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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商旅計劃為商旅經理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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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商旅人士需

求和期望值的提高，商旅經理正在努力面

對更為複雜、多層面的商旅。商旅管理人員

總會 (ACTE) 和HRS共同合作的最新研究

結果表明，商旅經理已意識到這一挑戰，

也瞭解簡化商旅計劃可能會帶來的益處，

但具體簡化工作在優先順序問題上，卻存

在諸多分歧。

 最新的「簡化商旅管理」研究結果表顯

示，商旅人士的出行安全排在首位：94%

的採購商表示員工關懷是他們工作中優先

關注的重點；82%的採購商表示這是他們

的首要工作。72% 的採購商將簡化商旅管

理作為其首要工作，排在成本降低 (88%)、

資料安全 (84%) 和提高商旅人士滿意度 

(75%) 之后。

但是，商旅經理已意識到簡化商旅管理

可以為其他戰略優先工作提供支援。舉例

來說，47%的商旅經理表示，簡化商旅管

理將會促進企業員工關懷義務的執行，有

39% 的商旅經理則認為這將會降低企業

商旅的總成本。

ACTE執行董事Greeley Koch表示，

「商旅經理和商旅人士都期待更為簡化的

商旅系統。因為在舊技術還沒來得及被市

場淘汰就開始湧現出新技術的情況下，瞭解

商旅政策、流程和使用過時的工具，這些

已經超出了許多人的工作負荷。值得一提的

是，簡化商旅計劃將有助于企業實現更為

重要的商業目標。贊同此主張並利用簡化

商旅計劃來解決其他問題的商旅經理，可

能會成為其所在企業中真正的領導者。」

然而，儘管商旅經理已意識到簡化商旅

計劃的重要性，他們也同樣瞭解到簡化的

構想與執行之間還存在一定差距。

比如，商旅採購部門將員工關懷義務作

為簡化商旅計劃中的首要工作，這直接顯

示了商旅人士出行安全的戰略重要性，大

多數受訪者 (83%) 表示員工關懷義務需要

立即採取行動 (62%)；此外，資料安全在採

購部門的簡化目標清單中居于第二位。

但是，採購商的商旅簡化優先工作與其

實際行動之間卻存在斷層，這就表明了在

實現商旅簡化的戰略目標方面仍存在阻

力。員工關懷義務和資料安全在執行方面的

不足，實際上與其他優先工作之間存在很

大關聯，超過20%的採購商表示目前尚未

將其商旅人士出行安全 (23%) 和資料安全 

(24%) 問題轉化為行動。

H R S 首席執行官托比亞斯·萊格

(Tobias Ragge)補充說，商旅管理對于公

司的價值正日益在優化流程和跨部門協作

過程中被凸顯出來，研究表明，供應商和

企業內部利益相關方必須在簡化商旅工作

中成為合作伙伴並緊密協作非常重要，領

先企業依賴于其內部利益相關方網路的同

時，還需依靠外部合作伙伴的資料、建議

和支援來實現其戰略目標。

複雜的商旅計劃涉及到企業內部和外部

多方合作伙伴和利益相關方。要提高簡化計

劃的效率，通常也需要這些相關方的支援。

儘管將近20%的採購商未獲得其他部門同

事的支援，大多數受訪者仍認為企業內部

相關部門是支持簡化商旅計劃的。

托比亞斯·萊格 (Tobias Ragge)也指

出，協力廠商可以提供相關工具和專業技

術為商旅採購商的簡化計劃提供支援。採

購部門也對這種協助持歡迎態度：目前超

過半數未獲得商旅服務供應商說明的採

購部門表示需要這種協助。研究資料表明，

將簡化計劃作為其首要戰略工作的商旅經

理，能夠更好地在企業內部及外部開展協

作，從而實現其商旅簡化目標。

簡化商旅計劃是商旅經理實現其業務

目標的主要途徑。但是，面對有限資源的

阻礙，以及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方不同程

度的支持，採購部門必須加強與供應商、

公司內部其他部門以及商旅人士自身的溝

通。

新公務機交付量十年將達8,300架
複雜的經濟環境以及極具競爭力的二手航空市場影響著公務航空產業，公務航空領域訂單量

在近期也將放緩步伐。霍尼韋爾（紐約證交所代碼：HON）日前發佈第26期年度全球公務航空

展望報告，預計從2017年至2027年，新公務機的交付量將達到8,300架，總價值2,490億美元，

較2016年的預測下降2-3%。

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金磚四國）中，中國和俄羅斯的採購計劃相比去年明顯降低，使得

金磚四國的整體採購量下降。歐洲地區的運營商們儘管仍在努力應對增長低迷、英國脫歐不確

定性、難民和移民激增以及恐怖主義的持續威脅，今年的新機採購計劃仍有顯著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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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商旅論壇深度預熱CTW China 2018 
[ 鐘韻—採訪報道 ]

中國國際商旅論壇暨2018中國國際商

旅大會前站日前于北京舉行。論壇通過一

天的日程探討了包含差旅及費用管理、商

務旅行人士的滿意度提升、資料分析和資

料安全，以及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差

旅管理在內的時下熱點商旅話題。作為

2018國際商旅大會的前站，本次論壇為

即將于2018年3月到來的大會提供了前瞻

性話題預熱與高效優質的商旅行業人脈

拓展，從中亦可窺見2018中國國際商旅

大會將帶來的巨大價值。

由TTG亞洲傳媒會展部和中航嘉信商務

旅行管理有限公司主辦的中國國際商旅論

壇暨2018中國國際商旅大會前站，日前于

北京西單美爵酒店舉行。本次論壇將來自

商務旅行管理公司、企業商旅採購部門及

航空、酒店、商旅支付和網路科技領域等

行業超過50位的專家共聚一堂，探討成長

中的趨勢和新的全球化標準。

本次論壇涉及諸多議題。上午的主題演

講談到企業如何對差旅及費用管理採取更

為有效的策略，從而為企業和出差員工謀

取最大化的利益；對話環節以旅行者的效

率和滿意度對差旅ROI的重要影響為出發

點，探討如何利用大資料和移動技術為旅

行人員提供全程服務保障，有效結合差旅

近日，杭州市品質技術監督局正式發佈

《會議服務機構管理和服務規範》，該標

準由杭州市旅遊委員會提出，杭州市商務

會展旅遊促進中心、杭州市會議與獎勵旅

遊業協會起草，規範自11月起正式實施。

《規範》在基本要求、服務要求、管理

要求等多方面都對國際化建設有回應，如

5.6.4 現場註冊應設置咨詢台或咨詢視窗，

安排專人解答與會代表的咨詢，咨詢台和

工作人員應保留至會議結束，對國際性會

議應提供1種以上的外語咨詢服務等。

《規範》也深入調研和總結了行業企業

實際工作流程，以會前、會中、會后涉及

的十二項工作為主線，制定了95項標準，使

《規範》條理更加清晰，對照更為方便，相

較于國家旅遊局標準，《規範》在服務要

求和品質上有更精細的要求。

另外，在場所選定、宣傳推廣、註冊管

理、資料收集、現場保障等多處增加了新

媒體新技術應用條款，比如，宜提供網站

註冊、郵寄註冊、傳真註冊、微信註冊等形

式多樣的註冊服務，並及時提供註冊成功

合規與用戶體驗。

下午的主題演講以企業對資料依賴性逐

日遞增為背景，談到資料安全意識的重要

性、如何優化大資料從而改善商旅項目，以

及商旅人士行為分析所能為企業日常商旅

管理提供的有利信息；對話環節聚焦中國

國內企業轉戰國際市場，探討新的企業需

求與行業挑戰、企業為使商旅項目適用于

不同市場所需考量的注意事項，以及商旅

人士滿意度與商旅項目成效的關鍵考核指

標等。

與會代表愛立信採購經理王萍女士高

度讚揚了本次論壇，認為論壇有效幫助了

與會嘉賓更好地瞭解了商旅市場的變化趨

勢，並借由業內專家的解析理解了變化趨

勢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和推動力。

「論壇對于優化差旅費用的成本效率，

也給了我們公司差旅管理人員新的思路，

從新角度來分析差旅費用的利用效率，並

且給出了資料分析支撐。新的視角有利于

改進目前可能忽略的費用支出誤區。同時，

參與CTF這一類型的論壇能讓我們學習分

享到其它同類型企業目前所採用的商旅戰

略。尤其是我們想要嘗試的新方向。通過

他們的經驗，我們瞭解到新模式新方案可

以為公司帶來怎樣的效益，以及可能產生

的潛在問題。很感謝中國國際商旅論壇營

造了一個很好的氛圍，讓業內人士得到了

更好的瞭解和溝通。」

來自北京西單美爵酒店的演講嘉賓歐

德飛先生則表示，通過現場討論將買家與

供應商緊密聯結起來。許多與會嘉賓還在

會后相互探討了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

下，酒店該如何融入商旅市場，以及分享了

彼此的心得體驗。總而言之，這是一場收

穫頗豐的商旅論壇。

通過來自北京西單美爵酒店（官方場地

贊助）、美國航空（鉑金贊助商）、中國南方

航空（金牌贊助商）、新加坡航空（金牌贊

助商）、土耳其航空（金牌贊助商）以及途

寶網路（金牌贊助商）各大贊助商的協力

支持，2017中國國際商旅論壇攜手行業精

英們深度解析了商旅市場趨勢與需求。

本次論壇為將于明年三月于上海舉行的

2018年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研

討與交流活動的一次前站；未于日前完成

探討的議題屆時將再被提出。中航嘉信商

務旅行管理公司總經理鐘明鳳說道，明年

的CTW China已將場地調整至上海新發展

亞太 JW 萬豪酒店，為參會者提供更好的

研討環境和交流平臺，期望商旅管理精英

一同參與大會。

杭州推出首部會議服務行業地方標準 
Hangzhou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憑證、宜提供WiFi密集性接入、大螢幕拼

接、視訊會議、現場直播等信息化服務等。

在管理要求中還單列信息化管理，提出體

現行業前沿和發展趨勢的信息化條款，引

導服務機構加強新媒體新技術的運用。

針對會獎旅遊業服務機構業務鏈和實

際運營的情況，創新性地提出了會議服務

機構應在會議旅遊策劃、組織、執行和保

障方面達到的要求，反映了行業運作的實

際情況，對會議服務機構服務完善具有積

極的引導價值。

在國家旅遊局標準基礎上，《規範》在

安全報備、綠色會議、醫療救護、旅遊服

務、評估報告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補漏，彌補

了國家旅遊局標準的短板。同時，《規範》

在信息收集與回饋部分等條款上進行了完

善。

中國第三會議目的地城市

根據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發佈

的全球會議目的地城市排行榜，在中國

內地，杭州已位列第三，僅次于北京和上

海。

杭州市商務會展旅遊促進中心副主任

楊保福表示，「杭州的會議服務、會議產

業也正在日趨完善。借后峰會、前亞運的契

機，推進城市國際化與國際會展的深度融

合，在現有基礎上推進‘1+X’（一個重點

場館、X個酒店配套）的設施建設，引導形

成會議總部經濟聚集區，其中環西湖、西

溪、錢江新城、武林－黃龍、濱江、蕭山、

千島湖等高端酒店+會議中心集群基本形

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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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意空間。」

據介紹，近年杭州本地會議的國際影響

力在不斷擴大，首屆世界工業設計大會、

中國國際茶葉博覽會在杭州永久落戶；杭

州成為全球首批、亞洲首個加入全球學習

型城市網路的城市；第三屆杭州全球華人

遺傳學大會，吸引了500多位國內外一線

科研工作者參加，推動並提升杭州生命科

學研究領域的國際地位；2016年的雲棲大

會，來自全球58個國家和地區的4萬名科

技精英現場參會，超過700萬人線上觀看

大會直播，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科技盛會

之一。

他進一步表示，從每年國際協會會議的

資料來說，杭州一直是北京、上海之后二

線梯隊的領頭，不過西安、成都、廈門、南

京這些追兵跟杭州差距不大。從總體會議

數量來說，市場對于華東區域的會獎旅遊

需求一直很旺盛。今后，杭州將會著力于打

造國際會議目的地的城市定位需求而加倍

努力。

此次推出杭州會議服務業推出地方性標

準，彌補了產業指導和管理等方面空缺，覆

蓋面廣，適用性強，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本市

會議服務業的整體服務品質，引導會議服

務行業的品牌化、國際化、標準化，助力杭

州打造會展之都、賽事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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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會展聯盟增38新成員 提升商務活動競爭力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皇冠假日酒店品牌新概念：關注商旅體驗
Hotel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據首爾國際會議展覽局指出，近日首爾

會展聯盟新增了38家新成員，使得首爾會展

聯盟整體成員數量達到260個，進一步提高

了首爾商務活動支持力度，也加強了當地商

務活動競爭力。首爾會展聯盟整體成員接

下來將啟動首爾作為商務活動目的地的推

廣計劃。

自2010年創立，並由首爾市政府和首爾觀

光公社運營的首爾會展聯盟，是一個結合

公營與私營部門的平臺，讓政府代理商與商

務活動服務供應商能夠一起合作，為企業

團體提供特殊會議場地、住宿、DMC，以

及其他會展產業的組織者。會議規劃者只

要使用首爾會展聯盟成員場地舉行商務活

動，就可以獲得眾多好處。

從47個成員發展至今，在七年期間成員

增長了453%。未來，首爾會展聯盟將繼續驅

動首爾會展產業的成長，以及各種推廣合作

計劃，致力于打造政府和私營企業之間的

友好合作關係，以提升首爾會展競爭力。

新成員將與首爾觀光公社在招標、吸引

客源、舉辦國際會展活動，以及公關活動上

進行合作，包括：海外媒體/買家考察行程、

海外雜誌聯合會展廣告、網路營銷、網路雜

誌和通訊發行等，以提升首爾的會展競爭

力。此外，各種官方活動，如首爾會展聯盟

成員會議、商務會議、首爾會展聯盟年會等

還將持續舉辦，以促進成員間的聯繫。

特別的是，新成員在今年8月28日已經于

COEX舉行了首爾會展聯盟咨詢會，當中，

介紹了首爾會展支持計劃，以及首爾會議

局最新推出的「首爾加」套餐指南，展示許

多吸引全新活動的成功案例，以及如何提

高成功的投標率。首爾觀光公社預計將通

過為首爾會議聯盟成員提供贊助性咨詢服

務，推動區域經濟發展，而這些會員將于

今年及不久之后舉辦國際活動。

新成員來自不同行業，包括：五家酒店、

四家P C O、七家旅行社、兩家交通供應

商、兩家服務供應商、三家娛樂供應商、

兩家購物旅遊運營商，以及十五家獨特

場地。其中，酒店包括：首爾皇家酒店、世

宗酒店、首爾Signiel、龍山雅高大使酒店、

Tmark大酒店。

而十五家獨特場地則包括：韓國國立國

樂院、現代和當代藝術(MMCA)國家博物

館、南山谷韓屋村、首爾黃金酒店金觀空

中花園、首爾路7017、韓國石頭藝術博物

館、複合型餐廳「SMT首爾」、以28個白色

貨櫃組成的SJ Kunsthalle文化空間、康萊

德酒店Vertigo、七度空間、天空農場(全日

新鮮廚房和韓國藝術美食)，以及Marine 

Island、Hanam Pig梨泰院餐吧、Heritage 

by H等場地。

洲際酒店集團日前發佈了旗下皇冠假

日酒店及度假村一系列的品牌新概念，旨

在為新時代的有志之士提供更好的商旅

體驗，讓他們能夠駕馭工作與生活的融

合之道，具體包括包括新一代的酒店客房

設計、早餐同步退房以及酒店全覆蓋免費

WiFi服務等。

作為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品牌全球煥

新計劃—皇冠假日的「摩登時代」的主要

內容之一，全新的“WorkLife”客房以極具

突破的新現代風格將引領酒店客房新風

尚，成就高效商旅、升級入住體驗。

設計著眼啟動靈感、養精蓄銳和專業高

效三個層面，從靈活性、私密性及高效性

滿足商旅客人的不同需求。啟動靈感層的

設計靈巧而有趣，保證商旅客人的入住體

驗充滿趣味和生活靈感；養精蓄銳層在滿

足賓客休閒放鬆的同時更具私密性，確保

無論單人差旅還是雙人差旅，都擁有較為

私密的個人空間；此外，“WorkLife”客房

還將高效性發揮至極，完美的功能分區合

理利用每一寸空間，無論何時何地都能隨

時隨地辦公、休閒。

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品牌管理及市

場營銷副總裁王藺表示，「我們始終致

力于為客人在差旅途中提供兼顧工作與

生活需求的便利設施及服務。皇冠假日及

度假村敏銳洞察賓客所需，不同國家因地

制宜，並追求設計與科技的完美融合。此

次的品牌煥新，將確保我們始終走在引領

新一代商旅趨勢的前沿，特別是洲際酒店

集團近兩年聚焦于對商旅年輕化的千禧一

代客層的需求，全方面提升賓客喜愛度，

推動酒店業績增長，並提高業主投資回

報。」

她進一步表示，現今科技與通訊的發展

使得工作與生活的交織愈加緊密，商旅人

士愈加希望在差旅中兼顧兩者，以最佳狀

態面對挑戰。皇冠假日陸續在旗下酒店推

出了滿足客人隨時隨地高效辦公的「以電

助力」項目、免費WiFi、早餐同步退房服

務，在會議方面持續推動提升會務管理

效率的皇冠會務總監項目，從細節呵護賓

客的需求，提升他們在商旅中的高效與便

捷。

皇冠假日全新品牌推廣活動「商旅成就

事業，也能成就生活」已于2017年6月正式

啟動，借此機會希望將目標賓客從專注工

作的「有志之士」轉向懂得工作生活融合

之道的「新時代有志之士」，推出新現代

風格的設計理念是皇冠假日酒店及度假村

在全球煥新旅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彰顯

品牌賦予商旅人性關懷的承諾。

成立CVB有利MICE市場發展

Hot Topic

[ 鐘韻—採訪報道 ]

有人認為，中國作為國際MICE目的地的

潛力仍待發揮，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CVB 

(Convention and Visitor Bureau，會議旅遊

局)的缺乏。而中國應該從國家層面設立這

麼一個機構嗎？

ASAE美國社團管理協會中國代表童英

認為，從國家層面設立CVB，有利于突出國

內不同地區的特色和亮點，主動推廣國家

整體作為國際MICE目的地。在此之上，目

的地成立自己的CVB，對其發展MICE市場

也能提供非常好的幫助。

她指出，很多國際協會在選擇大會目的

地時，無論是哪一個國家，都會避開一線城

市，因為一線城市的生意已非常興隆，對于

各個客戶的接待反而沒那麼上心。相反，二

線城市為爭取更多市場份額，從財務上也

會提供更大的支援。比如近期一個大型協

會會議落地美國，便選上了美國的「復興城

市」(Comeback city)底特律，因為當地CVB

主動地去接觸協會、推廣底特律的全新形

象和優勢、充分考慮協會大會的需求並提

供相應支援。

同理，中國的城市成立CVB，也有利于各

地發展MICE市場。不過，在發展市場至于，

自身的接待實力也需考慮；除了要有好的

會展中心、酒店等硬體，具備足夠組織能力

和服務水平的人才也很重要。

要成功拓展MICE市場，她認為，首先需

成立目的地CVB，有專門的團隊投入業務

發展，敞開心胸、向國際市場主動進行營銷

推廣；其次，要積極參與各類協會會議，接

觸協會內的決策者，瞭解不同協會的運作

模式和需求；再次，完善包括語言能力、組

織和接待能力等在內的軟、硬體設施。

↑ASAE美國社團管理協會中國代表童英

（
攝
影‧

鐘
韻
）

新加坡航空推出全新客艙

Airlines

11月2日，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新加坡舉行

全球發佈活動。現場全新客艙產品亮相，覆

蓋了新航套房、商務艙、優選經濟艙和經濟

艙，並將被率先配備于新加坡航空五架全

新的A380客機上，于12月18日在新加坡—

雪梨航線中正式啟用。

新加坡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吳俊鵬

(Goh Choon Phong)表示，全新客艙產品

是新加坡航空公司廣泛參考乘客回饋、歷經

四年研發的成果，不但耗資8.5億美元、重新

定義頂級航空旅遊的標準、打造全服務航

空行業標竿，也將以「空間個性化，體驗不

同」為主題，提供更寬敞和私密的空間，以

及多個專屬定制的貼心設計。

為了確保A380客機產品的一致性，全新

客艙產品也將自2018年下半年陸續配備于

現有的14架A380客機上，計劃于2020年全

面完工。

[ 張廣文—新加坡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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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文・鐘韻—採訪報道 ]

就現況而言，嘉信力旅運會議與活動亞

太區高級總監Michael Chiay表示，從分

享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來看，大型會議需求

沒有受到影響，但是小會確實有被影響，

愛彼迎的普及，也使得預定房間更容易，

要開會也更簡單。未來方向還是往分享經

濟為發展主流，所有人只要會用好此平臺，

就能降低會議成本，而且擁有多樣性的選

擇，也能享受更有彈性的場地，傳統組織

公司勢將越來越不受寵，這對整個會議行

業來說，將是一大促進，惟大型客戶尚且用

不到。

游邐咨詢創始人李雷也提到，現今大型

企業都很關注「關心責任」，所以即使愛彼

迎很關注他們，大企業在未來幾年仍然無

法被愛彼迎吸引，因為安全考量、付款機

制、缺乏發票等顧慮，但是分享經濟知道

自己要面對這些挑戰，現在也啟動了安全

檢查機制，推出證明系統，未來大企業還

是有可能會使用的。

在每年會議行業中，約有60～80%的會

蓋所有的小型B客戶，其實，小型的B客戶

類似C客戶了，會因為喜歡就選了。

相較之下，大型企業訴求多，財務要求、

政策要求、首席執行官要求等客製化的開

發必須存在。如果要利潤、要服務，又要預

算三贏，就必須以技術模式創新才行。

未來，小會將長期存在，行業要聚焦

于相互主動、學習配合，並要一起解決痛

點。

今年乃至往后的機會，張軍指出，就要

看市場的變化。要仔細看哪些產業的會議

數量增加了，例如，與一帶一路相關的、與

健康產業相關的，這些都是機會。2016年，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落地，把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醫療、中醫、養生、養老

都聚焦于保健，鼓勵提前做好工作，而不

是生病了並才看醫生，同時，各地區政府都

關注着新政策，整個產業都受到影響。從

企業角度來看，醫藥合規對產業產生較大

改變，但是醫療業未來的發展依然可觀，

尤其規範改變以后，很有機會展現雙位數

成長。

另一方面，直銷行業也會增加，呈現幾倍

增長，直銷執照也不斷成長，目前已經從

54家增至了87家，提供很多就業機會。這時

候就會有大型會展的需求，對酒店來說，

這就是機會。5千人到3萬人的會議，只要場

地合適，就特別有吸引力。此外，保險行業

也可以關注，今年保險產業成長幅度在30

至50%之間。

整體來看，哪些行業增長快速，就是

MICE需求最多的地方，更是需要被關注

之處。不過，能源產業雖然很大，但是需求

很少，還得不到太多關注。

仲量聯行印度公司亞太地區採購事務

主管Pulak Bhaumik認為，除了要有清楚

的公司政策，事前規劃也很重要，而且要

擁有一個合適的差旅經理。2017年的會議

行業很樂觀，成長穩定，數字都在增長。現

在很多企業都將旅遊的消費提升了25%，

而且重視合規。值得注意的是，要記得最

終用戶的行為表現，以及他們所偏好的事

物細節，使用同一個視窗和客戶聯繫，才

能有連續性，也不用從頭到尾學習調整。

另外，很多政策都是有彈性的，即使需

議為小會，花費在5～10萬人民幣。對會展

公司來說，管理小會或是中會，所要付出的

成本差不多，但是兩者產生的利潤差很多。

小會議往往在兩個星期前才會開始找酒店

預定場地，對酒店來說，是一大難題。雖然

運營寧願自己操作，但公司規定要交給協

力廠商。

中青博聯整合營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裁張軍也表示，現在會議的數量變多

了，但是會議的規模變小了，如此一來，市

場上更多商機了。

眾所皆知，要維持競爭力，必須要擁抱

互連網，透過系統性的持續溝通與配合，

酒店才能脫穎而出，爭取到生意。即使是

小公司開小會議，會議也要高效運營，必

須有系統的管理。而創新的舉措，一直是

企業所樂見的。每個人都要學會在行業中

找尋新的需求，洞悉新的趨勢，即使是同

一個市場、同一地方，也能找到需求。

惟現在的情況是，要合規又要滿足客人

要求，這確實對旅行社是一個挑戰。要用

技術手段，同時，自己也要規範，自律需要

落地，在客戶、酒店、會展公司之間的連接

要做到透明。其實，要合規還是要業績很

為難，不過張軍呼籲，同行要自律。現在很

現實的問題，就是須按常規來做，否則沒

辦法活。小會至少也要兩個星期的溝通與

協調，還要應對想做出差異化的同行，很多

會展公司乾脆就不做了。而對想大範圍發

展的公司，往往就是選擇走技術的道路，

因為要滿足大批B2B客戶的系統，很難提

供一個定制化的開發。一個系統往往會涵

1.分享經濟影響力擴大

　儘管經濟前景不甚明朗，中國會議活動市場仍

舊紅紅火火、方興未艾，到底這其中存在那些現

象與走勢? 永遠看重成本的企業又有那些方法

達成設定目標? 什麼樣的機遇又吸引著新競爭

者加入戰局? 

2.小型會議持續成長

[ 張廣文・鐘韻—採訪報道 ]

蓋所有的小型 客戶，其實，小型的 客戶議為小會，花費在 萬人民幣。對會展

 探索會議活動服務的

7大發展要點

3.看好保健、直銷、

        保險產業

（
提
供‧

雅
典
娜
）

4.須重視

         最終用戶的喜好

（
提
供‧

O
akw

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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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花費細節、提高與供應商的談判籌

碼、進行季度業務回顧等，都是節省會議

成本的好方法。

如何下壓會議成本？B o n d u r a n t 
Consulting總裁Betsy Bondurant介

紹，首先要知道錢的去處。集中管理所屬

組織的會議和活動花銷可使所有會議和活

動話費透明化，從而節省成本及降低風

Cost Saving

技巧性下壓會議成本
險、維持穩定的會議品質及提高與供應商

談判的籌碼。

會議經理人必須把握關鍵資料，包括：

會議數量、每次會議的花費和所節省的成

本、會議類型、最常使用或支出最多的酒

店及其他供應商信息。

其次應研究採購策略，包括推出首選酒

店(Preferred Hotels)計劃，利用重複預定、

無競爭等條件積極爭取房價下降、客房升

級、免費項目或增值優惠。

再次，應記錄成本節省空間；針對酒店，

住宿方面包括房價、免費上網、免費使用

健身房、免費早餐、免費房晚等，視聽方面

包括免費使用設備或設備租賃折扣，餐飲

方面包括價格優惠或附贈飲品，交通則包

括免費VIP接駁。

接着是需求管理和提高效率。會議經理

人必須瞭解每次開會的目的，決定是否可

減少面對面開會的次數，或者利用電話、

視頻、區域性會議作為會議的替代方案；

增加會議的科技含量、重複使用供應商、

完善會議策劃流程等則有助提高開會效

益。

最 后 ，要 記 得 做 季 度 業 務 評 估

（Quarterly Business Reviews，QBR），包

括檢視會議量和花費細節、對未來業務和

趨勢進行預測等。

再者，商務卡除了在差旅廣泛受到使用

外，憑其所提供的便利性和透明性，商務

卡在會議活動方面體現的優勢也逐漸受

到企業認可。

一家美資生物製藥公司的商旅經理分享

到，該公司2007年就開始使用商務卡；一

開始，其使用逐步落實在差旅機票和酒店

要應對，也可以根據政府隨時調整。例如，

印度的通貨膨脹率約7-7.5%，遠高于世界

平均通貨膨脹率4～4.5%，但遠低于印尼

的50%變化，如果通貨膨脹率變化，要更

正現有的政策，必須要與酒店供應商洽

談，溝通利潤下滑，如果無法取得共識，就

得找其他合適的酒店，一起找一個大家都

能賺錢的方法。

游邐咨詢創始人李雷指出，2017年酒店

價格穩定，各大市場不斷地有全新客房加

入，有些品牌甚至每小時都在開全新酒

店，上百家全新五星級酒店出現在市場中

也不足為奇。供應商的增長，導致市場競

爭激烈，不過，二三線城市的酒店數量不

多，酒店擁有較大的話語權。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企業會直接跟酒店

簽合同，接下來幾年，專業會議組織商等中

5.酒店價格

       仍是主要關鍵

間人的角色將越來越弱化。酒店其實也很

喜歡直接跟客戶談價錢。目前很少企業會

談服務，多數人都是在乎價錢，只問價格

不問服務好不好，是市場現狀。價格比服

務重要太多。

惟隨着市場透明度越來越高，少數企業

開始轉而聚焦于服務，這對行業來說是一

件好事，酒店現在也應該發展多元化的產

品，專注于增值服務，如交通配套、娛樂套

餐、客房內的詳細貴賓服務等，以因應未

來越來越多重視服務的企業數量。

Pulak Bhaumik指出，事實上，酒店投資

應趁現在。作為一名買家，重點放在：如

何省成本。同時，要帶給參與者舒適、輕鬆

和彈性。其實，增值服務是企業決定要不

要去的關鍵原因。如果到訪者可以更加舒

適、享受更多免費服務，那被選中的機會

也就越高。酒店可以考慮增設書店、瑜珈

室，給予到訪者多個空房，並且看顧參加者

的伴侶與家屬，讓家屬的安全受到重視。

整體來看，關注四點最重要，也就是安全、

舒適、輕鬆、合規。

另外，可以詢問買家，一年預計要舉行多

少會議，如果他們願意和供應商分享，就

很有機會爭取到這些會議。其實，會議后，

沒有人會理會合約了，這點需要注意。而在

提供場地時，至少要花兩小時展示給現場

的到訪者觀看，這樣才能明白地表達自己

所能提供的服務與設施。

李雷表示，酒店行業應該注意兩大重

點，一是要加速行動，不要發出十頁的繁

瑣合約，讓客戶看一堆法律條款，應該要

快速調整，發放精簡版的合約版本。另一

方面，要理解到銷售工作者的壓力在不停

加大，以前爭取到一個大型團體，就可以

高興一個月，立刻達成目標，現在沒有會議

了，而且從市場趨勢看，團體規模越來越

小，銷售工作者需要更積極，透過不同管

道，如線上、MICE特定平臺等，尤其目標

如果還放在大型企業，更是不能等大會上

門，要隨時保持敏捷，時時警惕自己。

其實，就市場上的會議而言，如果會議

場地不在酒店內，客戶是很喜愛的，因為

在宴會廳永遠是一樣的感覺，很多企業對

此模式已經感到無聊。很酷、很有設計感、

很另類的場地，或是位處獨特的景觀，如

湖邊等，反而更受青睞。因此，酒店在設

計會議場地時，應該要設計一些獨特的空

間，充滿設計感或是展示前瞻性設計的場

地都不錯。即使面對客戶不想在酒店內開

會，酒店應該也可以靈活處理，提供員工、

餐飲、服務，將整個團隊帶去特定場地為

客戶服務。

此外，住宿方面，酒店應該跟愛彼迎學

習，學會如何將當地體驗和酒店做結合，

應關注改變，在客戶體驗中加入一些當地

的元素。

6.重視服務的企業

        逐漸增加

7.獨特空間、

       當地元素受青睞

重點觀察Notes 另外，市場上也的確還看到幾個明顯現象，值得業者持續觀察，包括：

增長較多的會議類型為培訓活動。這顯示世界的經濟開始復甦，各地的企業又再度開始積極訓練員工。

會議中納入高科技。例如，會議管理軟體、會議中運用手機應用程式、混合型會議科技、虛擬會議，以及社交媒體平台等。很多會議中都會透
過手機應用程式和社交媒體刺激到訪者參與度，並提供一個發言、討論窗口。

企業傾向選擇中檔酒店。要舉辦會議的企業現在都偏向選擇4至4.5星級的酒店，而不是五星級酒店舉行，使得全球中端酒店需求增長。

同時，企業也聚焦于星期一到五舉辦活動，避開週末高峰常態。

就會議地點而言，大部分的會議都會在當地或本身國家舉行，如果出國，則一般會選擇大型交通樞紐城市，新加坡、香港、紐約、悉尼等，
以方便全球參與者到訪，並減少成本。

且越來越多企業現在針對搭乘同一個飛機的員工數量打造限制規定，寧願多花些天數分批將員工送達開會地點，也不要將全部的員工都
安排在同一個飛機上。

32%企業擁有策略會議管理機制 
Survey

根據近期一項覆蓋超過20個行業類別、

110家企業的調查(代表了超過30億人民幣年

度旅遊花費，80%的中國企業總部位于上海

或北京，回應者多半職能為管理人員、會議

和活動經理、採購人員、旅遊經理)，2017年
會議和活動的主要驅動依序為：經濟背景、

監管和合規、整合會議支出、在營銷組合中

增加的活動占比、可持續性、運用科技。

相較于2016年，今年的會議和活動預算

大部分企業都維持不變，在10%的幅度內增

減。而預算增加10%以上的企業比減少預算

10%以上的企業數量多6.4%。

另一方面，前三名採購考慮要素，分別為：建

立一個正式的規劃流程、緊抓和分析會議與活

動花費，以及設計一個會議和活動採購策略和

政策。

此外，擁有一個策略會議管理機制，逐漸成

為企業的目標，已經擁有策略會議管理機制的

企業達到32%的比例。預計今年完成建立策略

會議管理機制的企業，達到26%的比例。

32%
具備會議管理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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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局勢影響，今年釜山的獎勵旅遊市

場不若以往，但因此發現到中國會議市場

潛力相當大；今年釜山已開始接觸這塊市

場，未來並將逐步加強發展力度，為迎接

中國協會主辦的國際會議做準備。

韓國釜山是韓國最大的港口城市、第二

大城市和經濟重鎮，同時，據UIA報告，釜

山是亞洲第五、全球第十大國際會議目的

地。此外，釜山是一座慶典城市，全年不

斷的節慶活動包括釜山電影節、釜山煙花

節、亞洲文化節等，而作為海洋城市，釜山

還擁有豐富的海洋活動。

釜山與首爾、濟州之間，既有共同點，同

時又存在競爭關係。與首爾一致的是，釜山

有大型百貨商場、免稅店、奧萊等，是購物

天堂；和濟州相同的，則是它有非常好的

自然風光。這些優勢足以使其以獨立目的

地立足，並且以連線目的地吸引到訪韓國

其他目的地的遊客去釜山體驗不一樣的自

然和文化面貌。

在MICE市場裡，釜山于會議領域對歐

美協會的吸引力較大，在中國則一直主力

發展獎勵旅遊。然而

今年由于兩國關係緊

張，直至九月份，釜山

一個中國獎勵旅遊團

都沒有接待到。所幸，

釜山會議局副局長Yi 
Kyung Hong指出，

釜山並未如濟州般依賴中國市場，因此打

擊並不是那麼大，釜山的市場發展力量在

此情況下正主要投向歐美市場；但隨着緊

張局面持續，釜山感受到的市場影響也逐

漸上升。

接下來，在中國的MICE市場中，除了

期待獎勵旅遊市場回復，釜山還將開始

探索協會市場的機會。Yi Kyung Hong說

道，隨着中國改變了關于協會的相關政

策、促進協會自行發展，釜山也已開始為

迎接中國協會主辦的國際會議做準備。

Yi Kyung Hong說道，中國的協會數量非

常多，會議市場潛力相當大；今年釜山剛

剛開始接觸這塊市場，未來並將逐步加

強發展力度。

Biz Opportunity

釜山挖掘中國協會會議市場商機
[ 鐘韻—採訪報道 ]

（
攝
影‧

鐘
韻
）

之預定，隨后公司政策明定不使用商務卡

便無法報銷，故商務卡得到普及。但在差

旅之外，商務卡在MICE方面體現的優勢更

為明顯。

她介紹，該公司從2009年開始將商務卡

應用于小型會議(Symposium)——這些會

議雖然規模不大，但仍包含場地設計、地

面交通、餐飲和少量的住宿——此后，小

型會議的花費越來越多地轉向商務卡。

這有很多好處。首先是節省PCO的服務

費，因為只要請PCO代為預定，對方便會以

銀行利息為由收取服務費；其次，服務費

雖然並不是一筆特別大的金額，但至少商

務卡能解決消費透明度的問題，因為得益

于科技，使用信用卡進行的所有消費在何

時、何地、哪一台POS機所刷、乃至POS機

由哪一家商戶註冊都可以輕易查出。而該

公司的報銷系統供應商也正在開發產品，

使未來所有消費在進入系統時便直接顯

示商戶名稱；未來任何消費異常情況都會

迅速抓取財務的注意。目前該公司已開始

「建議」員工，只要非過于複雜的會議，都

應儘量使用商務卡，減少PCO使用量，如

此報銷流程也會相對簡單。

關鍵
資料

業務
評估

採購
策略

需求
管理

紀錄
成本

提高
效率

善用
商務卡

2017-11+12-04.indd   9 2017/11/22   12:36:22 AM



10   TTG-BTmice China-November/December 2017

↑TTG亞洲媒體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漢明（右）、泰
國會議展覽局局長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
（左）。

MICE SHOW-ITCMA

鞏固首屈一指展會地位

MICE產業歸屬成熱點話題

IT&CMA、CTW Asia-Pacific

　IT&CMA及CTW Asia-Pacific今年已堂堂分別邁入25及20周年，雙雙以全球標準為基準，與行業一道向前推進，並見證亞太

MICE產業發展的里程碑。由于迅猛發展，MICE產業究竟應被歸于旅遊業、知識經濟抑或創意產業，今年在會中引起廣泛討論。雖

然長久以來都沒有定論，但不少業者認為，MICE市場因其橫向特性，真正需要的是跨部門的合作；鎖在旅遊部門這樣的直線性平

臺時，很難發揮它應有的價值。

[ 鐘韻—曼谷採訪報道 ]

第
2 5 屆亞洲獎 勵 旅遊及會 議 展

（IT&CMA）暨第20屆亞太國際商

旅大會（CTW Asia-Pacific）日前于泰國曼

谷開幕。本屆「周年紀念版」展會從會議與

培訓、展前和展后考察乃至娛樂活動，涵

蓋了一系列令人難忘的亮點。為期三天的大

會期間，超過100場的商務會議、交流機會

和培訓課程共迎來超過2,900名代表參與，

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亞太地區領先MICE和

商旅管理大會的地位。

TTG亞洲媒體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

漢明(Darren Ng)介紹，本屆展會除持續

吸引大量亞太地區CVB參展，也得到了酒

店和郵輪業的強力支持；許多參展商在搭

建展臺之外，更利用協會日（Association 

d ay）的機會進行目的地推介。同時，贊

助活動和獨家品牌活動也更加熱門，社

交活動更是延續到了展會之外。

包括主旨演講、東盟MICE會議、協會日

的各個論壇、篝火知識會、商旅論壇等在

內的超過20場教育活動依舊是IT&CMA

和CTW Asia-Pacific重中之重的內容，來

自政府機構、學術界、行業專家和協會的

50多位行業領袖，分享經驗並傳授知識，

助參會者持續與全球標準接軌。

黃漢明強調，「我們在意識到亞太地區

MICE和企業旅遊市場缺乏專業化時，啟

動了這一系列的活動；自IT＆CMA于1993

年、CTW Asia-Pacific于1998年啟動至今，

我們以全球標準為基準與行業一道向前推

進，並以客戶對我們的信任和承諾為亞太

地區下了有競爭力的定位。與參會代表們

共同見證這一里程碑，我們深感榮幸和感

激。」

泰國會議展覽局(TCEB) 局長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說道，TCEB

在過去16年與TTG Asia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關係，並一同將IT&CMA和CTW Asia-

P a c i f i c培植成了亞太地區不可錯過的

MICE旗艦展會。今年，TCEB再次為展會

提供了重要附加值，其中包括為來自超過

50個國家和地區的550位潛在買家提供參

會和商務對接的協助服務、在展會的泰國

展臺中聚集了63家積極與參會者交流的泰

國展商、組織一場令人經驗的開幕晚會、

帶領遊客探索全新體驗的會前和會后考察

行程等等。

他表示，「過去十年，IT&CMA通過為

當地供應商創造機會、延伸TCEB推廣活

動的觸角及讓訪客在考察活動中親身體驗

泰國產品，使泰國吸引到的MICE訪客、活

動和興趣不斷翻番。IT&CMA 和 CTW 

Asia-Pacific對于展現泰國的潛力，是為一

股關鍵力量。」

IT&CMA 2017 

今年是我們第二次來曼谷參加

IT&CMA展會，主要是為了看更多未來

組織會展能運用到的資源，比如酒店、

目的地會展局等。總體而言，展會感覺

很好，尤其今年我參加了很多協會日的

論壇活動，非常有用。

中國的協會和其他國家的協會市場狀

態不太一樣，所以確實有些內容很難應

用于中國市場，不過今年也可以看到一

些中國的演講嘉賓進行分享，聽到更多

元的聲音其實也是好的。

就本次展會的供應商而言，我們還是

希望看到更多目的地CVB，因為我們的

資料庫裡已經存有大量的DMC等資源。

CVB可以讓我們在組織會議活動時多一

些靈感、激發更多的創意。

聽到更多元的聲音

Buyer’s Talk

中國電子商會

副秘書長喬雨

買家分佈

亞洲

56% 

原買家

35%

協會高管 10% 
展區面積　6,000平方米

展商數量　807個展商，分別來自299個國家地區

新參展目的地旅遊局
　澳門、泰國蘭納、大阪、珀斯、

 韓國水原市

新參展企業

　

買家數量　來自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的550位潛在買家

新  買  家　分別來自巴西、丹麥、埃及、日本、墨西哥、

 摩納哥、祕魯、羅馬尼亞

Bangkok Marriott Marquis Queen's Park, 
Buy The Sea, Dream Cruises & Star Cruises, 
Frasers Hospitality, Pan Pacific Hotel Group, 
PIGS DMC, Pullman Putrajaya Lakeside, 
Silversea Cruises

歐洲

40% 

美洲

1% 

澳大利亞 2% 

其它 1% 

新買家

65%  

(其中51%為新
差旅採購經理)

其它

60%

差旅採購

經理/

TMC

30% 

鐘韻—曼谷採訪報道 ]

聽到更多元的聲音

Buyer’s TalkBuyer’s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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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SHOW-ITCMA

Position

MICE是否更接近知識經濟？
從主旨演講到分論壇，強調「MICE不

應被歸于旅遊產業來管理和發展」，是本

次大會不斷出現的主題，各地政府如新加

坡和迪拜一般予MICE產業更直接、更大

力的發展支持，也不斷被呼籲。

YES
有人以較溫和的態度看待MICE的歸類。

ICCA亞太區主席葉泰民(Jason Yeh)在
開幕式中即說道，MICE產業究竟應被歸于

旅遊業、知識經濟抑或創意產業，長久以來

都沒有定論。單從業者多數是服務供應商

的身份來判斷，旁觀者很容易認為MICE只

是旅遊業的一種。但分析MICE活動成果的

價值，它又與知識經濟比較接近。

● 不過，無論歸入哪種產業，MICE都對

城市經濟發展有助益。在吸引活動落戶

的共同目標之下，也已經有許多城市結

盟進行不同程度的合作。由阿布扎比、

德班、倫敦、三藩市、首爾和多倫多發

起的Future Convention Cities Initiative

（FCCI）是很成功的例子，由布魯塞

爾、迪拜、新加坡和華盛頓特區所組成

的Global Association Hubs Partnership 

（GAHP）則是在幫助國際協會發展會

員和知識的同時，協力把大型協會會議

吸引到這四個目的地。另外，維也納和

巴賽隆納、西雅圖和奧斯丁，也從城市層

面進行MICE推廣合作。所以，在目的地

競爭越演越烈的國際形勢中，所有CVB

都可以考慮看看，是否有其他合適的城

市伙伴可以攜手合作。

● 其次，除競標然后等3到4年才承辦活動

之外，城市其實也可以創造自己的活

動，強化自身MICE定位的同時，也更快

帶來生意。比如臺灣高雄去年就打造了

國際海港論壇，有25座城市的代表參

與。

● 最后，會議活動除了當下帶來經濟影

響，更會留下助力城市未來發展的遺

產。比如去年臺北的一場活動不僅開啟

了當地的自行車共用市場，還為臺灣的

高端自行車製造產業帶來了發展動力。

總結下來，柳丁或蘋果都有豐富的維

生素，對健康有益；MICE也是這樣。無論

如何歸類，它對目的地的發展都是有好處

的，因此值得深耕。

NO
然而，激進一點的看法似乎才是這次大

會的主流。有人甚至認為，MICE產業發現

自己的源頭是旅遊業，且去哪都被歸到旅

遊堆裡，是「很不幸的事情」，因為旅遊行

業是直線的，但商務活動可以橫向地、策

略性地分別推動中央政府所認為有價值

的所有產業發展 。

其論點是，在政府管理體系中，當MICE

被歸于旅遊業時，任何活動要從其他部門

尋求資源都會被當成皮球踢回旅遊部。但

MICE領域做得好且真正善用它所帶來的

機遇者，是完全理解它應由政府直接主導

的那些國家，比如CVB直接向總理彙報的

泰國。

WHY
首先，種種資料和趨勢都顯示，製造業

的就業機會正在一步步萎縮，各國政府也

開始意識到拓展知識和創意經濟的必要

性，而知識和創意崗位需要受過良好教育

的勞動人口來填充。所以如果不引進知識

和創意、提升勞動力水平，這個國家很快

就會在國際競爭中落后，並面臨高失業人

口的壓力。

其次，在強調終身學習的當前社會中，

協會一方面是職業進修的主要驅動力和供

應源，另一方面，協會在壯大的同時，其他

經濟領域也會跟着成長，比如有更多的專

業人士、發展全球範圍的貿易和知識交流

網路、建立本土的科研社群等等。隨著越

來越多國家開始認清眼前的現實並進行

投資，目的地之間的協會會議落地之爭將

會直線上升。

SO
The Iceberg on behalf of The Joint 
Meetings Industry Council (JMIC) 
James Latham說道，MICE活動確實能

為旅遊市場帶來直接且明顯的效益。但

MICE市場因其橫向特性，真正需要的是

跨部門的合作；鎖在旅遊部門這樣的直線

性平臺時，很難發揮它應有的價值。

隨着知識經濟崛起，15年后，人類社會

當前40%的工作都會消失不見；要維持一

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政府真的要開始思

索如何替換這些將不復存在的工作、如何

利用商務活動產業來刺激經濟增長、吸引

投資以及能幫助國家在知識和創意社會中

提升競爭力的恰當的人才。

而在找到自己的優勢和發展潛力在哪

（比如數字科技、先進醫療或精密製造

業）之后，政府可以在競標活動時往那個

方向發力，或者在那快領域加強基礎建

設，提升自己對這些活動的吸引力。

不過Gaining Edge高級合伙人Mike 

Williams比較擔心的是，亞洲的會議市場

雖正迅速擴張成為僅次北美的第二大市

場規模，然其營銷動力和執行力的成熟度

以及協會市場的發展仍落后于歐洲，因此

ICCA, PCMA, ASAE等協會進入填補這處

落差、協助亞洲協會成長並與全球相關社

群建立聯繫的需要，非常迫切。

然而由于多數國家的MICE產業根植于

旅遊產業，而政府旅遊部門無法理解「協

會」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因此這種發展思

路其實很難在現實中落實。

另一方面，這些「外來」的協會想進入亞

洲市場，也必須瞭解到西方有西方的做事

方式，亞洲有亞洲的；而在亞洲，泰國、中

國、韓國乃至各國的協會形成、目標和行

事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從根紮起，讓協會

在新的市場上有機的成長，會比當前多數

國際協會在新市場上偶爾辦個論壇或培訓

會這種方法，要有效得多。

↑The Iceberg on behalf of The Joint Meetings 
Industry Council (JMIC) James Latham（左2）、
ICCA 亞太區主席葉泰民（左1）。

15年后，

人類社會當前40%的工作

都會消失不見

多數國家的MICE產業根植于旅遊產業，而政府旅遊部門無

法理解「協會」和他們有什麼關係。MICE領域做得好且真正善

用它所帶來的機遇者，是完全理解它應由政府直接主導的那些國

家，比如CVB直接向總理彙報的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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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麗都，就沒有巴黎的夜生活

DESTINATION-EUROPE

在巴黎極具歷史和知名度的巴黎麗都

秀，自2015年全新升級翻新場地和內容

后，也開始向中國市場推廣真正地道巴黎

夜生活體驗，特別面向越來越多選擇自由

行的中國高端客人，除了麗都秀網頁已有

完整中文版介紹和預訂途徑外，亦設置中

國市場經理專門面向中國市場推廣景點

巴黎高端旅遊體驗項目；業主公司除了極

具盛名的巴黎麗都秀外，還有塞納河遊

船晚宴和艾菲爾鐵塔觀景樓層晚餐，都可

以按照客人想法定制安排。

巴黎麗都秀場位于香榭麗舍大街，擁有

近70年的歷史。克萊裡科(Clerico)兄弟于

1946年買下位于香榭麗舍大街的巴黎麗

都夜總會。麗都經過改建和豪華裝潢，所

有演藝節目品質大大提升，也更加奠定其

在巴黎人夜生活的地位。麗都秀首開餐飲

與觀賞節目相結合的娛樂模式，后來在全

球廣為仿效複製。此外，麗都秀更是全球

首創冰上舞池、游泳池、溜冰場及瀑布噴

泉等水景效果、直升機在演藝大廳內飛行

演員全數600套精美服裝、250雙鞋、200

頂帽子和原創頭飾等均由年輕的天才設計

師Nicolas Vaudelet負責制作（其曾與Jean-

Paul Gaultier和Christian Lacroix合作），舞

團服裝配件更使用超過200公斤羽毛，演

員視覺效果極具豐富。

所有工作人員均著新制服，由Lenôtre供

應精選菜單，現場樂手和45人大型樂隊在

晚間演出第一場次前，即開啟精彩紛呈的

晚間娛樂秀。

受到本地人認可的夜生活

巴黎麗都大中華地區市場銷售經理焦

昺鑫向記者介紹，沒有「麗都」就沒有巴

黎的夜生活，這說法一點都不誇張。巴黎

麗都在法國人的心裡更代表一種精神，一

種巴黎人的精緻和不朽的羽毛裝飾的傳

統。喜愛舞臺表演的客人，到巴黎不應錯

過各有千秋的三大秀，除了巴黎麗都外，還

有瘋馬（Crazy Horse）、紅磨坊（Moulin 

Rouge）。但巴黎麗都秀實際是法國本地

人非常認可的夜生活演出，一直以來超過

50%的觀眾都是法國本地人，甚至有很多

法國人會選擇生日慶生、結婚周年慶祝

等，到巴黎麗都晚餐和觀賞演出。

他表示，現在演出的巴黎麗都秀呈現出

淘氣巴黎風貌，並加入巴黎常見的新藝術

風格，也同時展現巴黎麗都的歷史，製作

團隊從麗都精神和巴黎美妙夜晚中汲取靈

感，融合現代元素，順應科技潮流，加入

特效、可移動的LED螢幕、運用新型佈景，

盼吸引年輕觀眾，特別是現在演出導演的

名氣，實際上不需要太多著墨，對已有多次

出境遊經驗的中國遊客來說，已是一大賣

點。

此外，現在越來越多中國遊客選擇到巴

黎自由行，甚至趕上每年的巴黎打折購物

季，這也是巴黎麗都秀進入中國市場的最

佳機會，因為演出票價相對高，加上用餐及

觀賞演出，大約在150-280歐元，但也可以

選擇安排晚間塞納河遊船晚餐后再到巴黎

麗都觀賞演出。

麗都全年營業365天，每晚兩場次，單人

票價自100歐元起跳，巴黎麗都秀公司旗下

的旅遊項目也可安排不同組合、按照不同

團體預訂給予定制化服務和一定優惠。對

中國遊客來說，遊船晚宴加上麗都秀的安

排相對豐富，真正體驗巴黎夜生活文化，

無論與旅行社或線上旅遊業者合作，都會

是巴黎旅遊相當好的體現項目。

[ 劉霈芯—採訪報道 ]Paris
等，都是當時聞所未聞的創舉。

這裡名副其實是全球最漂亮的演藝大

廳之一，即使是當今也只有拉斯維加斯的

少數夜總會可以在觀眾人數上與之媲美。

大廳的一部分下沉了80釐米，以便所有觀

眾均能看到舞臺。一個儲有80噸水的游泳

池、一個滑冰場、每次表演最多使用6萬升

水的若干噴水柱，這些都是麗都的創意。

歌舞演藝史上的著名團體藍鈴女孩

（Bluebell Girls）1948年誕生于麗都。1959

年，藍鈴女孩就已騎在小馬駒上大放異

彩。50年代末原計劃在拉斯維加斯演出6

個月，因為空前絕后的反響一直將演出協

議延續了32年。

投鉅資升級表演廳設備

2014年12月麗都歇業數月，耗資2,500

萬歐元升級表演廳設備、器材、燈光和門

面並重新設計演出內容，而距離上次推出

新節目，已有11年之久。2015年4月，開始

最新一輪的演出，由舞臺表演專家德拉貢

（Franco Dragone）的公司設計，其曾為美

國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導演多場演

出。

在場地方面，也全新裝修2,000平方米

全景舞臺，加上300個投影燈，方便觀眾欣

賞節目；舞臺上5米高的枝形吊燈上懸吊着

40,000個亮珠，全場設計超過200萬顆水

晶，體現巴黎貴族奢華。

技藝、創意均耳目一新

讓觀眾印象深刻的不僅在于形式，還在

于各種技藝，現在上演的巴黎麗都秀大量

採用Franco Dragone的新創意，一個個節

目讓觀眾耳目一新，比如吞下佩劍的女演

員、街舞者、特別技藝的天鵝舞群演出等，

法式體驗型產品適合想嘗鮮的中國遊客

[ 張廣文—採訪報道 ]France
法國近年新增了多項全新產品，尤其聚

焦于體驗型產品，覆蓋範圍包括：滑雪課

程、遊船、駕船、百貨公司、奧特萊斯等，

期待借由更多元的活動，吸引更多中國遊

客前往體驗。

從體驗來看，滑雪學校S.N.M.S.F.公共

關係委員會主席兼市場拓展委員會主席

Dominique Galletti介紹到，法國滑雪學

校秉持安全與技巧兩大基本理念，從三歲

到成年、從個人到企業團體皆有服務，在法

國250家高山滑雪場，共有17,000個教練，

每年培訓250萬名學生。近期開始與Club 

Med合作，分派教練前往亞布力和北大壺

三個月學習中文。

接下來，滑雪學校將積極向中國客人招

手，並抓住冬奧會的機運，讓更多中國遊客

了解到法國學習滑雪的高性價比體驗，同

時，普及滑雪是一種運動、需要教練指導后

才能真正享受的觀念。目前中國遊客大多

以體驗雪為主，選擇三小時的短期課程。 法國滑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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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会展业发展迅速，会展软硬件

配套设施正在不断完善，会展场

地配套、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

目前拥有超过19万平方米的会展场地， 

3万7千间酒店客房，办会办展和接待能

力已达到国际级水平。同时，澳门的会展

数目、规模、层次和本地业界团队等也不

断提升和成长，多个大型会展场地相继落

成，近年在澳門举办之会展活动及相关参

与度均呈量到质的转变。 

 为了让各参会者带来新体验及注入

新元素，国际会展组织者每年都寻找新的

目的地举办会展活动，澳门正为他们提供

一个新选择。澳门过去几年成功吸引多项

会议及展览在澳举行，尤其在大型会议方

面，不少还重复在澳举行，原因是在亚洲

地区可同时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场地不多，

而澳门正正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例如：

第十一届世界华人保险大会暨2016国际

龙奖IDA年会(7,000人)、第三十九届亚

太牙医联盟大会(2,500人)、以及一系列

成千上万人的知名企业会议等。

会展优势，尽在澳门

● 便利的会展环境
 澳 门 拥 有 亚 洲 最 大 的 会 展 场 地 及 

设施，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活动的需

要，包括能同时容纳成千上万人的

会展场地及酒店、寰球美食、免税

购 物 、 多 元 化 的 娱 乐 设 施 、 中 西

合壁的世遗古迹等一应俱全，彼此

近 在 咫 尺 ， 满 足 会 展 活 动 的 每 一

项需要，为活动主办单位提供一个 

 

便利的环境，如：不用担心天气问

题 ， 更 不 用 把 团 队 分 散 到 不 同 酒

店 入 住 ， 省 回 更 多 的 交 通 时 间 及

成本。参会者在完成一整天的会议

后，可在澳门享受多种娱乐选择， 

包括免税购物、美食、表演(如水舞

间等)、参观世遗景点(共20多座历史

建筑)等，满足不同需要。

澳门会展业发展具有一系列的优势，也有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措施， 
以协助海内外的广大客商拓展商机。

8大理由
举办会议活动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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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

● 节省交通时间及成本
 澳门面积约30平方公里，无论到那里

最多都是20分钟的车程(如：由澳门

国际机场到主要的会展场地只需约

10分钟的车程)，为会展团队省却更

多的交通时间及成本，以安排更多 

精彩节目。 

● 优越的地理位置
 澳 门 位 处 大 珠 三 角 地 区 , 具 有 自 由

港、单独关税区、简单低税率制度

等优势，并透过「一中心一平台」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

国 家 商贸 合 作 服 务平 台 ) 的发 展 定

位，积极推动会展业的发展。

● 美食之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近

把澳门评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 

成为全球18个美食之都的其中一员。

在 澳 门 ， 会 展 团 队 每 天 都 可 品 尝

不同的美食佳肴，包括出色的葡萄

牙菜、中菜、澳门特色的街头小食

等。在只有30平方公里的澳门共有 

19间米其林餐厅，是一非常惊人的 

数目。

● 中西合壁的文化
 澳 门 文 化 底 蕴 、 旅 游 资 源 丰 富 ， 

成为发展会展业独有的优势。澳门

在四百多年前就成为中国与西方国

BTmiceChinaAdvertorial

家的商贸中心，四百多年来，华洋

共处，东西文化交流融汇，创造出

独特的美食、节日、建筑及生活方

式，是一个真正中西合璧的城市。

澳门于2005年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境内现存

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

最集中的东西方风格共存建筑群。

● 安全的城市 
 澳门是全球安全城市之一，犯罪率

及受恐怖主义威胁的级别也较低，

让会展组织者和与会者安心。

 ● 多国开放免签
 澳门特区政府为多国提供免签证入

境待遇，全球约80个国家及地区的国

民无须申领签证，便可在澳逗留7至

180天。

 

● 澳门政府提供的多项扶助计划
 澳 门 贸 易 投 资 促 进 局 提 供 

「会展竞投及支援一站式服务」，

为活动主办单位提供免费咨询及支

持 ， 制 定 完 整 的 活 动 方 案 ， 服 务

范 围 包 括 按 照 主 办 单 位 的 要 求 和

预 算 提 供 酒 店 住 宿 数 据 、 协 助 寻

找 特 色 景 点 举 办 活 动 、 在 各 出 入

境 口 岸 设 立 特 快 专 用 入 境 柜 台 ， 

以 及 為 在 澳 舉 辦 的 會 展 活 動 提 供 

財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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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西塔尼亞/南部-比利牛斯大區旅遊委

員會商務推廣經理Nicole Pradines則推

薦體驗開船，最近全新的體驗是提供船舶

讓遊客租借，自行開船，此項產品不需要

駕照，而且船上有四間客房，還有廚房，非

常適合想要嘗鮮的中國遊客。

另外，巴黎塞納河游船B a t e a u x 
M o u c h e s總經理德爾菲娜．貝爾圖

(Delphine Berthou)指出，除了在中國市

場啟動微信營銷，為了配合中國遊客吃晚

餐的時間習慣，其也專門推出一款晚上六

點的晚餐遊船產品，四艘設有頂層露天甲

板並可容納50-150人的船舶，將為遊覽巴

黎的中國遊客帶來另一番體驗。遊船全程

1小時10分鐘，還有現場配樂，尤其適合想

要浪漫求婚的情侶，或是到訪巴黎渡蜜月

的準新人。

提升購物服務

除了強化體驗，法國在購物服務的優

化上也是不遺余力。巴黎老佛爺亞洲

市場及商務旅遊推廣總監D e l p h i n e 
Komorowski表示，從2017年1月8日開

始，老佛爺成為法國第一家所有星期天都

照常開門營業的百貨公司。中國遊客即使

是過年期間到訪，也一樣可以享受購物體

驗。

另一方面，為了更好的接待團隊客人，

由主館、男裝館及家居館組成的巴黎老佛

爺，于2017年3月推出全新的一個館，新館

空間達2,500平方米，共有四個分割隔音

的接待區，同時，集合了眾多中國遊客喜

愛的中端品牌。特別的是，新館還推出全

新的藥妝店，集合中國遊客偏好的美白、

保溼、美容產品，以及深受中國市場歡迎

的品牌，讓中國遊客一站購盡，買完直接

可以退稅。

巴黎老佛爺亞洲市場推廣經理賀穎超

補充到，為了改善接待質量，巴黎老佛爺大

大提升了本身的退稅能力，現在共有24個

人工退稅窗口，以及14個智能退稅窗口。另

外，中國遊客現在也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

式或是微信直接預定產品，到了現場用二

維碼提貨，就可以直接前往退稅，過程非

常方便。

此外，巴黎老佛爺的免費VR系統越來

越受到中國家庭遊客的青睞，通過手機即

可欣賞不一樣的百貨景色，還可以尋找小

熊、看雪景，尤其適合小朋友。

亞瑟格蘭名品奧特萊斯中國市場開發

總監張惠玉說明到，位于普羅旺斯的亞瑟

格蘭名品奧特萊斯于5月開業，設有120家

品牌、七家餐廳和咖啡館、一個兒童遊樂

場，同時，春天百貨也進駐于此。未來，亞

瑟格蘭名品奧特萊斯還計劃推出多家商店

累積消費金額共同退稅的方案。

提升酒店服務

再者，法國多個酒店品牌正加大力度打

造全新項目，不但積極提升當地接待能

力，更是聚焦于吸引中國遊客到訪，以及在

中國市場增加知名度。全新酒店包括：全

球精選、索菲特、Nomad等品牌項目。

雅詩閣有限公司國際市場銷售經理趙

博介紹到，去年四月推出全球精選品牌，

這一新品牌都位于城市中最好的位置，並

且是雅詩閣最奢華的代表，全球目前僅三

家。2018年年初，全新的全球精選品牌酒

店將于巴黎香榭麗舍大街開幕，成為巴黎

第三家全球精選品牌項目。

索菲特、鉑爾曼、美憬閣奢侈及高端品

牌商業拓展高級經理Cristina Sirinelli
表示，2017年4月推出全新的巴黎巴爾的摩

鐵塔索菲特酒店，酒店擁有103間客房與套

房、4間可容納120人的多功能會議室、大

堂、健身中心、酒吧等設施，並提供法式美

食。

他指出，目前中國遊客的住宿選擇，

大部分仍集中在著名的景點與購物周邊區

域，如拉德芳斯區、埃菲爾鐵塔區、劇院

區、香榭麗舍大街區等。特別的是，貝爾西

地區雖然是住宅區，但是由于當地餐廳、酒

吧選擇多，加上交通方便、性價比高，以及

河邊娛樂多元，包括葡萄酒莊園、夏天表

演等，近期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

到訪停留。

另外，Oceania酒店國際市場及休閒

遊銷售主管Sadaf Le Duff補充到，目前

巴黎和Djon的中國遊客較多，接下來將聚

焦于推廣2014年推出的三星品牌Nomad，

讓更多中國遊客享受此以高科技、綠色環

保與靈活自由為亮點的品牌，如大面積大

堂為共同工作空間、客房有平板和投影設

備、透過二維碼辦理登記入住、自由調節

臥床方向與檯燈位置等。

↑巴黎老佛爺百貨公司

Germany

德國會議促進局持續強調德國在基礎

建設、高性價比、專業知識和技能等三大

MICE優勢。

德國會 議促 進 局局長 M a t t h i a s 
Schultze說道，自德國會議促進局兩年前

在中國設立代表處以來，德國的中國MICE客
人一直穩健增長。據德國國家旅遊局資料，

2017年1至7月，中國客人在德國的過夜數超

過 150 萬人次，同比增長11.8%，中國會議

和獎勵旅遊行業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他認

為，同有前沿思維，是中國與德國合作良好

的重要原因。

Matthias Schultze說道，過去十年間，德

國的國際會議數量不斷增長，國際參會者翻

了一番。據ICCA統計報告顯示，2016年全球

國際協會會議數量排名中，德國位列第二，

其中首都柏林舉辦的會議最多。

他強調，德國MICE產業能保持不斷發展除

因其擁有良好的基礎建設和好的性價比，更

重要的，是德國在經濟和科研領域擁有領先

的專業優勢。據相關調查，74%的會議組織

者都希望會議活動能引進新的技術和專業知

識，而德國正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也盼以此

優勢攜手中國迎來光明的未來。

★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市旅遊局局長尤塔·海因裡希

(Jutta Heinrich)介紹，位于德國心臟位置

的法蘭克福作為一座會議之城，擁有全歐洲

經濟、科研專業優勢
力助德國穩抓中國市場機遇

與中國最為頻密的直飛航班，這也使中國成為

法蘭克福會議行業最重要的客源國之一。中國

遊客數量及其創造的過夜數，已經使得中國

躍居法蘭克福海外第二大客源國。在IMEX及
ibtm world等會獎類展會中，來自中國的專業

買家與法蘭克福會議局的交流次數也呈上漲

趨勢，顯示出中國業者對于這座城市的興趣日

漸增長。

她指出，法蘭克福受到中國活動策劃者偏愛

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裡交通便捷。法蘭克

福機場是歐洲最大機場之一，而近期一項最新

的法蘭克福機場官方APP應用更使客人的旅程

變得更加輕鬆，如提示如何到達市中心等，該

APP提供德語、英語與中文服務。

她並介紹，法蘭克福市區及周邊擁有八十多

家四星及五星級會議酒店可供選擇。未來還

會有更多適合中國客人的酒店出現。2016年

初，中國開元酒店集團位于與法蘭克福相鄰的

奧芬巴赫的四星級酒店開業，而法蘭克福城區

Niederrad華榮集團也正在投資新建一家最新

五星級酒店，這家酒店將由中國釣魚臺國賓館

與美國企業MGM集團共同運營，預計2018年
年底酒店建成。

★柏林

柏 林 旅 遊 局 C E O 布 克 哈 德·基 克

(Burkhard Kieker)介紹，2017年上半年，柏

林共迎來參會者及專業觀眾496萬人次（同比

增長1.8%），共舉行64,000場活動（同比增

長1.9%），商旅客人在柏林的過夜數達到390
萬，同比增長8%。參會者的過夜數達到了酒

店總過夜數的四分之一。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

ICCA提供的最新資料表明，柏林在2016年成

功舉辦176場活動，世界排名第四位。

值得提到的是，柏林的古老工業建築經

過改建后正逐漸獲得新生。最新案例是位

于柏林市中心、前身為古老貨運站的v o n 
Greifswald。其室內活動場地面積達800平米，

另有4,000平米的室外場地。柏林廣播大樓則

以裸露的混凝土牆和鋼支架突顯出工業魅力。

其4,500平米場地可容納8,000人。另外，以出

色聲效而聞名的廣播大廳Sendesaal也可作

為活動場地使用。

布克哈德·基克透露，柏林新機場預計明年

年底前將完建並開放使用，屆時前往柏林舉辦

會議活動將會更加便捷。

★杜塞爾多夫

杜塞爾多夫會議體育及活動公司負責人

Hilmar Guckert介紹，五千多個國際性公司

都將其駐地設立于杜塞爾多夫，而作為北威州

的首府，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享受這座城

市為外來投資者帶來的福利和便利措施；中國

企業擁有優勢商業地位，且在當地具有強烈的

投資意愿。

他表示，杜塞爾多夫為各類活動提供適

宜的場地。除傳統會議中心外，還擁有現

代多功能展廳及體育場、特殊活動場所以

及可容納上萬名觀眾的世界最大活動中

心HORISUM。此外，杜塞爾多夫會議中心

（CCD）經過擴容，已煥然一新，與會議中

心相連的一號和二號展館的全新建築將在

2019年夏季落成。

他指出，「通過擴建會議中心及一號展館，

可以讓活動組織者擁有了更多的選擇。無論

是公司活動、員工活動，還是公眾活動或頒

獎晚會，都適合在這裡舉辦。靈活的活動空

間、現代科技設備和明亮的前廳，這些為舉

辦一場成功活動提供了無限可能。」

★漢諾威

漢諾威會議中心總經理Joachim König
介紹，漢諾威會議中心(HCC)是德國獨立于

展覽中心之外的最大會議中心，活動和門廳

面積達23,000平方米。其中，建成于1911-
1914年間的圓頂禮堂，是德國下薩克森州

首府漢諾威最有名的建築之一。2016年初，

HCC投資近7百萬歐元完成了圓頂禮堂的改

建，優化了場地的視覺和聽覺效果。

今年三月，漢諾威會議中心又投資50,000
歐元以可根據時間段調控的現代化設備取代

圓頂禮堂南區過大的舊式熱水系統，由此降

低漢諾威會議中心的能源消耗支出。「這證

明了，生態和經濟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他表示。

HCC是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舉辦大型活

動的熱門地點，每年都會舉辦大約1,000場活

動，活動類型包括會議、大會、專業展覽以及

音樂會等。

[ 鐘韻—採訪報道 ]

74%會議組織者

都希望會議活動

能引進新的技術

和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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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環境、互聯網產業
推動北京會獎市場回升
　北京的會獎市場在今年略顯沈寂，酒店近年明顯感覺到會議詢價越來越少，導致各個酒店會議報價競爭更加激烈。不過隨著大

型會議重返北京、政治環境的推動，以及一帶一路所帶動的各項利好，不少業者對明年的形勢，仍有非常積極的預期。

[ 鐘韻—採訪報道 ]

今年北京MICE市場景氣不若前兩年。

首先是暫時性的原因。北京華爾道夫酒

店宴會銷售總監尹新

新指出，由于習慣將推

廣活動在北京和上海

兩大一線城市之間進

行論題的汽車、奢侈

品等行業，今年的推

廣重點恰不在北京，因

此上海的活動明顯更集中，北京則相對沒有

那麼活躍。不過，隨着明年北京再度成為舞

臺，形勢會再好轉。

其次，北京凱賓斯

基飯店會議及宴會銷

售總監胡小紅說道，

以往佔據高星級酒店

會議市場重要份額的

醫藥行業或因政策和

預算影響，今年市場下滑尤其明顯。加之

客戶對活動體驗的期望日益多元，因此越

來越多企業為了突破市區酒店傳統的宴會

廳和會議室場地局限，開始青睞空間、價

格和活動選擇都頗具優勢的郊區酒店，為

市區酒店帶來了更多壓力。

再次，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市場

銷售副總監李娟表示，北京「政治文化中

心」的定位正促使很多大型活動和展會從

北京轉到上海、香港、三亞等其他城市；北

京的酒店近年明顯感覺到會議詢價越來越

少，導致各個酒店會議報價競爭更加激烈。

對于高端酒店來說，不佔優勢的價格使競

爭更有挑戰性。

除了景氣不若以往，會議詢價時間越來

越短也是北京酒店面臨的問題。李娟指出，

如今很多上百人的會議都在當月才進行詢

價；在以前，客戶至少

會提前兩到三個月。這

也側面說明，北京會議

場地設施供應充足，

會議組織者並不愁在

北京找不到會議活動

場地。

2017年

挑戰 市況不若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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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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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商機 市場整體看好

明年，醫藥和快消等傳統會議客源雖仍

為未知數，但業者對市場整體看好。

首先，北京金融街

麗思卡爾頓酒店市場

銷售總監徐朝暉表

示，2018年預計奢侈

品、汽車以及IT互聯

網等行業的會議需求

會進一步加大，例如

互聯網企業的新產品發佈、推介等活動會

更加頻繁。此外，2018北京車展等大型會

議活動明年會為北京市場帶來可觀的生

意來源；若將在中國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

2018年峰會選在北京，也會給北京的會議

市場帶來更多活力。

其次是政治環境的推動。徐朝暉舉例，

隨着美國總統日前訪華，中美之間經濟和

文化交流預計會趨于活躍，從酒店的角度，

也期待有更多跨國型會議展會等活動在北

京舉行；另由于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順利閉

幕，國內公司、企業或將圍繞新政策、新形

勢等在2018年進行一些戰略調整、架構演

變等活動，較多的會議和團隊活動需求也

會因此產生。

黃振強則看好一帶一路的持續推力。他

表示，隨着「一帶一路」順利開展，可以預

計沿線國家會加大在北京的投資，酒店行

業勢必也會受到積極影響，因此瑰麗酒店

對明年的形勢持有非常積極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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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憂 分食者眾競爭激烈

不過，雖然前景看好，仍有隱憂存在。

首先，更多高端品牌酒店近期在京相繼

開業，同時老舊酒店積極翻新升級，高端

酒店會議市場競爭會進一步激化。對此局

面，業者多盼從酒店特色和服務品質著手，

保住與自身定位契合的客戶，同時不放棄任

何一塊新市場，避免價格戰的發生。

其次，在市內酒店會議設施選擇越來越

多的同時，呈現出瓜分者眾的情況。不僅

郊區酒店，非酒店的大型場館例如國家體

育館、五棵松體育館等，傳統景區如長城、

太廟，甚或民宿和社會餐廳等，都瓜分着會

議市場蛋糕。

徐朝暉表示，這都對單體酒店的會議業

務形成一些衝擊。有意思的是，為在「空間

局限」中找到突破口，北京凱賓斯基已開

始考慮為外賣品牌「凱宴精選」從餐飲向

MICE品牌轉型，以體驗而非餐飲的角度抓

住考慮其他場地的MICE客戶。

北京望京凱悅酒店市場銷售總監Ivan 

Seet則指出，中國的超高淨值人群正在尋

求更加個性化和獨特的體驗。在消費上他

們變得更加挑剔，已經從注重產品數量向

品質和體驗轉變。為傳遞可持續發展理念，

酒店擬計劃與有機農場合作，把有機市集

搬到酒店，將有機食物搬上宴會餐桌，用以

打造綠色會議。

最后，徐朝暉認為，延續2017年的趨勢，

會議詢價時間仍在縮短，很多會議的詢價

時間都趨于當月，或者僅僅提前1-2個月。

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宋宇主任日前

表示，北京目前已進入全面建設國際交往

中心的新階段，每年有非常多的國際會議

在北京舉辦。北京集歷史與現代于一身，文

化活動與體育賽事精彩紛呈，市井文化與

民俗生活充滿東方風情。北京擁有170多家

公立博物館，此外還有眾多私人博物館，文

博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此外，北京在不久將

迎來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這將對國際商

務旅客有很大的吸引力。

蘊釀 一帶一路提供利好

「一帶一路」是關鍵字。

北京瑰麗酒店宴

會總監黃振強(J e f f 
Wong)認為，「一帶一

路」為酒店帶來了包括

金融業、跨國貿易公司

等許多新的高品質客

戶，其利好在2017年無

疑已經開始有所展現。

李娟也說道，隨着中國外交實力的不斷壯

大、一帶一路概念的提出與開展，北京也迎

來了很多來華訪問的高級別外國代表團和

會議；如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今年年初便

成功接待了沙特王子代表團，期間有二十幾

位沙特王子和幾十位高官下榻該酒店。

另一項好消息是，醫藥和快消行業需求

雖正下滑，但與此同時，北京大量的創業公

司及強大的IT和互聯網產業之會議需求已

然竄起。

胡小紅說道，從發佈會、合作簽約儀式

到頒獎儀式，他們對酒店空間的需求正不

斷上升，而由于互聯網行業本身具有範圍寬

泛的特性，且各行各業都想「搭上互聯網的

車」，因此跨行業合作非常普遍；這為酒店

帶來了大量的、全新的機遇。

她提到，在不久前舉辦的2017凱賓斯基

中國路演當中，許多互聯網公司便主動找到

酒店尋求合作，與往年不同。

尹新新更指出，很多本地新型創業公司為

打開市場格局，更青睞高端國際品牌；這些

公司活躍的跨行業合作對其他行業活動的

帶動，正使酒店會議市場湧現更多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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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源國                十月                           十月止累計

 （地區） 赴京人數 同比增長% 赴京人數 同比增長%
 合計 375,077 -9.7 3,293,146 -6.2
 臺灣 18,814 -11.4 206,350 -0.4
 澳門 1,100 -31.1 10,883 -7.3
 香港 26,764 -7.8 280,345 -4.3
 外國人 328,399 -9.7 2,795,568 -6.8

北京酒店年會套餐參考

酒店名稱

期間/價格

特惠內容

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酒店

周日至週三：人民幣598元 /位淨價起      
週四至週六：人民幣698元/位淨價起

•有效期：

  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

•主廚精選特級中西式或自助新年菜單

• 提供席間三小時的橙汁、汽水及啤酒無

限暢飲

• 每桌席上由資深專家設計之專屬新年裝

飾

•免費提供一間化妝間

•免費搭建舞臺、T台及簽到台

•免費高品質音響設備及4個無線話筒

•免費配置一套內置投影儀及幕布

•免費3小時停車

•提供酒水優惠折扣

• 酒店將提供幸運抽獎券(價值人民幣800
元的北京金融街麗思卡爾頓餐飲消費券)

北京諾金酒店

套餐A  RMB788/人
套餐B  RMB688/人
套餐C  RMB588/人
•有效期：

  包價有效期至2018年2月28日

以上套餐均包括：

•量身定制中/西式菜單

•幸運抽獎：諾金豪華客房週末入住

•免費音響視聽設備使用

•軟飲、本土啤酒、店酒無限暢飲2小時

•免費停車服務（30輛以內）

•免費4小時場地搭建

北京瑰麗酒店

大宴會廳

周日至週三：每位758元、週四至週六：每位828元
150人及以上起訂

麗府

每位1,188元／80人及以上起訂

•有效期：2017年12月15日起至2018年3月30日

大宴會廳

•精選中/西式自助佳餚

•無限暢飲酒水，含軟飲、果汁、啤酒及精選葡萄酒

•桌花裝飾、更衣室使用

•貴賓室使用，含無限暢飲咖啡及茗茶

•宴會廳內置LCD投影儀、螢幕及兩支無線麥克風

•20張兩小時免費停車券

麗府

•現場製作中/西式桌餐或精選自助佳餚

•雞尾酒會及精美小食

•無限暢飲酒水，含軟飲、果汁、啤酒及精選葡萄酒

•宴會廳內置LCD投影儀、螢幕及兩支無線麥克風

•魅酒吧飲品禮券（限活動當日使用）

•50張兩小時免費停車券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 每位元人民幣588元起，另加16.6%服務費

及增值稅

• 50人以上適用于畫意廳1+2(128平米)、100
人以上適用于華爾道夫宴會廳(286平米)

• 有效期：此價格僅適用于2018年2月28日
之前的預訂

• 中式/西式/自助宴會菜單 
• 果汁及冰鮮果汁3小時暢飲 
• 桌面鮮花/自助餐桌裝飾 
• 現場基本音響設

施及背景音樂 
• 60分鐘華爾道夫

水療體驗券一張 
• 5張地下車場停車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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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北京會獎市場形勢有望好轉

現況 機遇挑戰
●客源減少
●詢價期短

●分食者眾
●價格戰起

●一帶一路
●政治推動

0

亞洲地區       -11.9%

歐洲地區         -4.9%

美洲地區         -4.7%

大洋洲地區      -3.3%

+4.0%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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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pening

寶格麗桂冠點亮北京高端風華

中國首家寶格麗酒店日前盛大舉行開幕

晚宴，北京寶格麗酒店成為繼米蘭寶格麗

酒店、巴厘島寶格麗度假村及倫敦寶格麗

酒店后，寶格麗品牌在全球的第四家酒店，

為寶格麗桂冠再添一枚璀璨寶石，也為北

京的酒店及高端商務市場激起新火花。

在開幕新聞發布會上，寶格麗集團首席

執行官Jean Christophe Babin先生表

示，寶格麗是全世界知名珠寶商，集團希望

帶給中國客人對于珠寶品質般要求的酒店。

「珠寶一般給人珍貴、有價值、奢華或充滿

記憶的感覺，寶格麗酒店希望帶給賓客如

珠寶壹般的非凡感受。」他說道。

鎖定北京高端客群

寶格麗集團執行副總裁Silvio Ursini先
生在談到酒店運營策略時則強調，寶格麗

是珠寶集團而不是酒店集團，寶格麗酒店

就像珠寶壹樣珍貴，因此，集團不會大量開

設酒店，只會在世界精華地區打造極少數

的精品酒店，把最精華的部分保留在最精

華的城市當中。寶格麗酒店的目標客群，主

要鎖定充滿都市情懷、智慧及知性兼具的

旅行家，及北京高端客群。

他並表示，寶格麗酒店對于材質及細節

相當講究，集團聘請世界知名室內設計師、

景觀設計師、藝術設計師做專業規劃，因

此，不論是哪家寶格麗酒店，集團對于全球

酒店都采取高標準要求，對于所有細節要

求都是一致的。在軟體服務方面，寶格麗酒

店充滿熱情與能量的服務人員能帶給賓客

細致的服務，而由于酒店房間數量不多，能

達到一對一高服務標準。

 據介紹，位于亮馬河畔的北京寶格麗酒

店擁有絕佳地理位置，酒店座落于朝陽區

啟皓北京城市人文社區，啟皓北京社區設

置有高端寫字樓，啟皓藝術基金會以及充

滿活力的共享社區空間。北京寶格麗酒店

同樣選擇了意大利最負盛名之壹的建築事

務所Antonio Citterio Patricia Viel，設計師

們從寶格麗獨特的珠寶制作工藝中獲取絕

妙靈感。在酒店參觀過程中，處處可見意式

建築和設計風格的精髓，同時又巧妙融入

北京地域風情。

例如，在酒店入口處，可以見到著名畫

家嚴培明先生為寶格麗品牌創始人Sotirio 

Bulgari先生所繪制的肖像畫，該畫作成為

北京寶格麗酒店的特色之一。

在酒店客房方面，酒店擁有119間典雅

的客房及套房，套房比例達到34%，其中包

括壹間寶格麗套房，所有房間均由意大利

奢華家具品牌如Maxalto和B&B Italia打造

而成。獨特的寶格麗套房內部設計兼具意

式典雅與當代氣息，近400平方米的占地空

間，使其成為京城最大的套房之一。

此外，圍繞酒店的花園景致由瑞士著名

[ 李佩純—採訪報道 ]

園林景觀建築師Enzo Enea設計而成，在城

市中心打造壹片靜謐怡人的綠洲。融合了

古典高貴意式風格園林和中式傳統雅致園

林風格，並確保了酒店內外的和諧與平衡。

切中私人商務活動

而寶格麗酒店的意式珍饈向來受到饕客

喜愛，北京寶格麗酒店亦成為首家與米其

林星級名廚Niko Romito合作的寶格麗酒

店及度假村。Il Bar窖藏豐富，在品嘗Niko 

Romito的當代意大利美食饗宴時，將配有

種類豐富的佐餐美酒選擇，以確保每位賓

客都會有一個難忘的用餐體驗。

位于北京寶格麗酒店二層寬敞的寶格麗

宴會廳則配備一流的個性化設施，將會是

商務及私人活動的理想場地。

繼北京寶格麗酒店開幕之后，迪拜寶格

麗酒店亦于今年10月開業，上海寶格麗酒店

將于明年初開門迎賓，2020年莫斯科寶格

麗酒店也將面世。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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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利華中國區經銷商大會
獎勵旅遊團 

活動時間  2017年8月19-25日

活動地點  德國慕尼克和巴登巴登地區

活動挑戰 

▼東西方存在文化差異，節奏不一致

▼  客戶對餐食品質要求高，提高操作難度

▼  出發當天遇到上海雷暴，航班嚴重晚點

越來越多在中國的大型國際企業，會選擇將其年度銷商大會和頂

尖員工獎勵旅遊團安排在歐洲國家，除了歐洲文化底蘊結合體驗

式本地活動外，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目的地旅行社已更好的理解

中國市場，並能夠為其安排獨特會獎活動體驗，獲得最終的高滿意

度。

本
次活動從世界知名的溫泉療養小鎮

巴登巴登開始行程的第一站，讓客人

可以休息和調整，也比較適合公司會議，

G20財長會議就是在巴登巴登舉行，對中

國會獎旅遊團來說，深具參訪意義；隨后

途徑自己的工廠到達慕尼克，以慕尼克為

基地，並利用幾天時間遊覽周邊的新天鵝

堡、楚格峰等知名景點。

據瞭解，一開始這次會獎團隊的公司考

慮選擇匈牙利作為目的地，故當地旅遊服

務商推薦首都布達佩斯搭配超豪華溫泉小

鎮薩瓦爾；隨后該公司又考慮德國是企業

總部工廠所在地，再加上德國在中國人的

心目中比較發達，新天鵝堡的淒美故事和

雄偉壯觀也深受中國遊客的追捧，更有所

謂沒去過新天鵝堡就相當于沒有去過歐洲

的說法，所以客戶最終選擇德國的慕尼克，

作為這次獎勵旅遊的最終目的地。

EETS歐洲之星中國區總經理蕭百均

表示，EETS歐洲之星紮根中東歐30年，為

客戶量身推薦了很多特色體驗項目，例如

漢莎飛行中心駕駛模擬倉體驗、F1賽道試

駕、樂隊漂流、製作巴伐利亞傳統花柱、製

作木筏、戶外活動團建、慕尼克電影製片

廠短片拍攝、安聯球場VIP參觀、慕尼克有

機農場參觀並製作香腸起司、然后BBQ等

結合當地文化體驗的活動設計。這些都可

以作為會獎旅遊的參訪行程結合團隊建設

項目，但該企業團考慮此行參加的成員平

均年齡較高，一般來說還是比較喜歡傳統

遊覽項目；在行程安排時間緊湊的情況下

又希望大家都能充分體驗，最終選擇了安

聯球場的VIP參觀。

通過目的地旅遊服務商在當地的旅遊資

源及關係，安排了整個團隊在特別時間段

裡獨家參觀安聯球場，包括VIP房、球員通

道、更衣室，甚至大家可以走到教練席和

球場邊近距離體驗，同時球場也為到訪的

每個人都準備了簡單的香檳酒互動時間。

安排特色服務

對會獎旅遊團來說，一個目的地可以提

供的服務支援，也是其最終決定哪個目的

地的考量因素之一。據介紹，目的地旅遊

服務商EETS歐洲之星特別為此次獎勵旅

遊團體安排了一些特色服務。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首先在團隊抵達德國慕尼克機場時，有

專門的VIP接待，提前安排了導遊和機場工

作人員進入到飛機閘口（不是接機口），有

穿着巴伐利亞傳統服飾的德國人歡迎客人

下機，旁邊更加有印有客人公司LOGO的X

散架，同時這些歡迎隊伍的德國人也為每

位客人頒發一個印有客人公司Logo的巴伐

利亞特製薑餅，以示歡迎，讓長途飛行抵

達的團隊客人們一下機就感受到當地熱情

洋溢的接待服務，並有專人指引他們快速

通關領取行李，前往酒店休息。

另外，在行程的第二天晚上在巴登巴

登知名的Kurhaus選擇 Runder Saal & 

Wintergarten這個場地舉辦本次的主題晚

宴，這是巴登巴登最大、最專業的Event場

地，距離客人的酒店非常近，客人可以在

酒店裡好好裝扮后再步行前往參加當晚晚

宴活動即可。

此外，主場地和室外的花園和室內場地

相連，可以讓客人在室外舉辦一些遊戲和

儀式，特別安排了以德式菜為主、輔以部分

大眾西式菜的自助餐用餐形式，滿足基本

上所有客人的口味。

客人進入花園可以先享用準備好的歡

迎酒和開胃小食，隨后以德國最傳統的開

啤酒桶儀式開啟整場最重要的環節，並帶

出當晚活動主要領導講話環節，緊接着為

客人準備了6項競技類的德國小遊戲，最

后在主廳圓廳用餐，用餐的同時還安排了

Happy Tour表演團隊為客人奉上了一場精

彩絕倫的演出；當晚還準備了長達4小時各

類酒和飲料的暢飲。

這場在巴登巴登舉辦、完全以德國傳

統文化為主題的晚宴活動，也是首次為華

人舉辦的別開生面的啤酒節，再加上每位

客人都穿著特色的巴伐利亞傳統服飾，可

以說當天在巴登巴登這個小城引起了巨大

的轟動，客人們也玩得非常開心，並讓客戶

公司獲取了很大的自豪感。

中東歐獨具優勢

中東歐相比較西歐以及美國、澳洲等目

的地，有着一些得天獨厚的優勢：藝術和

文化底蘊深厚；比如在一個具有悠久上百

年歷史的城堡宮殿裡安排主題晚宴，會讓

企業會獎團感受特別高端大氣上檔次。

此外，從北上廣飛行時間來看，相比美國

和西歐地區，距離稍短，航班選擇也多，

整體地區局勢在近幾年相對還是很穩定，

空氣、水和食品也都很安全，不容易發生

集體意外事件，最重要的是物價相對于西

歐、美國等地，性價比算非常高。

活動挑戰

①東西方文化差異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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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VIP服務 提高最終滿意度
這些綜合而成的因素，是促使越來越多

中國的差異化高端會獎旅遊團，開始青睞

中東歐國家作為長線目的地首選的主因之

一。

說到挑戰難點，蕭百均則指出，首先還

是在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客人把在中國

做獎勵旅遊的經驗套用在歐洲，缺乏考慮

德國人做事情的嚴謹和做事方式。

舉個例子，德國的新天鵝堡和楚格峰

或者賓士博物館，每天的接待人數都是爆

滿，作為目的地旅遊服務商在行程設計

時，就需要和客戶儘早確定行程，越早確

認才有充裕的時間可把最難預定的幾個景

點提前預訂好，也能更好和這些景點進一

步溝通參訪過程的環節安排或者更多VIP

服務。

但中國會獎團隊多數在行程設計過程

中，仍習慣一直不停改動行程，導致很多東

西無法及早預定，給DMC帶來了很大的操

作困難，同樣的問題發生在晚宴場地的預

訂以及其他當晚活動更多細節的籌劃等方

面，比如一系列和會議背景板等相關場地

佈置所需的輸出品製作等細節安排，時間

都非常急迫。

②對餐食品質高度講究

第二個難點是會獎團企業屬于食品行業

領域，因此對每一頓餐的安排都要經過客

戶公司營養專家的認可，而且每一位客人

對餐的要求都非常高，這為接待業者的專

業度帶來很大挑戰。

③出發遇雷暴攪局

第三則是臨時遇到的問題，比如出發當

天遇到上海雷暴，近一半的客人航班嚴重

晚點，作為目的地旅遊服務商臨時需在

現場協調機場接機，分多批次安排路上

交通、早午餐的安排，還有對原先抵達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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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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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活動時間的臨時調整等，這些都需要很

強的臨場協調能力。

最終分批次安排早到的客人慢節奏的享

受早餐，且中途增加不同的參觀項目，讓客

人不知不覺地「等待」了晚點的客人，也讓

整個大部隊會合時，彼此都在自身行程上

妥善獲得安排。

VIP服務的操作原則

所謂企業的獎勵旅遊活動，是應該要讓

客人感受到每一位都是超級VIP，才會有

強烈的公司自豪感，進而才能達到獎勵旅

遊的目的，所以本次企業要求酒店一定要

選當地最好的酒店，大巴一定要用歐洲最

豪華的大巴，餐食一定有營養、有特色、有

氛圍又美味，因此最終安排了極少中餐，以

特色餐為主，每一餐幾乎都是酒水暢飲，更

加安排了米其林餐廳，另外還在長途拉車

中準備了小食和水果。

此外，雖然客戶沒有提及，業者也提前

跟酒店溝通，在早餐安排中國粥、日式湯，

東南亞肉串等亞洲食物，讓客戶的味蕾慢

慢適應歐洲。

●主動挖掘客人潛在需求

為了做好本次安聯球場VIP參觀的相關

工作，目的地旅遊服務商首先一定要瞭解

客人背景，包括年齡，文化程度，行業特

色，男女比例等等，然后去挖掘客人的潛

在需求，這往往也是作為目的地旅遊服務

商最大的困難點，因為目的地旅遊服務商

通常只能面對組團社的操作，中間還有組

團社的銷售以及客戶公司的代表，太多溝

通層級導致信息的不準確以及滯后，且往

往會被客戶引導到錯誤的方向。又或者是

客戶提出天馬行空的想法。

作為專業的目的地旅遊服務商必須要拿

捏得宜，適時有效率地提出最折衷的活動

方案，所以專業且瞭解目的地資源的目的

地旅遊服務商一定要起主導作用，挖掘客

人的潛在需求，一舉中的，然后用耐心的

溝通以及豐富的專業能力來打動客人。

●必須提出可行方案

再者，現在的企業獎勵旅遊團通常都會

區分不同層次的獎勵，及設計出不同的獎

勵旅遊行程，目的地旅遊服務商必須提供

各種不同規格等級的行程選擇，讓客人們

有不同于普通團體的內容和體驗，這樣客

人們才有強烈的公司自豪感。

以本次企業團隊為例，客戶就提出過

很多特別的要求，比如，全員一起體驗一

次熱氣球項目、或者參觀德國知名汽車公

司寶馬的汽車工廠、在德國一些公共區域

舉辦團隊型活動，但這些活動想法都是以

體驗特殊項目為出發點，在某些國家目的

地可能輕易可以安排，但德國甚至整個歐

洲是一個講究公民平等、公眾安全的目的

地，這幾項要求在德國境內都有一定安排

難度。

比如熱氣球非常需要依賴天氣，也存

在安全隱患，在德國是不被允許一般旅遊

團隊任意安排此類活動；另外，寶馬的工

廠面向全球所有相關企業參訪，都需要提

前很久預約才可以入內參觀，也要看當天

工廠是否開放。在德國，公共區域更是不

能隨便被拿來做活動，需要提前跟政府申

請，審批流程也非常緩慢而且被批准的可

能性也比較小。這些都需要跟客戶耐心的

解釋，同時給出一些可行的建議，才得以

取得客戶的認可。

●以客戶最終滿意度為依歸

總結整體經驗來說，蕭百均表示，作為

專業的目的地旅遊服務商，不能一開始就

為了競標成功，沒有底線的降低價格和標

準，有時候客戶可能對一趟獎勵旅遊的行

程認知度存在落差，但是價格的差別必定

帶來體驗的差別，最終影響團隊的滿意

度。

他指出，業者要做的是在客戶的預算範

圍內，100%滿足客人的顯性需求，及儘量

滿足客人的隱形需求，最好有一點高光或

者驚喜的點；其次在操作過程中，如果發

生有意見分歧的地方，一定要堅持自己專

業的眼光，不厭其煩地說服客人，不能因

為要迎合客人而放棄更好的選擇，一切都

要以客人最后的滿意作為唯一的操作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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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個活動分成幾個部分。一是挑戰世

界紀錄的馬卡龍塔。最終，沒有運用

任何粘合劑的馬卡龍塔，達到了1.62米的

高度。二是華爾道夫舞會，其中包括現場

樂隊表演、多家華爾道夫酒店房券抽獎以

及奢侈品牌所贊助產品（如禮服、LV項鍊

等）的拍賣。

為了這場十月下旬的活動，酒店剛剛入

夏就開始進行籌備和門票銷售；除了在微

信公眾號上進行大力的宣傳，也借媒體的力

量擴散消息。其銷售管道包括酒店自己的

微信商城、銷售人員拜訪客戶時對活動的

介紹以及大企業的慈善投入。舞會開始前

幾天，門票全部售罄，銷售過程頗為順利。

挑戰世界最高馬卡龍塔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宴會銷售總監尹新

新說道，馬卡龍塔的每一塊馬卡龍重量都

經過嚴格控制，但由于搭建過程中遇到的

幾次塌陷對時間造成了損耗，導致團隊未

能在預期的時間內達到超越2.12米的高

度。當天，經認證的測量機構和吉尼斯機

構的見證者以及酒店的廚師團隊早上6點

便已到位，然而最終馬卡龍塔還是沒有打

破世界紀錄，是這次活動美中不足的小遺

心意與收穫
遠超乎馬卡龍塔的高度

自2014年開業起，每年年底都會舉行的北京華爾道夫舞會，今年已

辦至第三屆。今年，因舞會時間正巧趕上希爾頓集團的企業社會責

任周，因此酒店團隊便興起了為活動添注慈善元素的想法。盼借出

彩的活動和精緻的美食，為兩個公益組織提供力所能及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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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鎏金，奢華永駐」
2017年度北京華爾道夫慈善舞會  

活動時間 2017年10月28日
 週六晚6時至10時

活動場地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

參會人數  約170人

活動挑戰  

1. 能否成功挑戰世界最高馬卡龍塔2.12
尺的高度？

2. 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空間、疏導人流？

憾。

不過，最終馬卡龍拍賣籌善款的任務還

是完成了，而當日搭建馬卡龍塔的嘗試本

身也吸引到了許多公眾前去觀看，為活動

一大亮點。多余的馬卡龍，酒店除了贈予興

趣被勾起的住店客人，也在活動結束后由

酒店管理層和贊助活動的非營利機構親自

帶到北京豐台婦幼保健院，慰問住院自閉

症兒童。

北京華爾道夫酒店公關經理李玥說道，

由于馬卡龍的用途早已提前規劃，因此在

慈善目的達到的情況下，塔是否達到了預

期的高度，其實也只是一種象徵；廚師團隊

在為了共同目標付出一天的努力之后，是否

真的打破紀錄，其實也不再重要。

空間運用效能最大化

由于北京華爾道夫酒店的場地相對較

小，有效地綜合利用所有空間非常關鍵。

當時酒店一層酒廊「羿庭」被清空，搭建

紅絲絨馬卡龍塔；其靈感來源于前幾年日本

創下的最高馬卡龍塔世界紀錄以及華爾道

夫品牌中經典的紅絲絨蛋糕。

西餐廳「榮尊1893」招待媒體晚宴。這是

因為，當天活動到場人數約為170人，然而

宴會廳僅能容納約10～12桌。為化解空間問

題，酒店為媒體和購票客人做了不同規劃。

多數媒體被安排在一層的法餐廳用餐，主

秀則在二層大宴會廳進行，現場並約有100

名客人落座。但為避免媒體錯過舞會重頭

戲，酒店請了「小脈直播」在一層進行了同

步直播，讓媒體身臨其境。

「北京-紐約時光隧道」搭建在酒店二層

foyer。時光隧道裡，北京戲臺和紐約百老

匯舞臺上表演着京劇與百老匯歌舞，是當

此活動的一大亮點。

選擇佈置這樣的主題空間，李玥說道，

是因為紐約華爾道夫在整個品牌當中佔有

重要地位。不僅紅絲絨蛋糕和華爾道夫招

牌雞尾酒起源于此、許多經典電影以此為

背景，李鴻章作為中國第一位訪美的重要

政界人士，當時也下榻在紐約華爾道夫，而

北京華爾道夫正是李鴻章北京故居。因此

這次活動希望利用時光穿梭的概念，在連

接品牌經典元素的同時，呼應兩家酒店之

間地理位置和品牌背后故事的密切關係。

嘉賓入場的動線也經過相應設計。在客

人走到宴會廳需經過的旋轉樓梯口，酒店

放置了美麗的水霧門，真正營造出穿梭氣

氛：從客人走進酒店感受到的別有洞天，到

經過水霧的朦朧感，再從翻開時光隧道的

簾子走到活動主場，步步都有小驚喜。

不過沒有預料到的是，當時時光隧道佔

據了很大的區域，而原分流至一層用餐的

媒體又希望體會北京到紐約的穿梭概念，

導致foyer的人員越來越集中。發現了這個

問題后，酒店迅速把原留為工作間的會議

室佈置成了雞尾酒區，疏解人流。

主場在宴會廳，爵士樂隊等各項表演以及

拍賣環節都于此舉行。主場中，酒店也遇到

了一些小插曲，但因為選擇了「對」的主持

人，這些尷尬得以化解。一是，為方便客人

簽到時將抽獎聯投入箱中，抽獎箱臨時從

宴會廳門口被放置在foyer的簽到處，而酒

店團隊因過于專注于現場服務，導致當主

持人在進入抽獎環節時，卻發現抽獎箱被

遺忘在了簽到處。幸好主持人和合作伙伴

都有良好的應變能力，讓酒店員工在臨時

的互動環節過程中，將抽獎箱帶到舞臺。

二是，星廚Olivier Elzer雖然知道現場會

有與客人互動的環節，但由于所有精神頭都

投注在后場準備和菜品呈現，因此演講略

顯不夠豐滿。但主持人成功維持了現場氣

氛，借公關部團隊為舞會做的定位及對外

界人員的說明，客人也很好地瞭解到這次舞

會的重點在于慈善，因此對星廚演講、馬卡

龍塔的搭建等都有很好的配合和接受度。

這次活動
為酒店帶來了什麼好處？

▼  首先是可借鑒的經驗。尹新新說道，今

年是北京華爾道夫舞會首次嘗試新的主

題；明年如果還是運用類似主題，酒店團

隊會知道如何更好地協調和安排時間，

使所有環節的準備工作做得更加充分。

▼  活動當天，酒店為舞會進行了直播，讓

未能到場的觀眾通過微信平臺感受到實

況；活動之前兩個公益組織及酒店總經

理做的預熱直播，尤其推動了當天觀看

直播的觀眾人數——僅預熱直播的觀眾

便達到2,000~3,000人，活動三天共計訪

問數量15,059——為酒店的形象宣傳起

到很好的效果。結束后，酒店公關團隊也

發佈了新聞稿，由此得到很高的公關價

值。此外，米其林星廚菜品的加入，也帶

動了活動參與者積極分享對酒店餐飲的

高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當日所有參會者都清楚

地瞭解此次舞會的定位，認真按照邀請函

的要求穿上西裝和晚禮服，在活動上認識了

很多層次相近的新朋友，並帶着滿意的笑

容離開——包括媒體在內。

說服媒體穿着正裝，並在北京降溫的寒

冷傍晚依約到場，關鍵是在邀請時便一對

一地與受邀者清楚描述活動內容。李玥說

道，當時酒店邀請了75位媒體，預期實際到

場的人數約50人——這類媒體活動，中國

媒體的出席率通常會流失30%——但令人

驚訝的是，當天到場的媒體達到70人，另5

人是因為較嚴重的事故等問題才未出席。

能得到包括媒體在內的參會者對這次活動

的認可，頗令人驚喜。

挑戰世界最高馬卡龍塔

挑戰1

空間運用效能最大化

挑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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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40%中國企業
制定擴大預算開支相應計劃
　由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發佈的2017《中國商務旅行晴雨表》顯示，「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發展機遇，成為企業增加商務旅

行預算的一項重要因素，40%的公司在接受調研時表示，已經制定了擴大預算開支的相應計劃。

2017年10月17日，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

在上海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商務旅行論壇

（CBTF）上，發佈2017中國商務旅行調研

報告（簡稱晴雨表）。報告披露，31%的中國

企業預計在未來十二個月內將會增加商務

旅行預算，反映了中國企業的商業信心正在

不斷提振；去年同期該資料僅為17%。

中國在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

的商旅消費支出國。目前，中國75%的商務

旅行消費發生在境內，但中國在全球貿易中

日益擴大的對外開放交流舉措，將帶來更多

的國際商務旅行業務機會。

例如，由中國在2013年發起、蘊含了巨大

國際投資機遇的「一帶一路」倡議，將為具

有國際商務差旅計劃和區域商務差旅計劃

的中國企業帶來收益和機遇，這兩類企業

在調研中的占比分別為43%和21%。

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副總裁及總經

理譚浩淩先生表示，今年的中國商旅晴雨

表調研結果非常積極，極其有力的凸顯了中

國企業在國內和全球經濟發展中所發掘出

的眾多機遇。與此同時，雖然研究表明企業

在明年有增加商務差旅預算的意圖，但當

更深入地進行分析時也發現，預算的增加

伴隨着對其戰略性的再分配。那些表示將

減少內部會議開支計劃的企業，對這一點

尤其關注。

但很明顯，企業依然非常認可未來與客戶

進行面對面會晤的商務旅行的重要性。

商務旅行的財務回報
清晰可衡量

今年的晴雨表凸顯了商務旅行對于企業

營收增長的重要驅動作用，90%的企業表

示更多的與客戶實現實際會晤的商務旅行，

很可能會促進收入增長。此外，超過一半

的受訪者（53%）認為增加與客戶有關的旅

行，將為企業收入帶來10%-20%的提升。開

發新業務和維護現有客戶，也被列為是商務

旅行最重要的兩大因素。

除了明確認可商務旅行對公司整體盈虧

的價值之外，大多數中國企業還表示已經

建立了衡量商務旅行投資回報率的體系。目

前，有41%的企業會每月跟蹤簽署新業務協

定所需的商務差旅支出水平。超過一半的

公司聲稱會運用多種手段來衡量商務旅行

的投資回報率，如將商務旅行花費和公司

收入相聯繫，定期與公司最高管理層級對

差旅酬酢費用（T&E）計劃進行評估，依據

企業策略定期調整差旅計劃，將商務旅行

支出與開發新客戶、維護現有客戶關係相關

聯。

有趣的是，在今年的晴雨表中近一半的

受訪者（46%）表示，如果有更好的預算管

理，其公司可以節省10%-20%的總差旅預

算。20%的較大規模企業還表示，在明年，

其近一半的內部會議可能會被視頻或電話

會議形式取代。

除了從更好的預算管理中節約資金外，許

多公司還將間接成本和機會成本管理確定

為重點領域。例如，40%的公司報告稱，與

自動化流程相比，通過書面檔或電子郵件

進行事前差旅審批，會導致效率低下。

譚浩淩先生指出，這項調研告訴我們，中

國企業相信在其目前的差旅預算管理體系

中仍然存在成本節約空間，許多企業打算

在明年採取措施來實現不同程度的節余。

不過考慮到許多企業相信與客戶實際會

面的商務旅行有助于收入增長，企業是否

會將這些商旅節余進行戰略性再分配、投

入到商務旅行的其他領域中，這將值得關

注。

公司目標與差旅人訴求
需取得平衡

今年，差旅人在商務差旅事務的話語權

似乎在繼續變得更加重要。晴雨表披露，中

國企業目前認為差旅人的舒適和健康與差

旅成本同等重要，而安全則是最重要的考

慮因素。

據調研，不靈活的差旅政策（30%）和複

雜的報銷程式（23%）是差旅人的兩大不滿

之處。鑒于有30%的受訪者聲稱，公司的差

旅業務與差旅政策相比合規率不足75%，所

以整體上任何改善旅客體驗的措施，都有

助于提高合規性並降低總體成本。

譚浩淩先生表示，那些在差旅人的顧慮

與適當的成本節約措施之間取得平衡的公

司，最有可能收穫顯著的財務效益。晴雨表

的調查結果表明，如不靈活的差旅政策等

嚴格的成本節約措施，由于導致的合規程

度較低，所以可能只會產生虛假的成本節

約表像。

新技術應用與業務現實
須取得平衡

許多中國企業（58%）已經確定了用于實

現商務差旅成本節約的新技術和工具。中

國企業確定的其它成本節約戰略還包括通

過加強與供應商談判以精簡成本（60%）

以及加強對差旅政策的內部溝通（59%）。

和大公司（43%）相比，更多的小型公司

（70%）把通過加強與供應商的談判來節

約成本作為優先策略，這表明他們有較大

可能通過使用專業的差旅管理公司，來代

表其進行協商而受益。

譚浩淩先生表示，新興技術使企業能夠

重新考慮他們組織和管理商務旅行的方

式。雖然視訊會議等工具帶來了新的機會，

但這無法取代面對面會議的價值。每家公

司都各不相同，企業需要確保他們的商務

旅行計劃符合公司的具體需要。

中國商旅晴雨表是一份彙聚市場現狀、

昭示未來發展趨勢的中國商務旅行市場年

度報告。2017年年度報告對來自150家中國

企業的高管進行了調研，企業規模涵蓋從

員工數量少于200人的小型公司到員工總數

遠超過1,000人的大企業。這些企業來自于

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主要經濟活躍區域

以及二、三線城市。

〈中國企業作法與觀點〉

較大規模企業，明年其近一半的內部會議可能會被視頻或電話會議形式取代。

已制定了擴大預算開支的相應計劃

會每月跟蹤簽署新業務協定所需的商務差旅支出水平。

表示如果有更好的預算管理，其可以節省10%-20%的總差旅預算。

認為增加與客戶有關的旅行，將為企業收入帶來10%-20%的提升。

已確定了用于實現商務差旅成本節約的新技術和工具。

表示更多的與客戶實現實際會晤的商務旅行，很可能會促進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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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人的2大不滿

預計在未來十二個月內
增加商務旅行預算的中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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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相信在其目前的差

旅預算管理體系中仍然存在成

本節約空間，許多企業打算在

明年採取措施來實現不同程度

的節余。不過考慮到許多企業

相信與客戶實際會面的商務旅

行有助于收入增長，企業是否

會將這些商旅節余進行戰略性

再分配、投入到商務旅行的其

他領域中，這將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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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Packages

成都群光君悅定制會議套餐
成都群光君悅酒店擁有超過3,000平方米

的會議及活動空間，包括8米層高的宴會廳

及9間會議室。專業的會務團隊將提供全方

位服務，無論是宴請同僚或是接待客人，都

務求給您及賓客留下滿意難忘的印象。現

在酒店推出會議團隊禮遇（至多兩項）：

•雙倍積分

•悅享總帳單金額5%折扣優惠

•每預訂20間房，即可悅享1間免費房

•會議負責人將享有嘉賓軒行政樓層待遇

以上適用于每晚10間房以上的會議團

隊，優惠截止于2017年12月31日。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2018會議早鳥優惠 
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現推出2018會議套

餐早鳥優惠，只需于2017年11月30日前確

認預訂和繳付訂金，並于2018年1至4月期

間舉行會議，即可盡享早鳥優惠。

會議策劃者可以早鳥優惠價預訂新裝修

的薈宴廳或自然日光充沛的花園廳或主席

廳，半日會議套餐由每位港幣570元起，包

括一節茶點時段及一頓商務午餐；全日會

議套餐則由港幣680元起，包括兩節茶點時

段及一頓商務午餐。

如會議策劃者欲選擇於呈扇形、無柱式

的大宴會廳舉行會議，現以2018年標準價

目預訂，即可獲免費供應迎賓咖啡/茶，或

迎賓 / 歡送雞尾酒飲料，半日會議套餐每

位港幣670元，全日套餐每位港幣780元。

Room Promotion

澳門瑞吉酒店呈獻優雅留宿套票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推出「優雅留

宿套票」，誠邀賓客享受一個優雅悠閒的

假期，體驗奢華新定義，有效期由即日起至

2017年11月30日。

「優雅留宿套票」價格由港幣1,898++元

起，內容包括：

•雙人入住豪華客房一晚 

• 于酒店特色餐廳「雅舍」免費享用每日雙

人早餐 

•于瑞吉酒吧享用迎賓血腥瑪麗兩杯 

•在瑞吉酒吧享用特色雙人下午茶套餐一次 

•客房內迎賓禮遇 

•夜床服務 

• 金光飛航澳門至香港頭等艙單程船票兩

張，或價值300元港幣的酒店消費代金券 

（每次入住計算）

「優雅留宿套房套票」價格由港幣

3,188++元起，內容包括：

•雙人入住瑞吉套房一晚 

•尊貴轎車接送往或返澳門瑞吉酒店 

• 于酒店特色餐廳「雅舍」免費享用每日雙

人早餐 

•于瑞吉酒吧享用迎賓血腥瑪麗兩杯 

•在瑞吉酒吧享用特色雙人下午茶套餐一次 

•客房內迎賓禮遇 

•夜床服務 

•金光飛航澳門至香港頭等艙單程船票

兩張，或價值300元港幣的酒店消費代金券 

（每次入住計算）

而定。布拉格魅力文化週末禮遇可于網上預訂

www.mandarinoriental.com。

萬豪國際集團旗下三客戶忠誠計劃——萬豪

禮賞（含麗思卡爾頓禮賞）和SPG®俱樂部宣

佈為會員推出全新的獎勵促銷，適逢即將到來

的商務出行與度假旅遊高峰季。

• 促銷註冊日期：

  2017年9月6日~2017年11月30日
• 獎勵賺取日期：

 2017年9月12日~2018年1月15日

會員只需註冊參加此次促銷，並在促銷期內

任意于全球參加活動的酒店或度假酒店完成兩

次付費住宿，即可賺取一晚免費住宿，並有機會

獲得更多優惠。

此次促銷活動囊括了萬豪禮賞旗下大部分

品牌，其中包括EDITION®、JW萬豪、傲途格

精選酒店、萬麗酒店、萬豪酒店及度假村、德爾

塔酒店、萬豪酒店及度假酒店、蓋洛德酒店、

萬豪AC酒店、萬怡酒店、Residence Inn®、

SpringHill Suites®、萬楓酒店、TownePlace 

布拉格文華東方酒店
魅力文化週末禮遇

Suites®、Moxy酒店、Protea酒店、萬豪度假

會以及麗思卡爾頓酒店(麗思卡爾頓酒店是萬

豪禮賞的獨家豪華酒店伙伴)。 
此外，在完成會員註冊后，並在規定日期

內于全球參加活動的酒店或度假酒店完成

符合條件的住宿，即可參加此次促銷活動賺

取Starpoints獎勵積分。每次入住瑞吉、豪華

精選、W、艾美、威斯汀、喜來登、臻品之選

和Design Hotels™酒店或度假酒店，可賺取

1,000點獎勵積分；每次入住雅樂軒、源宿、

福朋酒店或度假酒店，可賺取500點獎勵積

分。此外，在促銷期內，註冊參加促銷的會員

于SPG俱樂部參加此活動的酒店與度假酒店

累積完成25晚或更多符合條件的住宿，更可

一次性賺取一筆額外的10,000點Starpoints
獎勵積分。

布拉格文華東方酒

店特別推出布拉格魅

力文化週末禮遇，引領

賓客一探布拉格豐富

多彩的城市文化。預

訂禮遇的賓客可獲贈

各大藝術活動門票、

VIP購物卡一張和時尚

的城市指南一本。

布拉格魅力文化週末禮遇全年有效，詳情

如下：

•奢華住宿

•在Spices餐廳享受每日雙人早餐

• 國家大劇院(National Theatre)芭蕾舞或戲劇

演出、坎帕博物館(Museum Kampa)現代藝

術展，或Jazz Dock酒吧現場表演門票兩張

•時尚指南《Prague by Artěl》
•購物天堂-Pařížská Street的專屬VIP購物卡

•免費互聯網連接

禮遇以二人最少入住兩晚計算，價格315歐
元起，不包括15%增值稅，視客房供應情況

萬豪旗下三大常客計劃
推出全新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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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专业知识	
KNOWLEDGE GOALS

参加精心策划的主题
演讲、协会日论坛、
知识讨论会等活动，

并从中获益。 
Benefit from our curated 

keynote address, Association 
Days Forum, Campfire Knowledge 

Sessions, and more.

社交机会	 	 	
NETWORKING OPPORTUNITIES
从特邀午宴/晚宴、鸡尾酒
会、展前与展后考察游览
及买家专属休息厅获得
多样体验。
From hosted luncheons, dinners, 
cocktails, to pre- & post-event tours, 
and buyer-only lounges, benefit from 
the ultimate IT&CM China experience.

会展现场达成采购订单总额高达2.12亿美元!
Estimated USD212 million procurement value generated on the show floor!

全世界都在中国采购会奖旅游服务和产品
您是否紧跟潮流？	

THE WORLD IS BUYING MICE IN CHINA 
ARE YOU?

参与IT&CM China，从令人目不暇接的目的地与解决方案中选择契合自身需求的
服务和产品—无论是入境、出境还是国内业务，应有尽有，无所不包。 

Source IT&CM China’s wide range of destinations and solutions on us! 
Whether it’s for inbound, outbound and domestic business, it’s all here.

TTG BTmice China 读者可申请特邀买家权益！
PRIORITY HOSTING CONSIDERATION FOR TTG BTmice China READERS ONLY! 

申请成功后，读者的机票与上海住宿费用将由主办方负担，并享受所有买家权益。
Successful applicants enjoy hosted flights and accommodation in Shanghai, and full buyer privileges.

点击此处申请 APPLY AT www.itcmchina.com/hostme/ttgbtmice   

专注于中国市场		
FOCUS ON THE  
CHINA MARKET

从量身打造的国内外
会奖旅游目的地、产品
以及服务中物色所需。
Source ready MICE destinations, 

products, and services from across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社交机会		 	 	
SOURCING EFFICIENCY
高达100%的商务会谈均
可事先排定计划，最大程
度地提高现场会谈效率。
Up to 100% of business 
appointments can be scheduled 
ahead to maximise your discussions 
on-site.

联系我们	
国际代表		International Delegates
buyers.itcmchina@ttgasia.com | (65) 6395 7575
国内代表  China Delegates
itcmchinabuyers@citsmice.com.cn | (86) 10 8526 5553 www.itcmchina.com

ID: ITCMCH





C

M

Y

CM

MY

CY

CMY

K

企�旅游(266x355mm)-袋鼠�.pdf   1   17/10/13   16:15


	01 BTMice_17Nov
	02 BTmice-NOV-DEC
	03 STB_FP_revised
	04 BTmice-NOV-DEC
	05 Chimelong_BT_FP CMYK
	06 BTmice-NOV-DEC
	07 DTCM_FP Image
	08 BTmice-NOV-DEC
	09 BTMice_17Nov
	10 BTmice-NOV-DEC
	11 BTMice_17Nov
	12 BTmice-NOV-DEC
	13 Accor_FP_Nov
	14-15 IPIM_DPS
	16 BTmice-NOV-DEC
	17 BTMice_17Nov
	18 BTmice-NOV-DEC
	19 BTMice_17Nov
	20 BTmice-NOV-DEC
	21 BTMice_17Nov
	22 BTmice-NOV-DEC
	23 BTmice-NOV-DEC
	24 BTmice-NOV-DEC
	25 ITCM China 2018_FP
	26-27r1 TTG China Travel Voting Form
	28 Tourism Australia_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