步刺激訪客數量，還

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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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法國進一步加大在華知名度
France

英國布萊頓主打三大會獎團隊行程

Brighton

日前首次出席深圳旅遊展的英國布萊

頓，積極爭取中國獎勵旅遊團體，並主打三

大會議獎勵團隊行程建議，分別為布萊頓

探險之旅、布萊頓文化之旅，以及布萊頓尊

享之旅。

當中，探險之旅覆蓋綿延十公里的海邊

自行車道，旅遊局推薦當地18條常規健康

步道，讓到訪者可以輕鬆逛市區，同時，搭

配Yellowwave沙灘運動項目，如皮划艇、排

球訓練、瑜珈、普拉提、室內13米攀岩牆、

噴氣式滑水體驗、Petanque、遊艇等。而文

化之旅則包括：海邊宮殿—英皇閣、波希米

亞藝術區、普勒斯頓莊園、查爾斯頓、皇家

劇院、圓頂劇場等。另外，尊享之旅則涵蓋

了以美容沙龍為亮點的North Laine地區、

巧克力之旅、Albourne Vineyard葡萄園、

South Downs國家公園、直升機之旅，以及

The Grand Hotel喝茶體驗。

英國布萊頓市旅遊局首席代表宋丹丹

表示，推廣MICE行程，是因為中國很多企

業都在倫敦舉行會議，到訪英國的重點也

都放在倫敦，然而英國布萊頓身為一個南

方城市，距離倫敦僅一小時車程，不但距離

近、房價相對便宜、又有好玩好吃的優勢，

而且當地會議設施選擇多。很多大酒店會

近期，法國積極向中國企業團體招手，期

待中國企業將MICE活動選擇在法國舉行，

除了投入大量資金打造全新MICE設施，

也計劃透過各種考察團，進一步加大知名

度。

波爾多旅遊局葡

萄酒旅遊項目專員

Thibault Lemierre
表示，2016年推出了

全新的葡萄酒博物館

Le Cite du Vin，這個項

目有如葡萄酒的迪士尼樂園，從外觀看，像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議設施場地充滿英國風格，且可以接待大

型兩千人至小型40~50人的活動。對于已經

確定要到倫敦，或是已經在倫敦的企業團

體而言，如果想看更多英國、找價位更有競

爭力的地方，就可以選布萊頓。

休閒度假海濱城市形象

他指出，雖然布萊頓沒有倫敦的擁擠繁

華，卻是不錯的休閒放鬆環境，是開會與體

驗城市的好去處。目前布萊頓相當看中廣

東出境市場，近期將致力于讓南方旅遊業

界和消費者對英國目的地有更多瞭解，提高

布萊頓休閒度假海濱城市的形象。

其實，布萊頓在英國乃至歐洲，每到放

假，尤其是夏天，是所有人都會去度假的地

方。很多非常有名的模特兒和明星都在當地

購買了莊園，放假期間就去度假。中國大陸

搖滾歌手汪峰也在當地開設有餐廳。

就中國市場而言，現在有很多中國學生

會去，在英國唸書的學生，會帶着父母到當

地自由行旅遊。而團隊目前很少，去的話也

大多停留一天，沒有過夜，往往是前往倫敦

前的一站而已。

接下來，布萊頓將積極開展宣傳計劃，期

待吸引更多中國團體在天氣最好的5~10月

份到訪，享受當地所有景點步行距離可達

的便利性、非常不一樣的鵝卵石海濱風情、

在英式建築酒店前欣賞兩個布萊頓碼頭在

夕陽西下的美景等。

不容錯過的英皇閣

另一方面，布萊頓最為著名的景點無疑

就是英國皇家行宮—英皇閣。英皇閣位于布

萊頓市中心，始建于十九世紀，是位于英國

海濱旅遊勝地布萊頓的豪華宮殿，也是英

國皇室建造的避暑勝地，為19世紀攝政王、

后來的英國國王喬治四世的海邊隱居地。

這座富有東方色彩的建築，是喬治四世所

建的別館和娛樂行宮。外部融合了印度和中

東風格，而內部充滿中國風情，房間裡堆滿

了中國的文物、古代中國人形象的雕塑、中

式擺設，以及展示中國人生活場景的裝飾

畫，體驗出那個年代英國貴族對中國文化的

崇拜。當中，中國式的回廊加上印度式的圓

頂，中西合璧，保存修繕完好，最知名的就

是其3個像大蒜頭的圓頂；這景點是自由行

客人前往英國一個不能錯過的地方。

另外，到訪南邊海濱城市布萊頓，一定要

吃海鮮，尤其是當地非常新鮮的生蠔和龍

蝦。購物方面，當地有特色的街巷多，要淘

古董、手工藝品、復古服裝、當地高檔品牌

商品、古書、現代書籍、香料、創意廚具、衣

服、老裁縫製作的高級客製化衣服，或是在

各種酒吧放鬆都沒問題。而且街巷街角都

有咖啡店，坐下來休息，看着人來人往也別

有一番風味。布萊頓可以說是一個停的越

久越愛的地方，吃喝玩樂都找的到，光是

逛小店，就可以待上一天。

對自由行旅客而言，宋丹丹建議至少停

留兩天一晚，在夏天停留2~3晚都不多。第

一次去英國，不會重視布萊頓，但是第二次

或第三次去的人，對英國比較熟悉，一定會

喜歡上布萊頓這個讓人放鬆的目的地，不

用再去趕倫敦、劍橋、牛津等。

活動方面，英格蘭最大的布萊頓節每年5

月份舉辦，現場街頭劇場、藝術品展覽、音

樂演出應有盡有。而同性戀大遊行則在每

年8月初開始。到了冬天，則有「燒鐘節」，

也就是一種在冬至日(12月21日)的特殊慶祝

方式。

↑英國布萊頓市旅遊局首席代表宋丹丹

（
攝
影‧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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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是葡萄酒在杯子裡搖動的感覺，而博物館

收藏了還自全球各地的葡萄酒，從製造、嗅

覺、細菌等各方面讓到訪者有機會深度了

解葡萄酒以及相關知識。

另一方面，博物館屋頂餐廳，除了能品嚐

葡萄酒，更是可以360度一覽波爾多美景。

特別的是，博物館使用多媒體技術，讓到

訪者一邊品嚐，一邊聞着葡萄酒香，更是在

360度環繞螢幕上看到葡萄酒的知識，尤其

適合MICE團體體驗。同時，博物館擁有一

個龐大的酒窖，內藏14,000瓶美酒。此外，

博物館周邊的酒店，多主打健康與水療，還

提供葡萄酒、葡萄按摩等專屬活動。

每年九至十月份為採收季節，當地就會推

出一系列葡萄酒相關活動，到訪者除了能

盡情品嚐，更是可以和當地葡萄酒產商互動

交流，並且透過騎自行車、遊船、騎馬、跑

馬拉松，或是參加各式活動，來享受葡萄酒

之美。

巴黎大區旅遊委

員會總監Francois 
Navarro則指出，2016

年巴黎雖然在休閒旅

遊方面面對衝擊，但

是商務旅遊一直維持

很火爆，MICE旅遊持續在增長。中國市場

的MICE對巴黎來說，非常重要。接下來，

巴黎除了將繼續提供企業團體方方面面的

支持、宣傳商務遊客適用的五年簽證，也將

聚焦于中國獎勵旅遊團體，以及積極爭取

中國大型企業團體到訪，尤其是規模在兩、

三千的企業團體。同時，巴黎大區旅遊委員

會計劃直接與中國企業進行溝通，並協助

企業團體在巴黎，乃至法國，甚至歐洲安排

行程，而且致力于和中國企業緊密合作，一

起為不同團體打造專屬的客製化行程，尤

其是令人驚艷的獨特環節。

為了吸引更多中國MICE業務，巴黎正在

積極打造一個全新的會展場地。預計明年

落成的全新會展場地，將可容納五萬人，

並位于巴黎西部，距離市中心15分鐘。落成

后，將進一步提升巴黎接待大型團體的能

力。其實，巴黎可提供歐洲最大的展覽場

地，共68萬平方米，每年，巴黎也接待400

多次展會、1,000多次大型會議，並且接待

1,200萬名專業人士。目前巴黎大區旅遊委

員會正在設計製作一個門戶網站(meetings.

visitparisregion.com)，列出當地各類會議場

館，提供最新的服務訊息。

香港快運航空
推出免費U-Biz服務

為了提供更優質和貼心的服務，在商務旅

遊服務方面，香港快運航空特別推出嶄新的

U-Biz購票服務。

全新的U-Biz免費會員服務提高了航班選

擇的靈活性，出行的便捷性同時具有更高的

性價比。只需網上登記，旅客即可在指定的平

臺享受U-Biz 所有的增值服務，包括免費選擇

座位、當日航班改期、優先辦理登機手續及優

先登機。

最后一刻改變行程？沒有問題。全新推出的

U-Biz服務，旅客可以于7天前取消航班或在起

飛前3小時更改出發日期！旅客無需再浪費時

間通過電話重新安排行程，從而將寶貴的時間

用于更重要的事情，例如聯繫家人或是處理其

他業務。

美聯航
全新Polaris商務艙正式上線

從12月1日起，美聯航全新Polaris商務艙正

式登陸全球洲際航線，這是美聯航過去十幾年

中最為重要的產品革新。Polaris商務艙重新定

義優質服務，全面提升乘客睡眠，為洲際旅客

提供從踏入休息室開始到最終飛抵終點的更

優體驗。

Pola r i s商務艙全套服務及設施將分批次

推出，目前第一階段乘客能享受到的包括

豪華機上餐飲、來自奢侈品專賣店薩克斯

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Saks Fifth Avenue）
的定制床品、獨家的Soho House & Co.’s 
Cowshed Spa護理產品，以及芝加哥奧黑爾

國際機場率先開通的Polaris配套休息室。

此外，美聯航Polaris商務艙開創性的設計

及關注提升睡眠體驗，是由數百名乘客和員

工的見解、機上產品類比和超過100個產品

評估所激發並獲得的結果。

Airlines Updates

（
攝
影‧

張
廣
文
）

（
攝
影‧

張
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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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創新支付、共用經濟
有效管理勢不可擋的全球化商旅

　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接受經濟全球化的

挑戰。接下來，如何制定一整套合規、國際化的商旅

政策和管控措施，及開發一套高效、透明、流程高度

優化的商旅開支解決方案，以應對企業的全球化商

旅需求，已經成為眾多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重要需

求；而在此浪潮中，便利性高的移動支付與共用經

濟，也正迅速向商旅預訂和支付領域滲透。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規、國際化的商旅政策和管控措施以應對

企業的全球化商旅需求，已經成為眾多國

有企業和大型民企重要需求；一套高效、透

明、流程高度優化的商旅開支解決方案，無

疑會成為企業商旅管理革新的關注焦點。

此外，「移動支付」、「共用經濟」以其便

捷性在中國廣為普及，越來越多的商務旅

客急切地希望將其正式納入企業的商旅服

務中來。此前CNN曾發佈一段名為“A day 

without a wallet in Beijing”的視頻，在視頻

中展現移動支付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普

及度、便利度。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移動

支付與共用經濟正迅速向商旅預訂和支付

領域滲透。

根據《德國嘉惠國際商旅管理研究報

告》去年11月最新發佈的調研數字顯示，

在2016年受訪的中國商旅經理中，20%的

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已經準備好將移動支

付納入到企業員工的商旅支付體系，而在

2015年，這一比例僅6%。另一項針對商務旅

客需求的調研結果亦指出，高達55%的中國

商務旅客表示，不僅限于日常生活，他們在

商旅途中，也會使用移動支付結算一部分

商旅費用。這個調研數字在所有受訪商旅

客國家中，占比是最高的。

同時，91%的商旅旅客表示公司能夠啟用

共用經濟模式的商旅服務。無論是跨國企

業還是中國企業的商旅管理人，似乎正同

時面臨着企業商旅管理需求全球化以及本

土化的雙重挑戰。

另一項針對共用經濟的調研結果也顛覆

此前商務差旅管理模式，有59%的中國商

旅經理表示，公司已經允許員工使用一些

共用經濟模式的商旅服務，其接受度遠遠

高于32%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時，91%的商

務旅客渴望能夠享受到更多共用經濟模式

的商旅服務，同樣超出全球平均水平29%。

商旅經理保守以對

但企業商旅經理對目前移動支付和共用

經濟的態度比員工相對保守謹慎，包括管

理問題、支付安全和資料安全、可接受或提

供服務的商旅服務供應商範圍以及開支資

料的整合，而員工的商旅安全，也是商旅經

理尤為關注的一項。

王璐進一步表示，「當今國際化與本土

化不再是兩條互不相交的單行線。全球化

商旅是一張無形的網，將世界各地的商旅

人士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共用與智慧化

在此，已經不是單純的一種經濟模式或者

某款高科技產品，它被賦予了更加深遠的

意義。它代表着各個環節的商旅服務供應

商之間的無縫對接、不同單元商旅服務產

品的高效融合以及不斷滿足客戶定制化需

求。」

賺取預訂傭金的傳統模式或將被顛覆，

未來商旅服務的價格將由其所提供服務的

價值決定，企業不再滿足線下訂票管道，通

過移動支付，享受創新、高效、個性化服務。

作為傳統商務差旅管理公司也要儘快引入

更具創新產品，豐富產品線，並迅速佔領市

場份額。

2016年對于中國商旅行業可謂是里程

碑的一年，因為中國首次超越美國，

成為全球最大商旅市場。根據全球商旅協

會GBTA最新商旅調研結果顯示，到2016

年底，中國商旅總支出預計突破人民幣2.2

萬億元。這一歷史性資料標誌着中國商旅

市場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旅市

場。GBTA同時預測到，在未來的四年中，

中國商旅總支出將以每年平均9%的增幅，

持續領跑全球商旅市場。

隨着政府一系列經濟舉措的實施，大批

中國企業憑借其高科技、創新的產品率先

走出國門。由此，對于許多中國企業商旅管

理人而言，如何對員工「全球化商旅」進行

有效管理這個課題，也第一次擺在了他們

的桌面上。

德國嘉惠國際中國區總經理王璐表示，

從宏觀層面，中國經濟雖步伐放緩但仍持

續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帶一

路」等國家發展戰略進一步激發了企業活

力，帶動更多企業走向海外，接受經濟全球

化的挑戰。這些新政同時在中國商旅業激

起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如何制定一整套合

全球化商旅

管理問題
合規問題

資料安全
商旅安全

移動支付 共用經濟

由于市場競爭激烈，中國線上旅行行業

的C端總體用戶體驗，已越發完善。阿裡旅

行酒店業事業部副總經理鄧苗表示，根基

于阿裡巴巴集團旗下飛豬平臺大資料，阿

裡商旅把C端用戶體驗，直接移植給出差

客戶。包括未來酒店，可以使用支付寶信用

住，免押金、免查房、免排隊等，在最新發

佈未來酒店2.0戰略，升級實現線上VR選

房、人臉識別Check-in等創新外，未來酒店

2.0戰略還將著力佈局賦能酒店平臺、智慧

酒店雲，以及眾籌未來計劃，或將對商務用

戶產生極大吸引力，也將進一步顛覆商旅

預訂行為。

阿裡旅行近兩年持續在酒店、景區、簽

證、機票推出的一系列「未來系」產品進

行。2015年，阿裡旅行依託支付寶使用者的

Mobile Payment

創新商旅支付：
阿裡旅行未來酒店2.0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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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資料，發佈放心飛、未來酒店和未來景

區等未來系列產品，在酒店、景區、機票業

務領域推出一系列創新服務模式，為上游

供應商提供整體解決方案以增強旅遊資源

運營商互聯網化水平，從而加速使用者與

供應商連接效率，減免用戶線上支付、退改

等流程和環節，提升使用者體驗。

據介紹，借由未來酒店2.0引入的線上自

助選房功能，用戶可以在阿裡旅行平臺預訂

與信用住直連的酒店時查看房間房型、朝

向、樓層等信息一覽無遺，可以像乘坐飛機

自助選座一樣挑選自己適合的房間。

阿裡旅行還將把時下大熱的VR虛擬實

境技術引進線上選房。屆時，在阿裡旅行

App上，用戶可通過內嵌的VR功能，查看從

大堂到客房的真實場景，相比傳統360度全

景圖片的客房環境展示，VR選房的臨場感

更加真實。阿裡旅行VR選房是阿裡旅行與

阿裡巴巴VR實驗室合作下新技術。

在阿裡旅行未來酒店2.0的設計中，將身

份信息定向授權+虛擬身份證+人臉身份特

徵身份證明融合，只需刷臉即可辦理入住，

並憑安全碼打開房間的智慧門鎖，使得入

住流程更加安全、快捷。

酒店自主營銷解決方案

隨着阿裡旅行未來酒店2.0的發佈，未來

酒店營銷、結算管理、收益等酒店運營系統

也隨之升級到2.0，為資源方、運營商提供

自運營的解決方案，同樣也為酒店業提供

自運營解決方案，讓酒店自己運營酒店，享

有充分的自主權。

酒店可以根據阿裡大資料勾勒出的使用

者畫像進行精准營銷，針對不同的人群開

展不同的營銷，比如酒店店鋪可自行設計、

使用代金券，開展有針對性的促銷活動；以

及差旅卡、青春卡等針對細分使用者的特

殊產品。同時在收益管理系統中，酒店還將

能非常靈活、自主地進行價格管理，根據自

身的庫存、營銷活動、競爭態勢、市場熱點

等因素來設計價格策略。酒店甚至可以及

時掌握競品酒店的動態，從而調整自己的

營銷與定價策略。

此前，未來酒店信用住已面向行業開放，

有完善的會員體系及線上預訂中心的酒店

接入信用住后，通過其官網預訂的用戶，也

可以使用信用住功能，如家、華住等經濟型

酒店集團已率先實現全面接入信用住開放

平臺。

智慧酒店雲及眾籌未來

結合阿裡的使用者信用體系與大資料、

阿裡雲的雲計算能力，再運用石基信息的

信息化技術，乃至資料公司Snapshop的酒

店資料資源，阿裡旅行正在積極打造一個

基于雲端的酒店管理系統，並向酒店行業

全面開放。眾籌未來計劃則是為暫時沒有

能力進行產品與技術改造升級的上萬家酒

店進行眾籌，並向他們開放平臺資源，提供

其所急需的流量來源、營銷體系、技術工

具，以及打通的會員體系、標準化的PMS、

大資料服務等等，助其實現全面升級和擴

張。

VR選房
身分信息

定向授權

人臉識別

Check-in

憑安全碼

打開房間

  加盟未來酒店信用住酒店

實現了100%線上結算，

訂單確認率高達96%，

70%以上的酒店實現直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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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Management 自助商旅管理平臺嘉惠中小企業
中國有4,300萬中小企業，在中國現有的

商旅出差服務領域，服務商的興趣集中在

大企業身上，中小企業或者沒人理，或者

無力採購專業商旅服務，不得不讓員工自

行解決，因此造成了成本的高升、效率的低

下。阿裡商旅通過釘釘平臺開放，讓國內一

直被商務差旅管理公司忽略的中小企業，

也能在移動端便捷獲得高效商旅體驗。

阿裡巴巴集團有數萬員工，每年產生的出

差費用數以億計，由此積澱出一套非常先進

的智慧，同時負荷能力強大的商旅自動化

管理系統。員工不僅能在移動端隨時完成

申請、預訂或審批，而且可以免于四處收集

發票、周折報銷的煩惱。

便捷差旅作業

阿裡商旅通過集團阿裡巴巴分享自身先

進的出差方式，阿裡巴巴的差旅實現了企

業統一線上支付並收取發票，通過標準化、

網路化的服務，實現企業統一線上支付並

收取發票，免去傳統差旅流程中墊資、貼發

票等繁瑣報銷工作，管理者也節省審批流

程，大幅壓縮出差手續所需時間。同時，阿

裡旅行將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優惠的機票、

酒店協議價格。

分享行業資源

再者，通過阿裡旅行的行業資源，阿裡商

旅首次將此前只有大企業才能談下來的機

票、酒店協議價，同樣提供中小企業搜尋預

訂，配合科學的帳目財務管理功能，以及未

來在支付、授信上的助力，力圖全面降低企

業花在出差上的時間、金錢成本。

區別于收取服務費的傳統商旅服務商，

為了快速打開市場，阿裡商旅目前是免服

務費。在上線初期祭出補貼優惠政策，比如

贈送機場貴賓廳券和快速通券、酒店5折紅

包、200元就可以住五星級酒店等，以吸引

Before After

不確定每筆差旅是否合理，

預定是否低價

企業統一支付，

不用取發票免報銷

大數據智能分析，

成本優化更明確

更多企業試用。

根據釘釘公佈的資料，釘釘已擁有超過

240萬家企業用戶，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小企

業，而這也將成為阿裡商旅與生俱來的流

量優勢， 將原來從散客管道預定的中小企

業用戶，拉到商旅市場。阿裡商旅預計到財

年末（2017年3月31日），這一數字將達到500

萬。

目前阿裡商旅已接入支付寶，企業入駐

阿裡商旅的平臺就會要求開通企業支付寶

帳號，企業每一筆商旅訂單都會從企業支

付寶帳號中扣除，也可以使用螞蟻花唄、信

用住，未來還會實現企業墊資授信等金融

服務。

  釘釘已擁有超過240家企業用戶，

預計到財年末（2017年3月31日），

這一數字將達到500萬。

新的支付解決方案可以幫助企業強化其支

出管理項目，提高合規性並保護企業及其商務

旅行人員免遭欺詐。在中國，新的法律法規正

允許更多國外的支付公司以及新興支付管道進

駐中國市場。

對此，德國嘉惠國際中國區總經理王璐

也表示，對于傳統關注大型企業差旅管理的

TMC公司來說，類似阿裡商旅的模式，目前對

整體企業商旅市場影響不大，因雙方的目標使

用者群體不一樣，而且市場培育情況也不盡相

同。傳統商旅管理服務商可以為大型企業做更

多量身定制的個性化服務。

德國嘉惠國際是第一個將完整商旅支付管

理解決方案引入中國市場的TMC，包括嘉惠

公司帳戶（集中支付帳戶）、商旅帳單管理系

統及嘉惠信息經理（商旅開支線上資料包告

系統）以及嘉惠公務卡；經過八年發展，德國

嘉惠國際目前在中國地區服務1,303家企業客

戶，2015年交易額突破60億元人民幣，擁有廣

泛的未來潛在客戶基礎，這是機遇。在互聯網

浪潮下，產品的開發要充分滿足顧客多樣化與

個性化需求，同時在使用方面足夠便捷。

嘉惠國際目前服務于中國市場的仍然是其

傳統核心產品，然而，在科技產品引領移動

支付新潮流，包括Apple Pay、銀聯雲閃付、

Huawei Pay、MI Pay等，以及移動互聯網技術

的成熟，也將為商旅行業發展，帶來變數。

TMC Transformation 傳統商旅管理服務商求新求變

↑德國嘉惠國際中國區總經理王璐

（
攝
影‧

劉
霈
芯
）

Shared Economy 新興國家躍躍欲試商旅共用經濟
全球商旅支付解決方案供應商德國嘉惠

國際日前發佈《2016年德國嘉惠國際商旅

管理研究報告》顯示，以中國等新興市場國

家為代表，共用經濟因其簡便、快捷、高性

價比等特點，在商旅管理領域已經產生了

深刻影響，Airbnb、Uber、滴滴等以共用經

濟為龍頭的獨角獸們，也對傳統的商旅管

理模式提出了挑戰。

德國嘉惠國際就共用經濟模式對來自24

個國家的847名商旅經理和1,158名商務旅客

進行了調查。報告統計了兩者群體對于共用

經濟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90%的受訪者

認為共用經濟可以降低商旅成本，而他們

中有81%的人對共用經濟的服務品質表示

滿意。相反，在旅客安全保障方面，卻只有

37%的滿意率。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當下，共用經濟作

為新經濟形態正崛起，人們根據自己的需

要通過互聯網預定私人閒置的房間、汽車

等用品，從而達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

配置效率的效果。

德國嘉惠國際中國區總經理王璐表示，

根據調查報告，作為個人的商務旅客與作為

管理執行者的商旅經理分別有不同看法，

這表明，企業的商旅經理意識到了共用經

濟可以為企業節省商旅成本，但他們需要擔

心共用經濟中存在的商旅安全、流程合規

性等問題，比如，若商旅旅客在乘坐滴滴、

Uber時發生意外事故，或是在Airbnb租賃

的房屋裡受傷，誰來擔責？這樣的風險讓商

旅經理對于共用經濟抱有諸多疑慮。

反觀商務旅客，他們普遍希望在因公出

差的過程中增加使用共用經濟的比例。在

接受調查的一千多名商務旅客中，僅有38%

的受訪者表示所在企業允許在商旅過程中

使用共用經濟服務，但絕大多數受訪者仍

然希望企業放開限制，或者擴大使用這一

經濟模式的範圍。

值得關注的是，共用經濟與商旅領域的

融合趨勢，在新興市場國家表現更為突出。

根據嘉惠國際調研報告顯示，中國作為新

興市場國家的代表，對共用經濟有着更高

的接受度。在接受調查的人群中，來自中國

的受訪者中，87%的人表示希望在商旅過

程中使用更多的共用經濟服務，而在美國

這個數字是48%。在企業對共用經濟的接

受度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差異：中國有63%的

受訪企業在商旅管理流程中允許員工使用

共用經濟，而英美等國，這個數字尚不到半

數，讓人意外。

儘管商旅經理還存在疑慮，但商務旅客

已經擺出了熱情歡迎的姿態。他們對于使

用共用經濟的訴求，可以說是從休閒生活

中自然而來、應運而生。其中的緣由顯而易

見：用智慧手機即可輕鬆預定，接受服務時

並不需要現金交易，方便快捷，省時省力。

王璐進一步指出，面對這種趨勢，不管是

有商旅需求的企業，還是提供共用經濟服

務的平臺，都需要作出相應調整，從而達到

攜手共贏。目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允許員工

在商旅中使用共用經濟，而共用經濟服務

提供者也更多地考慮了企業客戶需求，比如

在平臺網站上為企業客戶提供專門的門戶

入口等。與傳統的商旅服務模式相比，使用

共用經濟確實可以給企業帶來更高的性價

比以及更舒適便捷的服務，潛力巨大。但在

商旅安全、合規性等方面，共用經濟服務提

供者們還有很大的發展余地。

商務經理：

　共用經濟可以為企業節省商旅成本，但他們需要擔心

共用經濟中存在的商旅安全、流程合規性等問題，比如，

若商旅旅客在乘坐滴滴、Uber時發生意外事故，或是在

Airbnb租賃的房屋裡受傷，誰來擔責？

商務旅客：

　希望企業放開限制，或者擴大使用這一經濟模式的範

圍。用智慧手機即可輕鬆預定，接受服務時並不需要現金

交易，方便快捷，省時省力。

出差多，一墊付就是好幾千

90%
認為共用經濟

可以降低商旅成本

81%
對共用經濟服務品質

表示滿意

38%
所在企業允許商旅中
使用共用經濟服務

(受訪者：來自24
個國家的847名
商旅經理和1,158
名商務旅客)

共用經濟與商旅領域的融合趨勢，
在新興市場國家表現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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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遇香知」香港會獎新機遇
　通過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及展覽拓展部近期于青島舉行的「香

遇 香知」香港會獎新機遇推廣活動，及期間安排的各種體驗活動，

國內MICE客戶對香港的會獎資源，有了重新認識的機會，以期逐

步打破長期以來表面的熟悉感。

DESTINATION-HK

（
提
供‧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

（
提
供‧

香
港
海
事
博
物
館
）

[ 鐘韻—採訪報道 ]

推
介會上，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及展

覽拓展部華北區辦事處吳蝶介紹，

作為亞洲盛事之都，香港既有熱鬧的本土

慶典，也有世界級的文化藝術盛會以及國

際級的體育賽事，豐富多彩的獨特體驗令

其旅遊具有吸引力。而香港也逐漸成為亞

洲區域內會獎旅遊目的地的首選之一。

位于亞洲心臟的便捷交通是重要原因。

航空方面，香港平均每天有超過1,100個航

班飛往包括50個中國大陸城市在內的190多

個城市和目的地；飛往中國大陸地區（除廣

州）的航班每週381班。在陸路，珠港澳大

橋預計2017年正式開通；其后不久，廣深港

高速鐵路也將全線通車，屆時香港至武漢、

長沙等城市僅需5個小時即可抵達，至上海

和北京分別只需8個小時和10個小時。

其次是有利的商務環境，在全球繁榮指

數安全與保障項目中名列第一；香港的酒

店也以高品質、低價格著稱，近些年其價格

更是比往年下降了5%～10%。香港作為貿易

港口，並享受低稅收和簡單的稅務系統，免

收營業稅、酒店稅和關稅。若論酒店資源，

香港擁有超過270家酒店，從高端奢華到

高性價比型，提供7萬6千間客房，可為大型

MICE活動提供充足的房間。至2019年，香

港的酒店總數將達到305家，客房數超過8

萬間，全球各大品牌可依客戶需求，豐儉由

人。香港還擁有先進完善的會議設施、多個

專為會議展覽活動而設的世界級場地，室

內設計亮眼、空間靈活多變，且面積寬廣，

可容納大量的參展商和參會人士，其主要

包括比鄰機場的亞洲博覽館和地標性建築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創新場地
但此次推廣活動，香港旅發局意在將更

有新意的場地和資源引入潛在客戶的視

野。吳蝶介紹，除了兩大會展中心，香港還

有其他場地可供MICE客人選擇。

◆香港賽馬會

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詳、但很少有機會實

際體驗的香港賽馬會。賽馬自1984年在香

港推出時原為僅供城市精英享受的奢華

娛樂項目，后逐漸發展成為受到大眾歡迎

的活動。如今香港賽馬會擁有世界頂級的

馬場設施，尤其是全球最大的戶外電子屏。

現在香港有兩個世界級的馬場。一個位于

沙田，另一個是跑馬地。香港賽馬會經常舉

辦大型盛事，許多知名企業紛紛借此冠名

贊助；舉辦MICE活動的企業也能善用這個

平臺以不同的方式提高知名度。賽馬會設

有觀賽平臺和室內VIP包房，可配合接待10
～230人不等的各種團體活動，並提供豐富

的美食和美酒助興，還可為客人講解如何

下注。賽馬會不僅是獨特的娛樂社交場所，

更是舉辦會展活動的特別方式。

◆愉景灣度假區

中國客人還不是很熟悉的還有愉景灣度

假區。該度假區離香港國際機場僅約十分

鐘車程，區內有酒店、露天美食區、會所、

高爾夫球場、沙灘和教堂，度假區內環境優

美，遠離城市喧囂，令商務和休閒得到完美

結合。露天美食區有20個餐飲商鋪，可容納

1,500名賓客，還可同時安排不同國家的風

味美食，滿足來自全球會獎客人的不同需

求。會所可安排160人的會議和團建活動，

並提供送餐服務。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區

內的白色教堂是香港目前唯一一個臨海教

堂，可容納120人舉辦雞尾酒會。

◆香港科學園

另一個例子是香港科學園。香港科學園

是香港政府設立的非營利性機構，成立于

2002年，位于市區和中國大陸邊界的交匯

點，交通便利。科學園二期地標高錕會議中

心可容納400人開會，露天場地可舉辦大型

戶外活動。三期工程于2014年啟動，3200平

方米的場館設施運用特別靈活，極為適合

企業舉辦各種規模的商務活動，從中小型

研討會到大型學術會議，到各種團建活動，

都能滿足。其大宴會廳可滿足80～1,000人，

與中小型多功能廳緊密相連，適合分組討

論。科學園配套設施齊全，周邊有15家餐廳

和四家國際連鎖酒店。

◆PMQ原創坊

「PMQ原創坊」則是遊客平時在香港不

會特意去到的地方，但值得向會獎客人推

介。該場地類似于北京的798；其前身為已

婚員警宿舍，后被改造為創業的產業基地，

2014年6月對外開放。

PMQ原創坊由兩個主要建築構成，內有

各種設計工作室、商鋪和餐飲商家。這裡

可以舉辦300人左右的室內研討會、雞尾

酒會、宴會，或500人左右的半戶外站式聚

會活動，還可為會獎團安排導賞員，引導參

觀並介紹建築歷史和最新發展。

◆零碳天地

香港首座零碳建築「零碳天地」位于九

龍灣，臨近港鐵九龍灣站，旨在展現國際

建築業最先進的環保設計和設施，提高社

區的低碳生活理念，曾獲得多個獎項。零碳

天地為會獎團隊又增添了一處活動場地。

其內有近3,000平方米的九個室外展覽及休

憩綠化區，可供大型展覽和招待酒會使用；

低碳環保的多功能廳可容納150人開會。零

碳天地並可免費安排導賞員為會獎團講解

環保設計和設施。

◆昂坪360
位于大嶼山的「昂坪360」作為到訪香港

不能錯過的景點，較為國內客人所熟知。該

纜車全場5.7公里，沿途可俯瞰香港國際機

場、天壇大佛和北大嶼山公園的自然美景。

在纜車終點站視野開闊的昂坪市集適合企

業安排室內和戶外活動，無論活動在白天

或晚上，昂坪活動策劃團隊都可為客戶量

身打造。

◆香港海事博物館

香港海事博物館位于中環八號碼頭，坐

擁香港維多利亞港美麗景致和城市天際線

的美景，除了接待遊客以外，博物館還可用

于包場進行企業活動。其畫廊和展廳可容

納150人的宴會，可觀賞180°美景的海景長

廊可供80人舉辦雞尾酒會，導賞員還可引領

會獎團參觀博物館，並講解博物館歷史、海

事展覽及手工藝品。

◆中環海濱長廊

同樣位于中環碼頭附近的中環海濱長廊

為一開闊場地，整體活動空間可容納2萬5

千人，獨具創意的策劃方案可在此隨意實

現，每年十月份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即于此完成。色彩斑斕

的無敵精緻可為整場企業活動增添獨特氣

質。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

香港啟德郵輪碼頭建于舊香港啟德機場

的跑道上，位于維多利亞港的心臟地帶，

擁有獨特設計，不僅是亞洲郵輪中心，也

是感覺特別的場所，可舉辦不同規模和主

題的活動。其擁有3,000平方米的抵達大

堂，寬敞明亮，可用于展覽及大型會議和聚

會活動，碼頭前沿區850x30米的戶外場地

也可用于舉辦大型戶外活動。其屋頂花園白

天可俯瞰整個維多利亞港的美景和着名的

獅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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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期開業酒店摘要

酒店名稱	 開業日期	 客房數	 亮點	 位置

香港灣仔帝盛酒店

香港旺角

希爾頓花園酒店

香港灣仔睿景酒店

香港馨樂庭

海景服務公寓

DESTINATION-HK

◆主題樂園

此次推廣活動，香港海洋公園、香港迪士

尼樂園、天際100香港觀景台也分別有代表

參與推介。據介紹，香港海洋公園近年陸續

登場的多個大型嶄新景區包括澳洲曆奇、

尋鯊探秘、冰極天地等。公園裡可舉辦各種

企業活動，如參加者須合力為虛擬的國家

解決問題的「終極求生」、在園內尋回單車

零件並于組裝后奮力踏單車發電的「踏出

正能量」團隊培訓活動；以有趣的比賽形式

鼓勵參加者成為公民科學家的「綠‘惜’先

行者」企業伙伴計劃；激發隊員腦筋急轉彎

的「護鯊大軍」探險活動等。完成活動后，

隊員可獲得香港海洋公園頒發的證書，參

與機構還可申請「企業培訓獎座」。另外，

香港海洋公園于晚上8:00后可供會獎團隊

獨享景點設施和配套服務，適合團體聯誼

和主題派對等活動。

香港迪士尼樂園目前有香港迪士尼樂園

酒店和迪士尼好萊塢酒店兩家酒店共1,000

間客房，預計2017年開業的迪士尼探索家度

假酒店則會有750間客房，使樂園的企業會

獎團隊接待能力得到進一步提升。樂園的

會議中心有16個各種主題的會議廳，還有

876平方米的無柱式宴會廳。企業團隊可于

會議空間裡舉辦會議、在園區進行團隊建

設和培訓，晚上還可包場、用餐。

香港最高的室內觀景台「天際100香港觀

景台」高度達海拔393米，內有多項特別設

施，可感受別具一格的維港；多媒體展覽展

示香港的歷史及文化概況，乘高速升降機

從2樓至100樓，只需60秒。其採用高樓底及

無柱式設計，面積廣達1.6萬平方呎，適合舉

辦各類型活動，企業可以于觀景台為場地選

擇理想座向，按心目中的主題或構想佈置。

獨特體驗
香港可海、陸、空全方位為客人提供專

屬活動，包括香港古老的叮叮車，邊欣賞美

景、邊進行遊戲派對；搭乘人人日常乘坐的

交通工具「天星小輪」，天星小輪也是目前

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以維港為背景舉

辦主題活動，體驗標誌性的張保仔帆船，

穿梭于香港的過去與現代，或是登上直升

機俯瞰全港美景。

在香港，策劃團建活動和創意體驗也是

易如反掌，如太極比武、茶藝大賽、龍的傳

人或組建粵菜烹調班、港式點心班、主題繪

畫班等，都能很好地和企業活動主題相契

合。除了具備優良的會獎資源，香港還致力

于為活動策劃人員提供一站式支援和多樣

信息。成立于2008年的香港會議及展覽團

隊專門為在香港舉辦活動的組織者提供協

（
攝
影‧

鐘
韻
）

Experiences

親身體驗的活動模式

克服表面的熟悉

助，使各種規模的會議和獎勵活動都能順

利完成，目前于北京和上海設有辦事處，方

便內地客戶聯繫和溝通。

此次在青島舉行的「香遇 香知」香港會

獎新機遇推廣活動上，香港旅遊發展局和

合作伙伴特意從視覺、味覺和行動切入，讓

潛在客戶能對香港MICE體驗有基礎的瞭

解。

除了準備排隊都不一定買得到的香港著

名茶點，推介會還安排了如同真正港式茶

餐廳的攤檔現場製作鴛鴦奶茶、椰汁紅豆

西米露等飲品，還有點心老師指導參會者

親手製作西多士和蛋撻。團隊建設方面，香

港迪士尼樂園和香港海洋公園也分別帶動

參會者玩起團組互動小遊戲，令會議氣氛

迅速熱絡。

關于此次活動的形式和目的，香港旅遊

發展局中國區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次活動

邀請了來自直銷、保險、醫藥、零售、科技

等行業的國內重點城市潛在MICE客戶，旨

在借產品介紹和活動體驗向其展示香港的

新產品、新機遇，為中國客戶赴香港舉辦

MICE活動帶來新的動力。

她認為，香港持續發展國內MICE市場，

此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表面的熟悉」。

因此，此次推介會的重點一方面是突出香

港的新場地和新體驗，比如坐落于香港中

區商業地段、可飽覽維多利亞港的中環海

濱活動空間；另一方面，由于近年越來越多

會展目的地進入中國市場，令企業MICE組

織者在選項增加的同時對于各個目的地瞭

解的深刻度也逐漸減弱，因此此次推介會

也期望從時長、預算和品牌推廣等方面，

加強中國MICE市場對香港綜合優勢的認

識。

她表示，香港的中國大陸MICE市場在

2014~15年同比表現持平，2015~2016回復

上升趨勢，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的訂單則

已顯著增長，市場前景樂觀。

Voices 客戶追求更多有創意的實用信息

公司專為大型企業提供策劃和延伸服務，為客戶安排過的會獎活動目的

地包括泰國、三亞等，而從這次推介活動，我確實對香港有了新的認識。香

港，我們說熟也不熟，說熟又好像挺熟的。而這次介紹的不少景點我在過去

都不太瞭解，比如愉景灣就有不少亮點，值得向客戶推薦。三天左右的活動，

還是比較適合在香港做。    

關于獎勵計劃的吸引力，我認為香港本身就是一個特色；去過韓國或日本

的客戶在近期內肯定會選擇新的目的地舉辦活動，此時獎勵計劃就派得上

用場，但不會是活動落地的決定性因素。

公司每年會舉行兩次會議獎勵旅遊活動；一次針對基礎銷售人員，通常

在東南亞國家，另一次針對高層管理人員，一般在歐美等長線目的地。過去

未在香港舉辦過活動的原因，一方面，香港好像大家都去過，另一方面，由

于公司業務集中于東北，飛往韓國、日本更便捷。但是香港的確有吸引人之

處，比如美食、購物、對中國文化較好的傳承，以及相對于中國北方的「異域

風情」。

在對香港旅遊景點瞭解的基礎之上，此次活動讓我採集到了更多場地、

活動等方面的有效信息，但隨着新興營銷工具迅速發展，結合「微營銷」等

營銷方式舉辦旅遊推介活動，或能讓目標客戶更精准、推介效果更突出且範

圍更廣、活動費用也更低。

「旅遊」是公司考慮在近期內嫁接到平臺的一項服務內容。從會獎的角

度，由于香港「太近」，且全球目的地皆競相爭取中國客戶，因此在會獎資源

位于同一條水平線上的情況下，香港尤其須在「新鮮感」上面下功夫。

在自由行盛行之際，遊客往返香港非常容易、對其資源也瞭解甚深；要吸

引遊客，香港需要更多的創意來加持。而由于我們的平臺客戶多為創新型企

業，我更希望瞭解到香港會獎相對過去是否有新的變化和創意，本次在活動

中取得不少客戶亦可取得的硬體和服務等相關信息，后續將針對「非去香港

不可」的理由，與旅遊發展局進一步對接。

上海泛外投資咨詢有限公司CEO馬義

來自遼寧的生物科技業者

來自北京的金融空間平臺業者

2017年1月3日

2016年12月9日

2016年12月1日

2016年8月1日

454

258

173

52套開放式套房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近港鐵銅鑼灣

站A出口)

九龍旺角豉油街

坐落在軒尼詩道，背靠駱克道酒吧

街，鄰近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大型

購物商場

香港西營盤幹諾道

前身為香港麗都酒店，此四星級酒店，大堂、所有客房及設施已經全面翻新。

■香港首家希爾頓花園酒店

■	配有400平方米無柱式宴會廳、「鷹巢」餐廳、「花繪品」大堂吧，康樂設施24小時健身

中心、頂層游泳池、自助洗衣房、商務中心，整個酒店都有免費Wi-Fi

■港中旅酒店有限公司旗下「英倫格調輕奢主義」新酒店品牌；全球首家酒店

■	睿景將跨國藝術、潮流、格調引入中國市場，為賓客提供「不止于酒店」的酒店體驗，

打造「超越酒店」的生活生態圈。

■寬敞的起居空間、完善的廚房、貼心的空氣淨化裝置，以及充足的存儲空間

■免費的高速無線網路，而且每間房間配備了一部智慧手機。

■公寓還配備了24小時健身中心與自助洗衣房

■位于樓頂的空中天臺可飽覽迷人的高空維港夜景

　為了讓到訪者有更多元的住
宿選擇，近年來，香港酒店業供
應量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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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國際會議和會議獎勵團及提升

客戶體驗，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及展覽

拓展和合作伙伴聯手推出了「Hong Kong 

Rewards! 香港有禮」獎勵計劃。

香港會議及展覽拓展部業務拓展經理

黃詩琪介紹，香港針對MICE客戶的禮遇年

2017年在香港舉行的重要會議

活動	 舉行月份

亞洲金融論壇	 一月

RISE	Conference	 七月

亞太酒店投資會議	 十月

　2017年，香港旅遊業者以會
展旅遊為發展重點，並對未來
抱持謹慎樂觀的態度，預計整
体的訪港旅客可望有3%至5%
的略微增幅。

Rewards

香港有禮

年都會進行更新升級，每年4月至隔年3月

有效。2016/17年，在團隊抵港時，「香港有

禮」根據規模不同，依層次提供機場迎賓

服務、歡迎標語並為每位賓客提供歡迎禮

包和紀念品，同時免費提供文化表演，為活

動添加在地風情。

到酒店時，此次有多達40余家酒店提供

免費精品酒會，讓賓客輕鬆交流。這些酒

店從高端奢華到經濟實惠，坐落于香港各

處。

不同景點也各提供不同優惠。比如香港

迪士尼為100人以上的訪港團體提供優先

入園通道，並能與迪士尼朋友見面和拍攝

團體大合照留念；300人以上團體可額外獲

享于指定主題餐廳享用迎賓茶點；700人以

上團體可再額外獲享于樂園內制定劇場安

排一節15分鐘的獨家企業時段，由迪士尼

朋友陪同公司企業領導進場。

香港海洋公園也可安排快速入園通道，

以及提供下午茶買一送一等；100人以上團

體還可享海洋公園吉祥物迎賓服務。天際

100觀景台也為50人以上訪港團體安排電子

歡迎標語和禮品及餐飲的相應折扣優惠等

等。

離港時，每一位參會者皆可獲得價值高

達港幣2,000元的購物和餐飲折扣券，在機

場內約700家餐廳和商店享受折扣優惠。此

外，國泰港龍航空的「專屬商旅之選」也為

會獎客人提供優惠票價、后返獎勵、贈送馬

可波羅會會籍和其他增值服務。

2017年在香港舉行的重要展銷活動

活動	 舉行月份

巴塞爾藝術博覽會	 三月

環球資源電子產品及	 四月、十月

零件採購交易會	

亞洲國際食品及飲料、	 五月

酒店、餐廳及餐飲設備、	 (每兩年舉行一次)

供應及服務展覽會
	

亞太區國際葡萄酒及	 五月	/	六月

烈酒展覽會	 (每兩年舉行一次)

香港國際旅遊展	 六月

香港美食博覽	 八月

香港國際美酒展	 十一月

亞太區美容展	 十一月

2017年在香港舉行的其他重要活動

活動	 舉行月份

渣打香港馬拉松	 一月	/	二月

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四月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	 六月

香港壁球公開賽	 八月

香港網球公開賽	 十月

香港美酒佳餚巡禮	 十月

↑香港會議及展覽拓展部業務拓展經理黃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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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會獎發展環境更上一台階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深圳近二年的會獎發展環境優化著實突飛猛進，不僅開業或預計開業之品牌酒店數量激增，可活絡場地選擇的購物中心及

會展中心都出現令人驚喜的發展，再加上深圳機場國際化戰略進入收穫期，深圳累計開通的國際及地區客運航線共達27條，

可連通世界各地26個城市，為深圳的國際會獎交流業務大大給力。

Hotel 深圳全新品牌酒店紛至沓來
為了讓到訪者有更多元的住宿選擇，近二

年來，深圳品牌酒店供應量穩步增長。

自2015年1月推出深圳藍楹灣度假酒店，

深圳前海華僑城J W萬豪酒店（2015年2

月）、雅詩閣有限公司旗下精品物業深圳盛

捷君臨天下服務公寓（2015年3月）、深圳大

中華希爾頓酒店（2015年10月）、鉑濤集團

旗下中端酒店品牌喆•啡酒店深圳新機場店

（2015年12月）、深圳中洲萬豪酒店（2015

年12月）隨后紛紛加入市場。

2016年，深圳機場凱悅嘉軒酒店和深圳

機場凱悅嘉寓酒店于4月8號開業，而大運

城邦雅樂軒酒店則于6月27日開業。

自2014年起，眾多購物中心紛紛在深圳

陸續開業，這些新開的購物中心，多半設

置了多功能場地和電影院，並且擁有別具

特色的餐廳選擇，更多地融合了藝術、情境

元素、文化底蘊等，也成為了深圳企業團替

舉辦活動的另一新興選擇。當中，年會、春

酒、主題展覽、培訓課程、小型會議等活

動，越來越多選擇在購物中心舉行。

截至2013年底，深圳開業的購物中心已

有46個。深圳購物中心新增數量在2014年

為歷年之最，龍華九方、星河cococity、益田

假日天地等十余個新項目先后入市。

2015年亦有很大變動，深圳開業的購物

中心總數超過70個，除華強北茂業升級成

接下來，深圳龍華希爾頓逸林酒店將于

2017年4月1日起向外開放客房預定服務。事

實上在2017年，計劃加入市場的其他酒店還

包括有：深圳硬石酒店、深業上城無印良品

酒店、深圳佳兆業萬麗酒店、深圳鹽田壹海

城凱悅酒店、深圳寶麗嘉酒店等。

而深圳文華東方酒店與深圳萊佛士酒店

則計劃于2018年開幕。另外，深圳柏悅酒

店、深圳灣安達仕酒店，以及深圳佳兆業環

球金融中心酒店，分別計劃于2019年、2020

年，以及2021年開門迎客。

其他尚未確定開業日期的酒店項目還包

括：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酒店南海樓（原南

海酒店）、深圳地鐵皇冠假日酒店、深圳觀

瀾湖麗思卡爾頓酒店、深圳觀瀾湖萬麗酒

店、深圳灣科技生態園萬麗酒店、深圳灣

科技生態園萬怡酒店，以及深圳正順萬豪

酒店等。

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項目
正式啟動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占地150萬平方米

的佳兆業金沙灣國際樂園項目正式啟動，

作為建成后深圳規模最大的濱海旅遊度假

區，預計將于2020年左右陸續建成開放。

度假區未來以中心公園為核心，中部是博

物館、藝術館、美術館及小尺度商業構成的

濱海人文小鎮，西部是以冰雪世界、演藝中

心、展覽館為主的濱海遊樂綜合體，東部則

是以星級酒店、會議中心為主的高端濱海

酒店群。其他設施還包括：動漫城、水上樂

園、體育中心等。

目前，佳兆業與萬豪、洲際、凱悅酒店集

團簽署了合作協定，共同打造三家五星級

酒店和一家頂級奢華酒店，這也將成為國

內首個由一家企業投資開發的五星級酒店

群。另外，佳兆業與星雅航空簽署了戰略合

作協定，協同發展項目內的直升機、水上飛

機服務。

此外，佳兆業計劃與全球知名演藝策劃

團隊展開合作，打造一台融合廣東山海人

文、民俗歷史的原創IP表演秀，將先進的科

技手段應用于秀場的藝術創造之中。

預計項目落成運營后，有望將帶動數

百億元GDP總值、提供數萬就業崗位、年接

待遊客將達到數百萬人次。

Venues 深圳購物中心成為企業新興選擇

酒店名稱

深圳機場凱悅嘉軒酒店

深圳機場凱悅嘉寓酒店

大運城邦雅樂軒酒店

開業日期

2016年4月8日

2016年4月8日

2016年6月27日

客房數

167

112

270

亮點

▼首家凱悅嘉軒與凱悅嘉寓聯合品牌酒店，讓賓客們可在同一地點享受到兩個品牌所帶來的不同的服務體驗。

▼  現代化設計風格、寬敞客房佈局的酒店，秉承著凱悅嘉軒品牌直觀的視覺設計，自由的氛圍，以及實用的設

施，如免費無線網路、免費早餐和24小時食品供應、24小時健身中心、室內恆溫游泳池等。

▼  會議場所總面積超過300平方米，配有齊全的視聽設施和酒店專業策劃團隊。

▼亞太地區第一家凱悅嘉寓品牌酒店。

▼酒店以配備完整廚房的公寓式套房和精心設計的公共空間，處處營造家的溫馨。

▼套房內每個廚房均配有全尺寸冰箱、微波爐、洗碗機、廚具、餐具及其他小電器等。

▼  所有客房均有獨立的起居室、臥室和工作區，以及平板智慧高清電視。酒店還提供免費無線網路、免費早餐、

24小時健身房、當日即取乾洗服務，24小時洗衣房，生活物品代購。

▼設有三個會議室。會議室面積從60到64平方米不等，共180多平方米，最多可容納50人進行各類聚會。

▼  酒店營造了充滿自由活力的公共空間，包括：24小時雅樂軒能量站、WXYZ酒吧、「樂動雅樂軒」平臺、噗通室

內恆溫泳池，以及「策略會議空間」。

▼  超過762平方米的會議空間，包括可獨立的480平方米大宴會廳，還有6間多功能會議室，並均配備最先進的影

音視聽設備和高速網路介面。

▼  酒店實施「ArfSM狗狗關愛計劃」，歡迎體重在18公斤以下的寵物狗與主人一起入住酒店，並提供免費的狗

床、狗碗、零食和玩具。

位置

與深圳寶安國

際機場新建的

三號航站樓直

接相連

與深圳寶安國

際機場新建的

三號航站樓直

接相連

坐落于深圳龍

崗與東莞鳳崗

交界處，毗鄰

龍崗中心城商

業地帶

華強北茂業天地重新開業外，華強北九方

購物中心、觀瀾湖新城等也陸續開業，同

時，龍華迎來ico時尚購物領地、8號倉等購

物中心開業，而寶安則有萬薈城、寶體萬科

生活廣場等購物中心開業。

2016年，卓悅匯、東海繽紛天地、下沙

京基百納、寶安中洲·πm al l、聯投東方

PARK、綠景佐阾虹灣陸續加入市場。而

到2017年，深圳購物中心數量將達112個，

包括：來福士廣場、合泰TTmall、中糧大悅

城、翡翠島廣場、深圳中心、萬象天地等。

一名深圳業者表示，近幾年考慮在購物

中心舉行活動的企業團體越來越多，

1.一方面是購物中心的場地選擇多元；

2.另一方面是因為直接與場地接洽，價格

彈性大；

3.再者，購物中心往往交通四通八達，方

便企業員工參與；

4.有些企業甚至包下電影院的一間視聽

廳，開會、團隊建設、晚宴樣樣來，既有隱

私感，又有尊享禮遇，且立刻決定來年要

再次到訪舉辦活動。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全球第一大

除了擁有越來越多的購物中心使場地選

擇多元化，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于2016年9月

28日開工建設，項目用地面積148萬平方米。

項目一期將于2018年9月建成投用，總投資

達867億元。項目一期建成后，40萬平方米

的室內展廳和基本配套設施將投入使用，

並將成為淨展示面積僅次于德國漢諾威會

展中心的全球第二大、國內第一大的會展中

心。整體建成后，將成為全球第一大會展中

心。當中，室內展廳規劃建設50萬平方米。

深圳國際會展中心項目位于大空港新城

片區，國際會議中心和新科技館也將在此

片區建設。

深圳近期開業品牌酒店簡介

深圳開業購物中心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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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會獎發展環境更上一台階

Airport 深圳機場國際化戰略進入收穫期
以國際門戶機場和國際郵輪母港通道建

設為重點，以落實「一帶一路」戰略和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發揮戰略支點和核心

引擎作用為契機，2016年深圳在加速國際

化進程中也邁上了新臺階。當中，深圳機場

國際化戰略進入了真正的收穫期。

2016年12月29日，深圳第5條洲際航線

「深圳—奧克蘭」航線正式首航；12月31日

深圳—清邁國際航線也隨之開通。一年時

間內，深圳機場不僅實現了歐美澳直飛，

新開國際航線數在國內主要機場也位居前

列。

2016年，深圳迎來一波密集的國際航線

開通潮，得益于機場在國家「十三五」規劃

綱要中國際航空樞紐定位的提升，以及深

圳國際化城市建設步伐加快。僅2016年上

半年，深圳機場就先后開通了深圳至東京、

迪拜、悉尼、洛杉磯及法蘭克福5條國際航

線。其中新開的深圳—悉尼、深圳—法蘭克

福兩條直飛洲際航線在開航之初的市場培

育期，平均客座率即接近6成。

以2016全年統計來看，新開及加密國際

客運航線19條，國際和地區航線旅客輸送

量達285.93萬，國際航線平均客座率接近8

成，顯示了深圳在國際直飛航線方面的潛

力和市場需求。

目前，深圳累計開通的國際及地區客運

航線共達27條，連通世界各地26個城市。國

際航線增多極大方便了市民出境旅遊、海

外留學以及商貿往來，國際業務的快速發

展也為深圳機場帶來了新的客流增量。

據統計，深圳機場2016年國際及地區旅

客量達到285.93萬人次，其中國際旅客量達

到222.68萬人次，同比提升34%，大大加速

了深圳國際化進程。

許多旅行社業者都高度評價深圳機場

2016年以來國際航線取得的突破，紛紛認

為，深圳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國際間人員往

來和經濟交流頻繁，國際航空需求旺盛，

深圳機場有能力也有必要開通更多的國際

航線，走國際化發展戰略，空港樞紐建設

也將更加契合深圳的城市定位。

未來深圳機場還將進一步加大國際業

務拓展，加快國際航空樞紐建設，力爭到

「十三五」期末，實現國際及地區旅客輸送

量超過550萬人次，充分發揮空港國際門戶

作用，更好地滿足深圳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建設需要。

深圳預計開業品牌酒店簡介

酒店名稱

深圳龍華希爾頓逸林酒店 

深圳硬石酒店

深圳佳兆業萬麗酒店

深業上城無印良品酒店

深圳鹽田壹海城凱悅酒店

深圳寶麗嘉酒店

深圳文華東方酒店

深圳萊佛士酒店

深圳柏悅酒店

深圳灣安達仕酒店

深圳佳兆業環球金融

中心酒店

預計開業日期

2017
(4月1日起

可預定)

2017

2017

2017
第四季度

2017

2017

2018

2018

2019

2020

2021

客房數

238

258

(51間套房)

280

79

305

173間
（16間套房以及

1間總統套房）

200間豪華客房

和服務式公寓

298

亮點

▼龍華新區第一家國際五星級酒店。

▼ 為龍華第一個面世的高端商務綜合體—粵商中心一部分，周邊有龍華首席甲級寫字樓與iCO
品牌購物中心。

▼  酒店擁有一個大型宴會廳、七個面積靈活的多功能會議室，還有4個餐廳與酒吧、健身中心、瑜

伽室、室外恆溫泳池、兒童俱樂部等設施。

▼中國大陸首家硬石酒店。

▼  酒店擁有超過1千平米的會議空間(附帶汽車展廳)、專屬的天王俱樂部樓層、三家餐廳、兩個

酒吧、硬石Roxity兒童俱樂部、Body Rock健身中心、搖滾商店、1700米天臺泳池、頂層派對

舞臺、池畔娛樂休息室、水療等設施。

▼  周邊還有世界最大的高爾夫球場、觀瀾湖新城、高端水療中心、名車展覽中心、擁有1,000個
觀影席的橙天嘉禾豪華影院、賓士域保齡球中心、冰堡國際花樣溜冰訓練中心、eXcape娛樂

集團的RFC模擬賽車中心、新落成的Urbnan Croxx健身房、Crossini自行車商店和位于新

TOK Artspace的美術館。

▼  酒店擁有餐飲、宴會、娛樂等配套設施。

▼周邊還有甲級寫字樓、公寓、住宅、商業、深圳第二個3D IMAX影院等。

▼  全球首個無印良品旗艦店、餐廳及酒店三合一項目，將進駐深業上城商場西北區。

▼2樓為旗艦店、餐廳及酒店入口，3樓為旗艦店、酒店健身房及會議室，4至6樓為酒店客房層。

▼餐廳在旗艦店內，約750平方米，可容納120人同時用餐。

▼酒店將展現反奢華、堅持創造性的簡樸風格，以及質樸、留白、做減法、自然親切等特色。

▼酒店內還將有社交空間Open MUJI，以及無印良品書店和咖啡館。

▼  占地1850平方米，總建面5.5萬平方米，屬于綜合體項目一部分。

▼周邊還有高級海景公寓、海景寫字樓、海岸街區式購物中心、濱海特色中央公園等。

▼  一座超白金五星級酒店

▼  將是一座134層、高達666米的摩天大樓。此高度不僅超越目前深圳第一高樓京基100，而且超

越在建的平安金融中心。

▼  將進駐深業上城商場西北區，酒店規劃建築面積約45,000平方米，位居近400米的甲級寫字

樓頂部，可俯瞰深圳市360度全景。

▼  酒店內將配備有空中大堂、淨空30米的室內游泳池、SPA等健身休閒設施、全日制餐廳、中餐

廳以及擁有空中花園的特色酒吧和西餐廳。

▼  酒店還擁有一座面山而立的宴會樓，包含6個會議室和兩個規模不同的大型星級宴會廳。

▼ 所有客房都具有寬廣的景致。

▼酒店還設有4個餐廳和酒吧、萊佛士水療，以及私人會議和宴會空間。

▼酒店屬深圳灣1號項目一部分，周邊還有總部型商務辦公、頂級公寓、高端商業等。

▼  奢華精品酒店。

▼屬高端綜合體的一部分，周邊有辦公、商業、會議中心、觀光等核心商務區。

▼  超五星級凱悅集團安達仕酒店。

▼  周邊有華潤深圳灣體育中心、華潤總部大廈「春筍」、文化藝術中心、商業中心萬象匯、「萬象

高端」系列升級版住宅—悅府以及高端公寓瑞府。

▼  項目意向為頂級奢華酒店，管理公司待定，周邊還有購物中心、辦公樓等。並提供免費的狗

床、狗碗、零食和玩具。

位置

龍華新區東環二路與

建設東路交匯處文化

廣場旁粵商中心

坐落于著名的觀瀾湖

國際休閒旅遊度假區

龍崗區阪雪崗大道與

環城北路交匯處深圳

最大綜合體佳兆業城

市廣場內

福田區華富街道皇崗

路5001號深業上城

深圳鹽田中心區萬科

招商壹海城

深圳晶都片區酒店

福田區華富街道皇崗

路5001號深業上城

位于全新80層高的深

圳灣1號項目頂端

福田中心區益田路和

福華路交會處深圳平

安金融中心

濱河大道與科苑大道

交匯處(深圳灣體育中

心西門)華潤深圳灣

深圳市深南中路與上

步路交叉路口西南側

深圳機場

國際/地區旅客輸送量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2016                                 2020(萬人次)

550

285.9
2016全年，深圳新開及

加密國際客運航線19

條，國際航線平均客座

率接近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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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品牌酒店搶進廣州
有利激發會獎經濟動能
　近年，廣州全新酒店的數量持續以驚人的速度在成長。事實上，廣州的酒店業在分佈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既有地理位置、人

口、GDP、交通、景點等內部因素，也有旅遊人數等外部因素。廣州的主城區酒店數量較多，基本飽和，再進行酒店投資將面臨較大

的競爭壓力;而近郊、遠郊區域，酒店數量相對較少，隨著近郊、遠郊旅遊資源的開發、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將更有發展潛力。而高端國際品牌酒店的搶進，將有利于廣州酒店分佈的平衡，以利滿足各類商務會獎活動的需求。

DOMESTIC REPORT-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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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6年廣州市酒店業來看，近幾年，

廣州市酒店業整體呈現穩定增長態

勢，各區之間發展儘管有快有慢，但差距

在逐步縮小，具體表現在主城區的發展相

對穩定、成熟，近郊地區發展速度較快，

而遠郊地區有迎頭趕上的趨勢。據邁點旅

遊研究院統計，截至2016年10月，廣州市

酒店總數為9,268家，酒店數量排在全國前

列。其中，平價酒店數量最多，有5,261家

(占比56.76%)，經濟型酒店3,226家，兩者合

計占到91.57%，而高端酒店僅99家，占比

1.07%。

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10月，廣州市各區

中，酒店數量最多的是番禺區，有2,187家，

最少的是南沙區，僅83家。分類中，高端酒

店、全服務中檔酒店、有限服務中檔酒店數

量最多的是天河區，分別有31家、55家、108

家；而經濟型酒店、平價酒店最多的是番禺

區，分別有711家、1,343家。簡單說，從廣州

市及其各區的酒店分佈看，低檔酒店在數

量上占絕對多數。

此外，高端酒店主要集中在主城區，遠郊

地區則較少。番禺區儘管在近郊，酒店數量

卻是廣州各區的首位，主要得益于區內有

長隆旅遊度假區、長隆歡樂世界等知名旅

遊景點。

廣州酒店業價格方面，則有以下特徵，

150元以內的比重最大，占39.61%，其次是

150~300元區間，占27.64%，451~600元區

間比重最小，僅8.01%。總體而言，各區以

提供低價位的酒店為主，不僅數量多，占比

也大。

再者，超過一半以上的區每平方公里酒店

密度超過廣州全市平均水平。其中，越秀區

酒店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有酒店25.96家，

其次是天河區，有13.87家。遠郊的三個區密

度最小，遠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而人均GDP與酒店數量沒有必然關係。

人均GDP最高的是越秀區，其酒店數量僅

排第4 ; 酒店數量最少的是南沙區，其人均

GDP卻排第3。特別的是，越是重要的交通

樞紐，酒店數量也越多，反之，一般的交通

樞紐，酒店數量則相對較少。廣州站、廣東

省汽車客運站、廣州汽車客運站，由于交通

樞紐作用重要，人流量多，相應的附近酒店

也較多。同時，廣州市的主要景點附近酒店

數量普遍較多，越往外延，酒店數量越成

倍增長。而且廣州市的主要商圈酒店普遍

較多，其中，天河公園商圈平價酒店最多，

天河體育中心商圈高端酒店最多。商圈既

是經濟社會資源密集區，也是人流密集區，

通常，也會是酒店較多的區域。

廣州酒店均價處全國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第三季度廣州酒

店均價處全國最低。根據全球酒店解決方

案提供商HRS發佈全球酒店價格監測資料

顯示，中國主要城市第三季度1~5星級酒店

均價較上年同期呈現下降趨勢，僅杭州和

香港同比上漲。在被統計的中國主要城市

中，第三季度酒店均價最低的城市是廣州，

僅為人民幣458元。相反地，與廣州同處一

省份的深圳，酒店均價達到585元，緊追北

京(608元)和上海(638元)，高居中國大陸第

三。

HRS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施南飛表示，

這與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有關，作為廣東

GDP第二大市，深圳近年來一直增長迅猛，

與廣州的差距逐漸縮小。2016年第三季度

深圳GDP以8.7%的增速居于全省之首，與

廣州的差距縮減至不到270億元。

另一方面，從價格變化情況來看，第三季

度中國多個主要城市的酒店均價同比下滑，

跌幅最大的為深圳(-11.4%)。第三季度中國

主要城市的酒店均價下滑主要有兩方面的

原因：

1.首先是酒店入住率偏低，市場供大于

求。根據中國旅遊飯店協會網站公佈

的資料，2016年7、8、9三個月中，中國酒店

客房的平均出租率同比均呈現小幅下降的

趨勢，分別下降0.6%、1.06%、0.51%。

2.其次，在熱門商旅目的地，大量的企

業協議價及HRS商旅價訂單也在一定

程度上導致酒店均價下行。以深圳為例，隨

着深圳作為商旅目的地的地位提升，企業

商旅預訂大幅增加，HRS第三季度的企業

訂單量較去年同期就增加了70%以上，對深

圳酒店均價的降低影響明顯。

不過，無論如何，廣州新酒店不斷問世是

不爭的事實。2015年，加入廣州的新酒店就

包括了：廣州富力柏悅酒店、廣州白天鵝賓

館、廣州嶺南五號酒店、廣州匯華希爾頓逸

林酒店•科學城、廣州長隆奇幻旅館主題式

酒店公寓、廣州增城保利皇冠假日酒店、廣

州從化都喜泰麗溫泉度假酒店，以及喆.啡

酒店廣州石井城市廣場店、廣州亮帆假日

酒店、廣州中道大酒店、廣州邁哈頓酒店公

寓、麗楓酒店(廣州火車站店)等。另外，2015

年，廣州白雲機場鉑爾曼大酒店有行政翼

落成，同時，廣州花園酒店也推出500間全

新客房面世。

2016年，廣州珠江新城希爾頓歡朋酒店

(3月25日)、廣州天河雅樂軒酒店(5月15日)、

廣州白雲機場智選假日酒店(8月1日)陸續開

廣州酒店類別分佈 廣州酒店業價格分佈

（資料來源/邁點旅遊研究院） （資料來源/邁點旅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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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值得注意的是，市場上出現了一大波全

新的三至四星級本土品牌酒店，包括廣州

陳家祠亞朵酒店公寓(2月15日)、廣州威珀

斯酒店(2月25日)、萬愛情侶酒店廣州從化

店(3月10日)、桔子水晶酒店(廣州花都店)(7

月1日)、美豪麗致酒店(廣州五羊新城店)(7

月27日)、丁香花浪漫主題酒店(9月8日)、廣

州諾富特世紀酒店公寓(11月1日)、桔子酒店

·精選(廣州天河崗頂店)(12月2日)等。

接下來，在2017年，廣州還將新添眾多國

際品牌酒店，包括：廣州瑰麗酒店、廣州保

利洲際酒店、廣州德安凱賓斯基花園酒店、

廣州穗和•瑞斯麗酒店公寓、廣州康萊德酒

店等；同時，廣州南沙越秀喜來登酒店計

劃于9月28日開業、廣州穗和瑞斯麗酒店同

樣計劃于9月開業，而廣東鶴山方圓福朋喜

來登酒店則將于12月12日開業。另一方面，

廣州南站Radisson RED酒店，以及廣州南

沙金茂萬豪酒店都將于2018年加入廣州市

場。

事實上，有更多的在建酒店等着進入市

場，惟尚未確定開業日期，包括：廣州卓美

亞酒店、廣州卓美亞禮庭公寓、廣州蘿崗凱

悅嘉軒酒店、廣州市南沙嶺南花園度假酒

店、周大福瑰麗酒店、廣州康萊德酒店、廣

州JW萬豪酒店、臨江酒店、廣州嘉裕萬豪

酒店、恆大地產珠江新城地王頂級酒店、廣

州保利洲際酒店、廣州合生萬豪酒店、廣州

市嶺南新世界五區酒店、松日大酒店、廣州

萬達城萬達文華酒店、廣州萬達城萬達嘉

華酒店、廣州萬達城萬達瑞華酒店、廣州四

葉草連鎖酒店公寓、美國奧斯丁酒店、珠江

科技數碼城凱悅酒店、香頌公館智慧商務

酒店等。

此外，洲際假日酒店也于2016年12月底簽

約進駐君立國際公寓和廣州凱達爾樞紐國

際廣場項目，而且在2016年7月與南湖國際

旅遊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協定」，正式入

駐王子山，雙方將在假日度假酒店和智選

假日酒店項目上深度合作，共同開發位于廣

州市花都區的新興旅遊目的地「王子山森

林公園」。

然而，這些新酒店會不會為廣州的會獎

市場帶來不同的局面？廣州會不會因酒店

服務品質及市場需求的質變，而使其會獎

經濟的動能更為具體？拭目以待。

酒店名稱

廣州南沙越秀

喜來登酒店

廣州穗和瑞斯麗酒店

廣東鶴山方圓福朋

喜來登酒店

廣州瑰麗酒店

廣州康萊德酒店

廣州保利洲際酒店

廣州德安凱賓斯基

花園酒店

廣州穗和•瑞斯麗酒店公寓

廣州南站

Radisson RED酒店

廣州南沙金茂萬豪酒店

開業日期

2017年9月28日

2017年9月

2017年12月12日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7年

2018年第一季度

2018年

客房數

近300間

380

340

251

366

260

160

270

亮點

▼酒店隸屬于南沙濱海花園第五期項目，總建築面積約為6萬平方米。

▼標準客房45平方米起，套房至尊空間達90平方米。

▼  設有2,300平方米的大型宴會廳與各類會議室、別具特色的中西餐廳及酒吧、設備齊全的健身俱樂部，以及

具有多功能治療作用的水療設施。

▼   設計上將充分利用周邊景觀資源，與環境和諧融合，打造時尚、輕盈、簡約的現代化建築。

▼  打造瑞士鐘錶般精緻的奢華酒店，內設瑞斯麗水療SPA、瑞斯麗咖啡廳、伯爵之家等具有鮮明瑞士特色的

功能區域。

▼  項目占地約1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為7萬平方米，環水面山，並將按水流的方向設計成展翼型的低碳生態建

築。
▼  設有全套的娛樂休閒、健身Spa和餐飲配套。

▼  進駐興建中的周大福金融中心最高16層和平臺位置，該大樓將樓高530米，建成后為廣州市內最高大樓和

全球十大高樓之一。

▼  建有全球最快速度達每秒20米升降機的酒店

▼  面積最少達55平方米，另有355套瑰麗府邸，其中23套將為複式單位。

▼  107樓將設有一所時尚現代的特色餐廳，及一間連雪茄調溫貯藏室和酒窖的天際酒吧，兩者各設有室內及

戶外空間。

▼  酒店會議場地面積將有2,250平方米，包括具住宅式風格的The Pavilion、佔有970平方米的大型宴會廳供

700人使用、三間會議室、兩間貴賓室、一間新娘套房及一間位于108樓兼備開放式廚房的Sky Mansion。 

▼  為面積達六百萬平方呎的龐大商業綜合項目的重要一環，緊密連接大型購物商場、甲級寫字樓與服務式住

宅。此酒店是合資企業。

▼  設有挑高9米、面積達1,800平的江景宴會廳，SPA、室內外泳池、健身房等娛樂健體設施。

▼  直接連通起保利三悅廣場。

▼  酒店所在的保利琶洲項目包括：超甲級江景地標寫字樓、商業裙樓。

▼  8~17F為服務式公寓，19~37F為酒店客房。37~39F分為行政酒廊、西餐廳，以及酒吧。

▼  中港合資五星級酒店。

▼  建築面積近10,000平方米，地上設23層，首層至2層為商業用途，3層為俱樂部，包括泳池、小型會議室，4
層為核心筒和架空層，5層至23層為酒店。

▼  酒店擁有健身房、游泳池、餐廳和商務中心。

▼  目標為成為眾多客人在廣州夢想的瑞士之家。

▼  是南站商圈首席地標綜合體路福·聯合廣場的一部分。

▼  中國第二家、也是亞太區第五家Radisson RED酒店。品牌精髓在于大膽、活力和對設計的追求，在實用之

中引入創意。

▼  打破傳統酒店中大堂、餐廳、酒吧和會議場所等佈局的隔閡，讓空間自由靈動，打造出一個開放協調的「社

交場」。

▼  客房洋溢著濃鬱的北歐風情，傢俱風格簡潔、現代且實用，尤其是 RED 標誌性的野餐桌，以靈活的多功能

設計取代了傳統的書桌。

▼  作為南沙自貿區80萬方南沙濱海旗艦綜合體—金茂灣的重要組成部分，酒店將比鄰綜合體內國際標準寫字

樓、文化藝術中心、國際風情商業街J-Life等。

位置

南沙區蕉門河中心

城區

廣州白雲機場區域

廣東鶴山市沙坪鎮

十裡方圓高端住宅

項目北端

天河區廣州東塔

(周大福金融中心)

珠江新城

琶洲閱江東路，與

保利天目廣場寫字

樓比鄰

越秀區

白雲區

路福·聯合廣場

南沙明珠灣畔

廣州預計開業新酒店簡介

Performing Arts

廣州吹起濃郁的文藝風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近來廣州開始吹起

濃郁的文藝風，除了正佳廣場、太陽新天

地、花城匯、太古匯購物中心等CBD商場

越來越注重文化藝術氛圍的打造，廣州大

劇院也吸引着名家名團名演紛至遝來，促使

越來越多遊客專門到羊城來看歌劇，引發

專業觀眾倒逼出專業劇場的現象，同時也

為商旅客及企業旅遊帶來更多元的會后活

動選擇。

根據2015年的《商業空間藝術主題研究

報告》，目前一線城市藝術主題業態在購物

中心占比已上升至2.6%。前年12月26日，全

國首個綜合商業體內的演藝類型劇院—正

佳演藝劇院正式開業，來自韓國的國寶級

爆笑打擊秀《亂打神廚秀》進行了首演。 

整場《亂打廚神秀》演出幾乎融合了所有舞

臺劇的形式，除了主演們用勺、鏟、筷子、鍋

碗瓢盆等工具作為樂器敲打演奏外，臺上各

種蔬菜齊飛，台下觀眾暢懷大笑，現場還有

舞蹈、魔術、小品等眾多藝術表現形式，詼

諧幽默。

而入選「世界十大歌劇院」的廣州大劇

院，有全國第一個標準的專業音樂廳星海音

樂廳，也有適合演出各類戲劇藝術的大量中

小型劇院，更有粵劇、話劇、音樂劇、歌舞

劇、雜技劇、芭蕾舞劇、木偶劇等劇種的演

出團體，以及一群熱愛音樂戲劇的藝術家，

促使每年上千場劇碼讓不同藝術文化在廣

州交融並放。

倫敦交響樂團、波士頓交響樂團、費城交

響樂團、慕尼克愛樂樂團、BBC交響樂團、

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鮑羅丁絃樂四重奏、

艾森巴赫、阿什肯納齊、克萊莫、帕爾曼、

穆特、馬澤爾、馬友友、卡雷拉斯、譚盾、郎

朗、李雲迪等一個個世界級的名樂團、名演

奏家先后來穗獻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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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金秋的廣州爵士音樂節，從2013年開

始，3年內成長為逾百位藝術家與數十萬觀

眾參與的、以城市直接冠名的音樂節。廣州

大劇院2015年觀演人數達30萬人次，演出

及活動場次則達600多場。《圖蘭朵》、《蝴

蝶夫人》、《茶花女》、《劇院魅影》等世界

經典歌劇都曾上演，累計匯聚了世界各國2

萬多名藝術家、數以千計的藝術院團。

2016年的廣州表演市場盛況空前，涵蓋

了音樂劇、話劇、傳統戲曲、交響樂、聲樂、

芭蕾舞、現代舞等多種表演形式。日前，英

國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將《威尼斯商人》搬

上大劇院舞臺，讓廣州觀眾一睹伊莉莎白

時期的舞臺風貌。11月12日至13日，擁有200

余年歷史的俄羅斯芭蕾「航母」—馬林斯

在經歷了27年的發展之后，廣州長隆將

全面升級換代。集團已制定了廣州長隆更

宏偉的發展計劃：長隆野生動物世界正在

創造性的升級自己的產品體驗。以大熊貓

三胞胎動畫片為主題的熊貓樂園和4D影院

將建成面客；世界一流的高空纜車觀光項

目已動工建設，將給遊客營造更豐富的欣

賞大自然和動物的視角，這種全方位的動

物觀賞模式在國內是首創。同時，長隆歡樂

世界已進行重新設計，將全面升級改造。

廣州長隆在將現有項目進行全面升級改

造的基礎上，新建馬戲大劇院、室內主題

樂園和室內水上樂園等一系列項目。全天

候、全時段的遊玩長隆，將成為可能。

有了超級的主題公園群，更要有超級

主題酒店群配套。廣州長隆新的主題酒店

將全面開工建設，房間的數量會有大幅度

的攀升，前來度假的遊客將有更豐富的選

擇。

位居城市中心 幅射珠三角

隨着廣州南拓戰略的實施，廣州長隆旅

遊度假區將成為真正的城市中心。廣州南

站全省交通樞紐的地位，以及城際軌道交

通、地鐵七號線的開通等，將使廣州長隆對

珠三角地區的幅射和帶動更加增強。廣州

長隆將依託廣州國家級中心城市的地位，

打造全球頂尖的都市旅遊樂園。

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地處港珠

澳旅遊金三角。明年將開通的港珠澳大橋

基劇院芭蕾舞團也攜莎翁名作《羅密歐與

茱麗葉》來穗獻藝。

廣州大劇院藝教中心總經理梁麗珍表

示，10年前的廣州文化市場概念模糊，而發

展至今天，世界名團名家的中國巡演一般

安排三站—北上廣，分別代表華北、華東、

華南的區域核心。順勢而至，「北上廣演藝

平臺」已在搭建之中，氣候初顯。

廣州市文廣新局副巡視員徐彬補充到，

廣州引進了世界的名劇碼、名團、名家，他

們的到來必然提升廣州的文化氛圍。過去，

廣州市民要看一些名家名團的演出，必須到

香港、北京、上海去，現在不用了。廣州上演

的一些知名演出，還吸引了港澳臺地區以及

東南亞國家和其他各地觀眾前來觀看。這

都在無形中說明廣州文化地位的提升，鞏

固了華南演藝中心的地位。

廣州大劇院常務副總經理張利指出，在

廣州大劇院的歌劇演出季，從北京、上海、

成都，甚至新加坡、日本、美國搭飛機前來

觀看的觀眾，亦呈增長趨勢。作為華南中心

城市，廣州演出市場的輻射範圍直抵湖南、

湖北、海南等地。

廣州大劇院院長張宇強調，跟插電的流

行樂大異其趣，古典音樂講究樂器原音的

音色、層次，由此帶來旋律線條、動態對

比、陰影效果等微妙體驗，但也因此而對聲

效要求極高，對環境的干擾尤其敏感，對觀

演禮儀要求最嚴格。國際大師們在廣州能

遇到「知音」，因此紛至遝來。如今的廣州

表演現場，即使沒有工作人員的提醒，觀眾

們對于演出中的基本禮儀也已駕輕就熟。

廣州的觀眾到底有多專業？大指揮家馬

澤爾率領慕尼克愛樂樂團演出時，識貨的廣

州觀眾不僅早早把門票搶購一空，更有觀

眾不管價格高低，指定要10排以后的位置，

理由是聽《春之祭》怎麼能坐得那麼靠前？

也因此，專業觀眾倒逼出專業劇場。

廣州大劇院對專業的追求有數字為證：

1.6秒的歌劇廳滿場混響時間，是兼得清晰

與優美的「黃金值」；3釐米的座椅間橫向

距離，保持了觀眾舒適度與表演者觀感的

平衡；32米內的歌劇廳樓座最遠視距，推

倒了區域分佈帶來的欣賞障礙。

星海演藝集團管委會副主任、星海音樂

廳主任劉瑩說明到，廣州這座城市之所以

能夠散發着濃烈的藝術芳香、廣州觀眾的

欣賞水平領先全國，這與持續的高水平演

出的薰陶，以及藝術教育的培養密不可分。

星海音樂廳的散票銷售能力非常強，未來

廣州更應該朝向培養市場的目標發展，才

能真正將市場做起來。

Theme Park

長隆野生動物世界進行創造性升級

將使橫琴與香港、澳門融為一體；深中通

道將使深圳與橫琴咫尺之遙；珠三角輕軌

環線，更是將佛山、東莞、中山等重點城市

一體化並直接對接來自全國各地的高鐵乘

客；金海大橋將強有力轉化連接全國客源

的珠海金灣機場對橫琴的貢獻。

橫琴與澳門將進一步互聯互通，緊密融

合。為了迎接來自全球的遊客，珠海長隆在

繼續深入建設長隆海洋王國的同時，海洋

科普館與海洋冒險樂園這兩個新的公園項

目正在緊鑼密鼓籌建中。在大橫琴山上，遊

客們有望將冒險的夢想付諸實現——海洋

冒險樂園及高空觀光和觀光餐廳等項目會

顛覆人們對于主題遊樂的想像。同時，珠海

長隆包括酒店群內的各種配套工程也將加

快建設進程，更大、更豐富的主題酒店矩陣

將形成。

如果說廣州長隆是富有朝氣的青年，珠

海長隆是茁壯成長的少年，那麼，清遠長隆

則是孕育更宏偉夢想的初啼嬰兒。清遠北

接全國高鐵客源、南擁富庶的珠三角人群，

周圍高速公路環繞，輕軌直達長隆，距離白

雲機場不到半個小時，交通優勢非常獨特。

清遠長隆自2015年11月開工以來，倍受世

人矚目，它承載着長隆人的終極夢想，一個

世界前十的超級旅遊度假區將托起長隆發

展的未來。全新的森林樂園和擁有5,000間

配套客房的主題酒店群將拔地而起，有望

在長隆30周歲生日的當年全面開業。

然而，這只是清遠長隆這個孩子的第一

次鏗鏘啼鳴。隨着清遠長隆的全面建設，

更多的主題公園和酒店群將矗立在總面積

100平方公里的大區域內，三個主題板塊平

鋪在青山綠水之間，大自然、大種群、大生

態的戰略版圖就此奠定。清遠長隆將成為

全球熱愛生活的人們的終極夢想旅遊度假

勝地。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獲悉，在珠海橫琴

廣州長隆的都市生態主

題、珠海橫琴的海洋主題，

以及清遠長隆的森林主題，

三大度假區主題各異、互相

帶動、互相促進，將使長隆

旅遊度假區成為世界上最

為龐大、最具想像力和幅射

力的綜合型超級主題旅遊

度假區，世界級民族旅遊品

牌的目標指日可待。

新區舉行的重點項目封頂竣工及簽約儀式

上，橫琴新區與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

第二主題公園等8個項目進行簽約。其中，

長隆集團將投資500億元在橫琴興建珠海

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第二主題公園。珠海

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一期項目總投資

超過250億元，自2014年3月開業以來，迄今

累計接待遊客約3,400萬人次。橫琴長隆國

際海洋度假區第二個主題公園將開發興建

動物王國、海洋世界、海洋冒險樂園、海洋

大劇院、海洋博物館等多個新項目，並配

合澳門特別行政區共同建設成為世界休閒

旅遊中心，建成后預計每年接待遊客超過

5,000萬人次。

世界級的名團、名家、

名演接踵而至，一方面顯示

了演出市場的繁華，另一方

面也印證了觀眾的鑒賞水

平之高。廣州作為華南演藝

中心的輻射力，直抵新加

坡、日本、美國等國外演藝

市場，展現着一個國際大都

市的開放與品味。

↑廣州大劇院

《Agent's Talk》
幾個月前，長隆剛剛宣佈其清遠項目將追

加200億元，總投資達500億元。很多廣州旅

行社業者認為，在國內多家主題公園巨頭均

進行全國甚至全球撒網式擴張之時，在廣東

「閉關修煉」的長隆顯得頗為另類。這樣的

方式雖然可以集中火力，但由于一個地區吸

引的遊客數量存在局限性，避免「內鬥」也

成為長隆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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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Trips“You Should Be Here”十周年慶典夢幻之旅

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Rovia旅遊(香港)有限公司和國際休閒生活體驗會籍營銷公司WorldVentures

2016年6月21~24日   活動地點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活動參與人數   6,000人

1.一站式的活動策劃，成就了WorldVentures’DreamTrips別具特色的活動。

2.世界級娛樂項目結合企業活動體驗，完美演繹本次慶典。

3.獨一無二的活動場地 + 別具創意的餐飲安排 = 締造超乎想像的活動體驗。

4.一站式全方位服務，精心策劃活動流程。

活動亮點 

CASE STUDY

量身定制畢生難忘的奇妙時刻

2016年6月21-24日，Rovia旅遊(香港)有限公司和國際休閒生活

體驗會籍營銷公司WorldVentures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舉行了

DreamTrips“You Should Be Here”十周年慶典夢幻之旅，現場出席

者為WorldVentures亞太區會員，人數達6,000人次。談到選址香港迪

士尼樂園的原因，WorldVentures香港區總經理何錦萍表示：「這次

在香港迪士尼包場是因為該樂園適合各類人士遊玩，場地夠大之余，

亦有歡樂的氣氛，適合旅遊公司舉辦活動。」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WorldVentures為慶祝其成立十周年，特

意選址同為迎來開園十周年的香港迪士

尼樂園度假區作為慶祝WorldVentures’ 

DreamTrips活動的舉辦場地，與區內會員

一同歡度這個重要時刻。對WorldVentures

而言，這次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包場活

動，是一個重要發展里程碑。

而 香 港 迪 士 尼 樂 園 度 假 區 則 為

WorldVentures精心量身定制了十周年慶

典，打造了一系列精彩的慶祝活動，包括

于活動首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宴會廳

舉行的歡迎晚宴，以及次日在樂園舉行的

包場活動，將樂園化身為WorldVentures’ 

DreamTrips會員的專屬派對場地，使參與

者可以盡情享受樂園內多元化且獨一無二

的世界級娛樂項目，包括亞洲獨有的「星

球大戰：入侵明日世界」項目體驗。

除了在「灰熊山谷」及「迷離莊園」舉

行戶外包場自助晚宴外，樂園于原野劇

場特別安排舉行了一場WorldVentures’ 

DreamTrips專屬的《獅子王慶典》演出，

成為本次慶祝活動的亮點。在慶祝活動的

尾聲，WorldVentures的管理團隊特地乘坐

小鎮大街古董車巡遊樂園的「美國小鎮大

街」，舉行了獨一無二的歡送儀式，為所有

DreamTrips的賓客締造奇妙的回憶。

從每日流程來看，于6月21日樂園包場

活動前夕，DreamTrips在香港迪士尼樂園

酒店的三個宴會廳特設歡迎晚宴，讓入住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內兩間酒店的900

多名賓客，能夠率先體驗迪士尼的奇妙

魔法。樂園特意為晚宴準備了以「玩具總

動員」為題且色彩繽紛的生日蛋糕，祝賀

WorldVentures成立十周年。場內亦設有美

食亭，提供綿花糖及爆米花，為豐富的自

助晚餐增添色彩。迪士尼朋友亦到場與賓

客見面，為童心未泯的賓客帶來歡樂，整個

晚上洋溢着輕鬆歡愉的氣氛。 

在6月22日包場活動當日，樂園于「探

險世界」的原野劇場，為1,500名貴賓舉行

了專屬的歡迎典禮，也就是于《獅子王慶

典》演出前，米奇和米妮帶領一眾迪士尼

朋友，陪同WorldVentures的管理層一同粉

墨登場，熱烈歡迎參與本次慶祝活動的會

員。同時，在包場活動當日，約1,500名尊貴

賓客可于兩個相連的主題園區，即「灰熊

山谷」及「迷離莊園」，享用琳琅滿目的戶

外自助晚宴，在充滿主題園區氛圍的環境

下一邊吃喝、一邊玩樂。其他賓客們亦可

品嘗超過二十款美饌佳餚，包括設于「明

日世界」的BB-8小食車及于「美國小鎮大

街」供應的冰雪捧捧糖，真正的大快朵

頤。

在包場派對的尾聲，香港迪士尼樂園度

假區更首次為企業貴賓安排了別具特色

的歡送儀式， WorldVentures全球銷售總

裁及管理團隊在迪士尼朋友陪同下，乘坐

小鎮大街古董車，巡遊「美國小鎮大街」，

向賓客揮手致謝，並在樂園鐵路火車站的

月臺上向所有賓客致歡送詞，祝賀本次活

動取得空前成功，使現場歡樂氣氛再次

昇華，讓本次獨一無二的大型企業專場活

動，在一片熱鬧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挑戰1★
人數眾多且分散，往返交通如
何安排？

這次的包場活動因為參加的賓客數量

眾多，所以除了迪士尼的兩間酒店外，還安

排了市區的18間酒店，才能夠容納該6,000

名會員。而如何去安排他們往返迪士尼樂

園，也成了這個活動的重大挑戰。

參與本次慶祝活動的賓客來自亞洲不同

的區域，其中有90%的賓客來自新加坡、馬

來西亞、香港及澳洲，其他則來自美國與歐

洲等，由于參加者人數眾多，除幾乎包滿香

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兩家酒店的所有房間

外，許多賓客獲安排下榻于香港市區內18

間不同的酒店。為了確保活動行程順暢進

行，背后需要有龐大而精密的人力支援及

程式安排，亦需各部門間的積極協調，包

括遊樂設施及賓客服務部、娛樂事務及服

裝部、設施服務部、餐飲部、酒店、體育及

康樂營運部、商品部 、營運拓展及工業工

程部、保安及安全事務部和人手計劃及管

理部等，讓賓客于活動當日能夠順利從不

同的地點出發抵達樂園，並于活動后將賓

客們安全送返各自的酒店。

樂園配備充裕的停車空間，足以讓一百

部遊覽巴士同時進出停車場載卸賓客。工

作人員除了在參加者出發前清楚介紹當天

行程，強調主辦方亦為每隊的領隊及小組

隊長在活動前安排了詳細的簡報會，確保

他們瞭解當天的流程安排。而且，樂園亦

特別為賓客設計了18款獨特的活動手帶，

以識別每位賓客的活動組別。當活動結束

時，亦有工作人員在集合地點指示賓客按

其手帶組別登上指定的遊覽巴士。

★挑戰2★
如何解決單一園區內的餐廳未
能客納所有賓客的問題？

另一項挑戰，也是由于賓客人數眾多所

造成，因為單一園區內的餐廳並未能客納

所有賓客。但自主題園區「迷離莊園」開幕

后，樂園即引入靈活園區(Flexi-land)的概

念，使包場活動更具靈活性。

本次活動亦運用了Flexi-land 的概念，

在包場活動當天，約1,500名尊貴賓客可于

兩個相連的主題園區－「灰熊山谷」及「迷

離莊園」享用琳琅滿目的戶外自助晚餐。憑

借策劃團隊的豐富經驗以及與內部的詳細

舉行首次
活動會議

2015/11 2016/02 2016/02 2016/05 2016/06/21 2016/06/22

確定香港迪士
尼樂園度假區
為活動場地

香港迪士尼樂園
團隊為活動舉行
首次內部會議

于香港迪士尼樂
園酒店宴會廳舉
辦歡迎晚宴

確定活動細節、
場地考察

于香港迪士尼樂園
舉行包園派對

活動進程

（
提
供‧

香
港
迪
士
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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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規劃和協調，樂園在園區內的不同位置分

別提供高水平的冷盤、熱盤、甜品和飲料。

同時，餐飲的后勤團隊亦要考慮到食物線

的安排和食物補充、額外電源設置，以及

如何在食物中展現DreamTrips十周年的元

素等。

另外，雖然活動當天並沒有下雨，但未

雨綢繆的樂園商務活動策劃團隊早已安

排了周詳的雨天計劃，以確保活動萬無一

失。若當天天氣不幸惡劣，如何把大型戶

外自助餐遷移至園區內的室內場所舉行

等。

★挑戰3★
如何及早通知並安排其他賓客
離開相關主題園區？

此外，由于樂園的三個主題園區由下午

六時起專屬開放給DreamTrips的賓客，如

何及早通知並安排其他賓客離開相關主題

園區是其中一項需要細心計劃的安排。樂

園在活動前數星期已在官方網站張貼當天

的特別安排，並于當天在園區的主入口及

園內放置有關指示，提醒賓客有關園區將

會提早關閉。演藝人員亦會在園區的出入

口處，提醒非活動參加者前往別的園區繼

續遊玩。

再者，由于包場活動的參加者人數眾

多，因此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商務活動策劃

團隊亦精心策劃不同的娛樂項目，例如安

排迪士尼朋友出現在不同地點，以便分散

各園區的人流。

此外，由于預約參與慶典的賓客在活

動前一個月仍不斷增加，因此在策劃活動

時，樂園度假區必須作出靈活安排。包場

活動原定專屬開放三大主題園區，也就是

「反鬥奇兵大本營」、「灰熊山谷」及「迷

離莊園」給DreamTrips的賓客，但樂園最

終決定在6月22日專場活動當日，自下午6

時起加上整個「探險世界」主題園區專屬

開放給DreamTrips的賓客，以控制人流，

令賓客們能夠盡情暢玩樂園內超過100個

娛樂及表演項目，盡享奇妙體驗。而且，當

日，樂園亦為DreamTrips延長開放時間至

晚上11時，讓所有賓客都能帶着興奮滿足

的心情返回酒店。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商務活動策劃

總監關嘉麗表示：「本次DreamTrips幾乎

包滿迪士尼兩間酒店的所有房間，除了在

迪士尼酒店訂房外，WorldVentures更在尖

沙咀預訂了該區總酒店量約40%的房間，

另外還有預訂黃金海岸及港島區的酒店。

當中，香港黃金海岸位于香港新界屯門區

青山灣，距離樂園23分鐘車程。」

關嘉麗認為，度假區的商務活動策劃團

隊匠心獨運，為WorldVentures活動賓客悉

心安排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迪士尼奇妙體

驗。度假區的商務活動策劃團隊深明企業

活動成功的要素，為活動策劃者提供一站

式、量身定制的活動安排。無論是活動策

劃、流程設計等，團隊都考慮到每一個細

節，做到一絲不苟，讓賓客盡情歡度難忘的

埃及邀請廣東企業前往舉辦獎勵旅遊

據瞭解，借着2017年1月2日至3月27日深

圳至埃及包機直飛航線開啟之際，埃及積

極向深圳乃至廣東地區的企業團體發出邀

請，期待吸引更多團隊前往當地舉辦獎勵

旅遊，到訪當地享受別樣的異域風情。

記者瞭解到，深圳至埃及包機直飛航線

由埃及休閒航空執飛，逢週一出發，共有

13個航班，直飛開羅/阿斯旺回或直飛阿斯

旺/開羅回，每班交替進行，單程飛行時間

只需要10個小時。這是廣東地區繼廣州直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航埃及后，開通第二條飛往埃及的國際航

線。

由于新開通的直航航線為遊客前往文

明古國再添一條「空中走廊」，有多家廣

東旅行社業者為此瞄準市場前景，推出深

圳至埃及直飛旅遊包機產品。廣之旅中東

非游中心經理蔣一萍介紹，深圳至埃及的

直飛航線，從深圳出發飛往埃及北部的首

都開羅，從埃及南部的古城阿斯旺返回，

單程時間只需10小時，比廣州直飛節省了

2小時；考慮到廣州遊客前往深圳機場的

交通，廣之旅免費提供廣州市區往返深圳

機場的包車服務。此次開通的深圳直航航

線摒棄了慣用的點對點飛，而是採用雙點

進出，令遊客的出遊體驗大幅提升。目前

旅行社主打2條線路，分別是「埃及直飛全

景8天」以及「埃及直飛超豪華遊輪之旅8

天」。

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埃及的最佳旅遊時

間，氣候非常舒適，遊客可以脫去棉襖和羽

絨服，享受溫暖的陽光。加上目前辦理埃

及旅遊簽證也非常容易，遊客只需要在出

發前7天提供有效期在半年以上的護照掃

描件，填寫簽證資料表，便可辦理團隊落地

簽。對于企業團體而言，不管是舉行獎勵旅

遊，還是全公司聚會，都非常合適。

企業團體可以從南部城市阿斯旺，一路

向北遊覽串起埃及的全部精華景點，先是

從遊覽完阿斯旺大壩之后，乘坐超豪華

郵輪到盧克索看科翁坡神廟、埃德福神廟

等，下船后前往歐洲人喜歡的度假勝地—

紅海遊覽，再乘車返回開羅，免去乘火車從

阿斯旺到開羅需過夜一晚的舟車勞頓，阿

斯旺、開羅雙點進出，大大方便旅客的出

行。此外，該線路全程入住超豪華酒店，

紅海入住超豪華海邊度假酒店，令參與者

可以充分享受陽光、沙灘的舒適休閒旅

程。

WorldVentures
成立于2005年，是獲獎無數的國際旅

遊及休閒娛樂體驗會籍公司，專為會員提

供超值的DreamTrips旅遊配套和優質

餐飲、住宿等消費體驗。WorldVentures
總部設在美國德州，現時于全球約有50
萬名會員，業務橫跨美洲、歐洲、非洲及

亞洲等共29個市場。DreamTrips作為

WorldVentures旗下之皇牌產品，每月皆

于世界各界舉辦不同類型的深度遊。

[ 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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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香港迪士尼樂園商務活動策劃團隊

憑借豐富的企業活動策劃經驗，加上無限

創意，讓本次活動取得了空前成功。儘管

整個籌備過程挑戰重重，團隊仍以一絲不

苟的細節安排、貼心的服務，以及靈活的

應變計劃，令賓客驚喜不斷，盡享非凡難

忘的迪士尼體驗。

WorldVentures香港區總經理何錦

萍認為：「本次在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辦

的活動，吸引6,000名WorldVentures會員

參加，是本公司自2011年以來于全球舉

辦的其中一個最大型、參與人數最多的

DreamTrips。WorldVentures將于未來定期

在香港舉辦更多大型活動，目標令來自不

同地方的旅遊愛好者愛上香港，促進香港

旅遊業發展！」

Feedback 參與者反饋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是具有代表性的亞洲旅遊勝地，亦是WorldVentures舉辦專屬

活動場地的不二之選。本次活動絕對是公司成立十周年以來舉辦過最精彩的活動之一。《獅

子王慶典》是我看過最出色的迪士尼樂園表演，整個表演充滿活力，為現場賓客帶來熾熱的

盛事氣氛體驗。我們一定會重臨度假區舉辦活動。

本次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舉辦的慶祝活動確實喚起我很多童年回憶。整個活動的每

一項細節均經過悉心安排，特別是當走進宴會廳時，晚宴上提供琳琅滿目、種類繁多的美饌

佳餚，真的令我眼前一亮。然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演藝人員，

他們真誠貼心的服務實在太了不起!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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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迪
士
尼
）

WorldVentures全球銷售總裁Jon McKillip

WorldVentures獨立代表、來自馬來西亞的Sir Erwin A.C.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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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Promotion

北京新世界酒店
為完美年會提供驚喜價格

Early Bird Discounts

處女星號全新黃金三角航程早鳥優惠

Festival Package

臺北晶華春節入住尊享套餐&全新官網訂房優惠

歡度年會，北京新世界酒店是您的絕佳

之選。即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期間，僅需

每位人民幣388元、488元或588元的驚喜價

格，即可歡度一個令您難忘的年會。無論是

寬敞明亮的大宴會廳，還是現代時尚的多功

能廳，皆是您舉辦完美的年會場地。酒店專

業的宴會團隊將傾注全力滿足您的設想。

哪怕只是點滴細微之處，酒店也將竭盡所

能，給您留下美好的回憶。

詳情及預訂，請致電5960 8888或發送郵

件至events.beijing@newworldhotels.com。

亞太區領導船隊──麗星郵輪將推出新

航線，調配其亞洲船隊中的旗艦船「處女

星號」以高雄為母港，展開為期三個月的航

次，推出台灣—香港—菲律賓馬尼拉和佬

沃六天五夜郵輪假期，讓台灣旅客可以自

行選擇從高雄、香港或是菲律賓馬尼拉上

下船，為高雄的出入境旅遊業發展注入強

勁的動力。

麗星郵輪致力為旅客提供獨特的郵輪體

驗，為迎接2017年，更推出處女星號新航線

早鳥優惠價。即日起凡購買處女星號2017年

3月21日至5月30日高雄出發之六天五夜香

臺北晶華酒店特別推出春節入住尊享套

餐，誠邀賓客一同慶祝新春佳節，春節入住

尊享套餐的價格為新臺幣8,755元（約合人

民幣1,880元）。從 2017 年1月27日至2017年

2月1日，賓客可以在臺北晶華酒店參與節日

慶祝活動，不僅可以收到晶華酒店特別設

計製作的新年紅包封，還能獲得在辦理入

住時可使用的「一元福袋」，豪華客房中的

各式春節元素裝飾也會令賓客感受到濃濃

的節日氛圍。大年初一當日，客 人將有機會

在酒店大堂欣賞精彩的舞龍表演，或前往

位于麗晶精品購物中心（Regent Galleria）

舉辦的文化手工坊，製作或展示自己的書法

和剪紙作品。 

通過麗晶酒店官網預定房間將有機會贏

得每日 600 元新臺幣的優惠福利，可用于

就餐、購買 紀念品或體驗水療療程。 

配合麗晶酒店集團網站改版，臺北晶華

酒店的網站也隨之更新，為鼓勵消費者多

多利用官網服務，即日起，晶華官網www.

regenthotels.com/tw/regent-taipei推出「最

優價格保證、再贈吃喝玩樂金」活動，凡

透過官網訂房併入住者，即贈600元新臺幣

（約合 130元人民幣）現金抵用額度（可累

計），可以在酒店內抵用房價以外的多種消

費，同時，訂房者還可享有預定禮車服務85

折、視當日房況享提早入住、延遲退房等禮

遇。

更有誠意的是：如果消費者在訂房完成

后的24小時以內且至少正式入住的三天前，

于其他與晶華酒店合作的訂房網站看到同

樣房型與 條件、更低的公開客房價格時，晶

華將于您入住並支付房帳時，退還差額，此

舉正是要向市場大聲宣佈—晶華官網保證

最優房價！ 

于船艙內的全面覆蓋。屆時，無論是外出工作

還是旅遊的乘客們，都可在航行途中與外界保

持聯繫。

▼空海航線的彈性登船服務

凡透過金光飛航網站、手機應用程式及指定

金光飛航票務櫃檯預購金光飛航空海航線船

Special Offering
金光飛航
推出2017年全新優惠及服務

票的旅客，皆可憑該船票搭乘當日任何來往

澳門及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班。

另外，頭等艙乘客若因飛機航班延遲而無

法乘坐原訂的金光飛航航班，則可乘搭當日

其他有效航班前往澳門。

▼機場航線現金券贈送

即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購買金光飛

航指定機場航線航班的正價船票，可獲贈50
元現金券一張，可于下次乘搭市區或機場航

線時使用。 
更多有關金光飛航的優惠及詳情，查

詢班次以及網上訂購船票請流覽h t t p: //
cn.cotaiwaterjet.com/ferry-promotion-cn.
html。

提供往來香港與澳門豪華高速渡輪服務的

金光飛航推出2017年全新優惠及服務，包括

擴大Wi-Fi覆蓋範圍、空海航線彈性登船服務

及機場航線現金券贈送，讓往來港澳以及香

港國際機場的乘客擁有更加愉悅的旅遊體

驗。 

▼提升標準艙Wi-Fi服務

優質的Wi-Fi服務除了覆蓋頭等艙外，金

光飛航亦已在過半數的標準艙內增設免費

Wi-Fi。2017年3月起，金光飛航將完成Wi-Fi

SPG宴會活動優惠
綜合性忠誠計劃SPG商務俱樂部（SPG 

Pro®），推出最新的宴會活動優惠，讓賓

客們有更多的理由盡享歡慶的時光。從即

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凡是在全球超過

1,300多家參與促銷活動的任意酒店，舉辦

符合積分條件的宴會活動的會員，都有可

以賺取雙倍Starpoints®積分。會員直接向

酒店的銷售辦公室預訂即可，可以僅預訂

餐飲活動或宴會，也可以包含1~9間客房的

預訂。要獲得參加此促銷活動的資格，SPG

俱樂部會員和SPG商務俱樂部（SPG Pro）

會員需要在2017年2月28日前，訪問官方網

站活動頁面spg.com/toasttwice登記。

港、菲律賓假期，均享早鳥優惠價每人只要 

NT$ 18,800起（原價NT31,333，以兩人同住

一房計算），同房的第三及第四位旅客更即

享半價優惠。馬上行動，切勿錯過最夯的郵

輪旅遊假期！

如欲查詢更多資料及預訂，請聯絡麗星

郵輪合約旅行社，或瀏覽麗星郵輪官方網

頁：www.starcruis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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