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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要推動會展產業發展，公共財

政對會展項目培育的投入，以及對人力資

源、公共資源的配置，都是課題。

長沙市會展辦黨組書記兼主任陳樹中認

為，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城市高層決策者都

非常看中會展經濟對城市的影響力和推動

作用。但是如何實現高層領導決策落地、實

現決策的意圖，責任將落到會展的主管部

門和從業人員。思路決定前途——區域會

展經濟的發展，首先須有清晰的發展思路、

準確的定位和強有力的實施措施。根據長

沙近年的實踐經驗，他提出了幾個思考方

向。

首先，必須充分認識所在城市的自身特

質；並不是每一座城市都適合做每一個展

會。如果會展從業者對城市自身特點（包括

城市經濟總量、產業結構、潛在文化積澱、

第十屆中國會議產業大會日前于北京雁

棲湖國際會展中心開幕。本屆大會以「會獎

十年——成長與超越」為主題，圍繞國內

會獎行業十年來的發展與對未來的展望而

展開。

第十屆中國會議產業大會（CMIC2017）

在12月5日至6日舉行。作為國內會獎領域

基礎設施）認識不清，無論會展活動或項

目開發，發展路徑都可能會出現問題。與國

際、國內同類會展城市進行梳理和比較之

后，須找與其他城市差異化的發展路徑。

其次，完善展會的服務設施。以長沙為

例：2003年，長沙就成立了政府直屬的會展

辦公室，然而直到前年才建成第一座比較

現代化的大型會展場館。但基礎設施不僅

僅是場館的問題，還包括國際航線、立體

交通和城市的接待能力。如今長沙已在培

育了一批展會的基礎上，把目光投向了會議

產業；會議產業並非酒店越多越好，但它需

要相對集中的酒店群、有接待能力的大型

會議室，還有為會議提供配套服務的會議

公司和人才的支撐。

再次，「產業」和「會展」相互促進。從會

展的發展規律來看，特別對于自身產業結

構特色較鮮明的城市來說，「產業會展」是

會展的基本功和基礎。但在花錢策劃活動

之外，展會要從社會層面得到呼應、保持持

續的生長能力，必須和產業緊密結合。近幾

年長沙依據自身產業創辦了工程機械和智

慧製造等多個展會，目前生命力都比較旺

盛。陳樹中認為，通過展會積聚生產要素，

展會再以產業的壯大來支撐自身成長，使

展會與參展企業共同成長，才是展覽人的

責任與擔當。

第四，把握展會融合趨勢。他舉例，假設

一個會議被帶到某城市，會議公司對其進

行再創作，提升該會議的品牌價值和衍生、

使會議的效應向城市溢出，那麼在這個過

程中，會議獲得了新的價值。他指出，很多

會議在不同城市無聲無息地開又無聲無息

地走，僅向城市的酒店客房和餐飲消費做

出貢獻，這是非常初級階段的會議形式。與

其如此，不如進行展會融合，通過會議、活

動和體驗提升展覽的價值，再通過展覽帶

動會議的增長；而政府部門可以在城市舉

辦若干個活動和會議的時候，挑一個最大

的提供額外會議補助，從而調動主展企業

積極性，通過持續的會議活動提升展覽的

價值，增強其競爭力。

第五，強化會展發展功能。他指出，投入

20萬、回收20萬，並沒有意義。目前長沙市

對會展補助的投入明確指向了品牌化、國際

化和市場化，並特別注重活動設計和展會

自身價值的提升。而最終產業的發展是建

立在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上，因此除了

支持企業邀請專業買家，助力會展壯大規

模和生命力，會展主管部門還應投資人才

培訓，在專家的啟發下，將理論結合自己的

實際，找到自己的發展路徑。他表示，找到

城市自身特色的會展發展之路，正是會展

人應該思考的問題。

中國會獎旅遊城市聯盟 成功于北京舉行專題活動
2017中國會獎旅遊城市聯盟專題活動去

年12月4日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舉

辦。

此次活動著眼于會獎行業的不同角度，以

「會獎目的地的線上營銷與國際市場推廣」

為主題，邀請了聯盟會員城市代表參加，分享

業內工作經驗，共同探討會獎目的地的線上營

銷以及會獎目的地在國際市場的推廣活動，有

效的促進會獎目的地與國際市場的合作接軌，

推動中國會獎城市的發展。

中國會獎旅遊城市聯盟自2012年9月成立以

來，不斷發展壯大。目前，聯盟共擁有會員城

市18個，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成都、

杭州、昆明、三亞、南京、廈門、大連、桂林、廣

州、蘇州、青島、寧波、廊坊、敦煌。2016年聯

盟會員城市共承辦國際會議320場，較2015
年增長50 場，占全國當年接待國際會議總量

的78%，而且規模和影響力都比較大，為所

在城市乃至中國會議產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

貢獻。

中國會議產業大會探討十年發展
Convention

[ 鐘韻—採訪報道 ] 前所未有的一次產業上下游大集結，本屆

CMIC吸引了來自北京、杭州、廈門等全國

多個會獎旅遊目的地城市前來參展，由社

團/協會、專業會獎公司、企業採購等組成

的特邀買家近600位，參會者覆蓋了全產業

鏈的各個環節。

本屆大會較往屆縮短至一天半的正式日

程，並設置了「企業會議採購專題對接會」

和「全國性社團會議專題對接會」兩場洽

談專場及專業性較強的論壇活動，如中國

城市會展業發展論壇、會議新技術論壇、

第三屆全國DMC大會等，為參會者提供行

業的創新觀點與實操經驗。

在內容和形式上，除了常規的演講、分

享、討論、發佈、展覽、洽談等，還有研究

報告、資料分析、成果展示以及視頻等新

的視聽表達方式。

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會

議產業大會秘書長王青道說道，中國會議

與獎勵旅遊產業，從旅遊業、展覽業、公關

業等業態的夾縫裡逐漸成長起來，發展成

為了中國社會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個重要成

員，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慶賀的事情。

他表示，「中國會獎業經過十多年的發

展，已經建立起了自己的行業地位，為下一

步向更高、更深、更廣闊的方向發展奠定了

很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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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時光首次布里斯班登場 展示當地會獎能力
[ 劉霈芯—布里斯班採訪報道・攝影 ]

澳大利亞商務會獎旅遊交易展夢幻時光

（Dreamtime 2017）去年12月3－6日在澳大

利亞布里斯班舉行。作為新型國際都市，昆

士蘭州首府布里斯班在Dreamtime舉辦期

間，向來自大中華地區業界代表展現特色

會獎旅遊資源。

澳大利亞旅遊局商務會獎旅遊總經理 
Penny Lion女士表示，每兩年舉辦一次

的夢幻時光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商務會獎展

會，為澳大利亞出色的產品和體驗提供完

美展示平臺的同時，也向世界各地的買家和

媒體展現了澳大利亞舉辦大型盛事活動的

能力。憑借完善的商務接待設施和多元文

化背景，布里斯班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備

受關注的商務會獎目的地，其四通八達的

地理位置，更使得布里斯班成為通往亞太

地區的交通要塞。

2017夢幻時光共有來自澳大利亞100個商

務會獎供應商以及100位來自不同地區會

獎旅遊業界代表和30位媒體代表參與，其

中中國業者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共25個優

質會獎旅遊業界代表參加本次活動。

在為期一天的洽談會上，澳大利亞會獎

旅遊業者和來自包括大中華地區、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印度、新西蘭、美國和英

國的優質會獎伙伴進行全天商務交流，讓

業內伙伴更深切地體驗澳大利亞豐富而卓

越的會獎旅遊產品。

此外，展會現場還將展示澳大利亞特色

體驗項目，而展會后的實地考察行程更是

將此次出行推向另一高潮，讓與會的各位

會獎伙伴親身體會到澳大利亞豐富獨特的

資源和熱情周到的服務。

布里斯班實力增強

布里斯班會獎局總經理羅布·尼爾森

(Rob Nelson)表示，首次舉辦夢幻時光的

布里斯班，其會獎旅遊事業近年來正值高

峰，它是亞太城市峰會暨市長論壇的創立

者和定期主辦方。2014年的G20領導人峰

會，讓這座城市的會展實力為全世界所認

可。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亞的第三大城市，也

是澳大利亞通往亞太地區最近的交通要

塞，更是通連澳大利亞各地區的樞紐中心，

會獎團隊可以通過便利的交通，在澳大利

亞的城市與自然間自由穿梭，從皮划艇到

緣繩速降的戶外活動，周圍還有葡萄酒產

區，世界級衝浪海灘、山脈和濱海小鎮等

體驗各式多元會獎行程。

據介紹，斥資13億5千萬美元的全新跑道

將于2020年開放，屆時，布里斯班國際機場

將擁有媲美新加坡樟宜機場與香港國際機

場的接待能力。

另外，布里斯班擁有眾多設備完善的大

型會獎場地，可以容納多達8,000名參與

者。這裡既有國際知名的布里斯班會展

中心（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 re）和新落成的皇家國際會議中心

（Roya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也有親民的獨特活動場地，例如布里斯班

發電站（Brisbane Powerhouse）、現代藝術

館等。

在過去的12個月內，布里斯班的商務客

造訪人數正在不斷刷新記錄。隨着當地在

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巨大投資以及高水平的

商務創新能力，使得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

在這個澳洲第三大人口的城市開展商務活

動。

多元會獎旅遊線路

Pure Adrenalin為團隊提供布里斯班河上

遊艇體驗，團隊可以從南岸公園遊艇碼頭

登船一路欣賞布里斯班市區沿岸風光，這

家遊艇公司非常規運營線路，單艘遊艇可

以安排約60人左右團體，可以預定不同線

路，遊艇上並供應各式軟飲酒水和簡單小

食。

從南岸碼頭搭乘遊艇一小時左右抵

達龍柏考拉保護區（L one P i ne Koa la 

Sanctuary），距離布里斯班市中心只有不到

30分鐘的路程，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考拉

動物園，也是澳大利亞允許抱考拉的地區

融合型商旅管理新模式崛起
Management

[ 鐘韻—採訪報道 ]

之一，這裡有超過130隻考拉，保護區設有多

類分區，例如Girl區、Boy區、未婚考拉區、

已婚考拉區和老年考拉區。

除了考拉，還可以和眾多澳大利亞特有

動物親密接觸，包括袋熊、袋獾、袋鼠等80

多種澳大利亞特有的動物。團隊成員還能

購買飼料親自給彩虹鸚鵡、袋鼠等動物餵

食。此外，園內還有牧羊犬秀、猛禽秀、剪

羊毛等豐富的表演及活動。

另外，夢幻時光歡迎晚會安排在布里斯

班地標故事橋邊的Riverbar & Kitchen餐

廳，是美食美景兼具的好場地，可為20至

200人的會獎團體提供早餐會，或是在陽光

下的午后飲料時光，以及雞尾酒會和獨家

定制的晚餐服務。此外還有布里斯班最好

的啤酒花園，以及精選的專業啤酒和葡萄

酒。

豐富創意團隊建設

再者，布里斯班擁有豐富的創意會獎空

間和資源，不僅可以豐富團隊體驗、加強團

隊建設，還可以為各類大型會獎團隊提供

多樣化的豐富選擇。

在團隊建設方面，舉例來說，日出或日落

時攀登布里斯班故事橋、在河岸冒險中心

攀登袋鼠角懸崖，沿懸崖緣繩速降，亦或

是黃昏時分參加布里斯班河皮划艇之旅，

或者乾脆在摩頓灣親近自然，親手餵食野

生海豚，觀看座頭鯨遷徙，或者直接跳入海

水中浮潛，都是會獎團隊不可錯過的活動

體驗。

而戶外運動公司Riverlife Adventure 

Centre可提供皮划艇冒險，沿着蜿蜒的布里

斯班河滑行，從不同視角感受布里斯班城市

魅力。團隊還可以選擇在夜間開展皮划艇

冒險活動，並有專業的教練指導和裝備，在

結束皮划艇遊覽后還可以在河畔品嘗當地

特色美食。

在日前于北京所舉行的第五屆嘉惠中國

講堂中，「融合型商旅管理」成為焦點，未

來商旅管理應該在聚焦開支管理的同時，

致力提升商務旅客的出行體驗。

由德國嘉惠國際主辦的第五屆嘉惠中國

講堂，以「‘智’行合一，融享未來—移動

時代下的融合型商旅管理」為主題，探討

商旅管理的發展新趨勢和新契機。來自德

國嘉惠國際中國商業伙伴、知名共用經濟

服務供應商、大型企業資深商旅經理人代

表、德國嘉惠國際總公司的商旅管理專家

和商旅業界人士在此次會上一同探討移動

時代下衍生出的新型管理模式——融合型

商旅管理——的定義、未來商旅智與行如

何統一、在互聯網時代下商旅業界又應如

何積極踐行升級之路、企業員工的出行偏

好與公司管控的無形之手如何結合得更加

便利和高效等焦點話題。

據介紹，中國商旅行業正跨越PC時代，

直接步入移動時代。在傳統商旅管理生態

體系被打破、新型商旅服務供應商崛起之

際，德國嘉惠國際提出了融合型商旅管理

概念，主張未來商旅管理應該在聚焦開支

管理的同時，致力提升商務旅客的出行體

驗，將企業商旅開支管控及商旅政策植入

商旅預訂及支付移動應用平臺，使商旅審

批及報銷流程得到優化。高度整合的集中

支付方案將能確保商旅開支資料的透明與

合規，同時讓新一代商旅經理的角色由傳

統商旅政策制定者及執行者，轉變為商務

旅客出行選擇的引導者、新技術引入者與

支付工程師。

德國嘉惠國際中國區總經理王璐表示，

「實現融合型商旅管理需要多方合作，這

種融合是高科技與豐富管理經驗的融合，

是新興與傳統商旅服務供應商的互補，是

滿足商務旅客消費者化需求和監督商旅行

為的並行。突破傳統、多方協作是成就融

合型商旅管理的基石。」

會上，德國嘉惠國際首席商務官兼董事

會成員米希爾·威爾哈根並分享道，德國

嘉惠國際中國營業額于2017年11月15日突

破10億歐元，使中國成為繼法國、意大利

之后，第三個加入「十億歐元俱樂部」的海

外市場。實現這個目標，德國嘉惠國際在中

國僅用了九年零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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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車智慧化管理解決企業痛點
[ 鐘韻—採訪報道 ]

通過覆蓋企業日常辦公和差旅、接待和

營銷等出行場景提供解決方案，滴滴致力

讓企業客戶根據自身要求不斷進行配置的

優化，帶來全場景的覆蓋，實現用車智慧

化管理。同時，滴滴也在探索專車服務的

邊界，提高企業用戶滿意度。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企業級事業部

營銷總經理鮑憲微介紹，滴滴出行約在三

除了善用金磚后效應、加強營銷、完善

政策和優化產業結構，廈門也正大力推動

城市硬體建設，促進其作為國際會議目的

地的高端化、國際化發展。

廈門市會議展覽事務局局長王瓊文介

紹道，不久前金磚第九次國家領導人會晤

在廈門舉行，為廈門融入全球化發展提供

年開始發展企業服務，致力于解決企業用

車和用車服務遇到的痛點：

一，很多企業不知道用車費用的分佈；

二，傳統租用車的企業使用效率非常

低。因此滴滴以顛覆式創新的方式圍繞企

業出行場景提供用車解決方案，並根據企

業的要求不斷進行配置的優化，帶來全場

景覆蓋的用車智慧化管理工具。

在實際應用中，他舉例，一家在中國有

很好的切入條件。除了利用金磚會晤在廈

門召開帶來的機遇，邀請到金磚國家相關

業界負責人形成廈門金磚會展業聯盟及延

續金磚后效應，舉辦國際會展周，使得廈

門場館營銷意識、承接大會能力和總體國

際營商環境全面提升之外，廈門也持續完

善政策、優化會議會展產業結構、提高對

于會議會展項目品質的要求，進一步推動

12家分公司的跨國企業在與滴滴出行合作

后，該企業「管理效率低，用車真實性難

以核實」兩大用車痛點得到解決；其用車

流程得到簡化，同時也確保了用車的合規

性，現在全員3,700名員工都開始使用滴

滴2B產品。另一家跨國公司在與滴滴合作

后，實現了票據量、審核量、報銷量都減少

50%。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滴滴專車的品質服

產業規模做大做強。

他舉例，在營銷方面，廈門以五色的金

磚白鷺為會展業嶄新的標識形象，以此進

行會展廈門、金磚廈門全方位的營銷推廣。

該形象展現出會展業資源的流動、創意的

產生；此舉在國內會展城市的國際營銷上

有領先性。

發展格局上，廈門正在形成重大項目評

務。鮑憲微介紹，滴滴專車在過去兩年的

時間裡，一直致力于一件事情：探索出行

服務的邊界。服務無止境，因此滴滴專車

的團隊特意前往日本各個優秀的酒店、遊

樂園等學習，探索出行到底應該提供什麼

樣的服務。經過兩年的打磨，該團隊建設

了服務SOP，使其在各種商務場景能受高

端用戶更好地運用，同時團隊也在持續提

高其服務標準。

估與主體項目融合的發展機制，促進會展

主管部門和產業主管部門資源、政策的互

補及力量的融合，更好地提升會展產業發

展環境；同時，廈門也提出了會獎旅遊三年

的融合計劃，以此形成大會展、大旅遊、大

商貿、大產業的發展格局。

值得提到的是，意識到「顏值」對國際

MICE目的地吸引力的重要性，廈門正全面

提升硬體條件。這包括建設將有四條跑道

的新機場、第二會展中心以及推動城市快

車的建設。在硬條件發展方面，王瓊文表

示，廈門期望在兩到三年內，呈現出全新

的面貌。

廈門MICE硬體全面提升以增顏值
Xiamen

[ 鐘韻—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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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會獎發展須區分市場、政府層面
[ 鐘韻—採訪報道 ]

隨着會議市場上北京服務的品牌成功創

立，未來要促進會議產業和會獎旅遊產業

的發展，有政府官員認為，一定要區分、認

識市場和政府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北京市旅遊委員會巡視員周衛民介紹

道，黨的十九大標誌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新時代。隨着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

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國家正在努力推

進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大力實施「一

帶一路」戰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

積極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

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可以說，中

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正在不

斷地快速提升。這就意味着中國必將成為

全球會議產業和會獎旅遊業的中心。

北京作為全球經濟總量和全球貨物貿易

總量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創意市場

和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中國的首都，作

為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城市，首都北京至少

具有五個方面的比較優勢，高度概括：一是

北京的政治中心優勢，二是北京的教科文

衛優勢，三是北京的高端人才優勢，四是

北京的總部經濟優勢，五是北京的創業創

新生態系統優勢。

進入新時代，首都北京有兩個新特點：

● 一是北京的新定位。北京的新定位就

是建設「三個都」，也就是北京正在建

設偉大祖國的首都，正在建設邁向民

族偉大復興大國的首都，正在建設國

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

● 第二個新特點是首都發展的新要義，

三句話高度概括：牢牢把握首都城市

戰略定位，加強「四個中心」功能建

設，提升「四個服務」水平。「四個中

心」就是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

中心。「四個服務」就是北京要做好為

黨政軍首腦機關服務，為國家國際交

往服務，為國家的教育科技服務，為

北京全市人民的工作生活服務。

北京或者首都北京的產業發展方面，北

京目前正在增量和存量上控制發展不符合

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非首都功能產業，要

大力轉型發展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及以

高精尖及經濟和產業為主體的首都功能產

業，積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構建首都

高精尖的經濟結構，使得首都經濟發展更

好的服務于首都四個中心城市戰略定位。

北京今后要發展的高精尖經濟是「3+1」

經濟，也就是服務經濟、知識經濟、綠色經

濟，再加上首都功能的總部經濟；這包括但

不限于：一是首都功能的總部經濟產業，

二是高新技術產業，三是高端生產型服務

業，四是高價值文化創意產業，五是高品

質生活性服務業。會議產業屬于生產性服

務業，旅遊業屬于生活性服務業。

概括起來講，今后北京產業的發展或

者說首都產業發展就是堅持五個發展，具

體就是堅持創新發展、減量發展、轉型發

展、集約發展、綠色發展，實現首都北京存

量與增量產業的瘦身健體，轉型升級和提

質增效。

他說道，北京一直高度重視會議產業和

會獎旅遊產業的發展。201 6年，北京舉辦

各類會議20.9萬個，其中重要的國際會議

有5,000個。北京在會議數量穩定發展的同

時，會議市場北京服務的品牌已經成功的

創立，從2014年APEC會議到去年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及后來黨的十九

大，北京已經在籌辦或者在組織重大國際

會議方面積累了非常成熟的成功經驗，這

就為北京發展會獎產業和會獎旅遊產業打

下堅實的基礎。

周衛民表示，要促進會議產業和會獎旅

遊產業的發展，一定要區分和認識市場和

政府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1. 
市場層面－

     從供給和需求加大改革

關于市場層面的問題，也就是會議產業

和會獎旅遊產業的投資人和企業作為市場

主體，一定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側加大結構

性改革，也就是說，要以市場和客戶為中

心，努力提供需求導向的供給和創新供給

創造的新需求，使會議產業和會獎旅遊產

業的經營邏輯、創新邏輯和技術邏輯，高

度契合商業邏輯和市場邏輯。

2 
政府層面－

 高度聚焦產業研究

從政府層面上看，各級政府旅遊管理部

門一定要高度聚焦，把自己的工作聚焦在

會議產業和會獎旅遊產業的戰略研究、政

策制定，還有公共服務的提供、市場的監

管，以及整體形象的推廣等方面。

寧夏接待能力攀升 會獎市場進步空間大

Ningxia

[ 鐘韻—採訪報道 ]

北京產業
5大發展

創新發展
減量發展
轉型發展
集約發展
綠色發展

旅遊基礎建設雖相對滯后，但寧夏卻也

因此享有進步迅速的優勢。隨着國內休閒

旅遊和MICE市場經驗越趨豐富，寧夏憑借

迅速增加的接待設施和服務，也看到了樂

觀的發展前景。

寧夏新文化國際旅行社、寧夏神州行

會議會展服務公司運營中心總經理馬瑞

軍說道，寧夏算是中國最后一個發展旅遊

業的省份，因此原生狀態相對保持較好，

但另一方面，知名度也較其他省份為低。不

過，其旅遊基礎建設卻也因為較晚發展，

而有較為進步的優勢。

比如，寧夏所有景區的廁所是全中國景

區的樣板工程；沙湖、沙坡頭等景區也是

全中國的樣板景區，此外，水洞溝、須彌山

石窟、中華回鄉文化園等也都是相對新的

景區。所以最后發展也有好處——可以借

鑒其他地區的經驗，使自己發展得更快。

除了自身擁有豐厚資源、基礎建設較為

進步，受旅遊資源既深厚又有一定對比性

的省份所環繞也是寧夏的一大優勢：寧夏

的東邊是陝西，西邊和北邊是內蒙古，南

面是甘肅；因此寧夏+陝西或寧夏+青海連

線遊都較受歡迎，其中，西安可作為其國

際市場的門戶。

以寧夏+青海為例，青海最有亮點的青海

湖、坎布拉國家森林公園、塔爾寺逛完后，

沿着甘肅到寧夏的沙坡頭，緊接着再去銀

川看沙湖、華夏西部影視城，可以使行程

安排非常飽滿，且沿線景點絕對不雷同。

據他觀察，寧夏主要的國內客源市場目

前主要來自沿海地區，如廣東、上海、華東

五市；此外還有山東、北京和四川。他認

為，很多客人已把中國走遍、旅行體驗中

就缺一個寧夏，因此寧夏吸引的主要是成

熟遊客。

近幾年，作為旅遊發展較滯后的目的

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寧夏的宣

傳力度也逐漸加大，且現為全中國第二個

全域旅遊示範基地——也就是讓寧夏的每

一寸土地都能發展旅遊，而不是讓各個景

點單獨存在。

同一脈絡下，寧夏的會展市場近兩年更

是樂觀。這一方面是因為，如同休閒市場，

許多MICE活動已走遍全國各個目的地；另

一方面，寧夏接待會議的規模也已成熟：除

了一所可容納4,000人的國際大會堂兩年前

落成，越來越多會議場地也相繼面世。今

年，參會者逾5,300名的「中國材料大會」

以及高端大會「亞布力論壇2017夏季高峰

會」便都落地銀川。

馬瑞軍表示，最早接觸寧夏MICE資源

的是廣東，接着是北京和上海；隨着寧夏

航班及酒店數量不斷增加（相對周邊的青

海、甘肅和內蒙，寧夏的酒店增長率為當前

最高），交通和住宿成本下降的同時更多

產品被帶動，寧夏的MICE市場前景非常樂

觀。

世界旅遊聯盟總部正式落戶杭州
世界旅遊聯盟（WTA）近日與浙江省人民

政府在國家旅遊局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宣

佈世界旅遊聯盟總部正式落戶杭洲蕭山湘

湖國家旅遊度假區。這是杭州成功引進的首

個總部落戶杭州的國際旅遊組織。

杭州市旅遊委商務會展旅遊促進中心副

主任楊保福表示，世界旅遊聯盟總部選址永

久落戶杭州，對杭州全面推進旅遊國際化戰

略，打造會展之都、賽事之城，具有重要的意

義。世界旅遊聯盟的落戶，為杭州旅遊國際化

迎來發展新機遇。

下一步，杭州旅遊將圍繞打造國際會議目

的地目標，立足全球開展系列營銷活動，積極

引進更多國際會議落地杭州。

通過主動對接世界旅遊聯盟，與聯盟城市

共同研究探索全球旅遊行業發展趨勢，共

用高層次旅遊研究資源，協同策劃落實年

度全球性會議，積累服務國際組織會議活

動的經驗。

通過促進聯盟城市間資源分享、資料共

用、客源互送，大力提升杭州旅遊國際化水

平。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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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業管控差旅成本的現況為何？

米其林中國採購主管Lesly Yu指出，以

米其林中國公司為例，多數還是以國內差

旅支出為主，占比達50%，其余則是跨洲

的洲際差旅；洲際差旅成本最高，也是一

般企業成本控制的重點部分。

一般來說，每年第四季度會要求各部門

提交次年出差計劃給高層審批，特別是在

洲際長途出差計劃方面，在年內如果超過

原先審批的次數，就要另外提交給首席執

行官審批，這也是在差旅成本方面的管

控。

除了預先計劃的成本控制外，另一方面

就是在員工出差前的差旅成本管控，主要

是員工差旅出行前的機票預訂與時間有

關，比如在國內出差必須提前一周預訂，州

際間要提前兩周預訂，而長途跨洲際的出

差則需要提前45天預訂。以米其林中國公

司內部的差旅管理來看，基本上州際間的

差旅政策合規率達到80%以上，長途洲際

的差旅預訂提前兩周以上者也達到90%。

那麼從航空公司的角度來說，如何幫助

企業做到差旅成本的管控，特別是在機

票預訂價格方面的支持？

達美航空中國區銷售經理Adam Tan
表示，以達美航空在美洲地區最新的例子

來說，達美航空收購了墨西哥航空49%的

股份，達美航空在美國市場就有一個有趣

的規定，要求墨西哥航空必須要放出部分

原先墨西哥航空自身壟斷的市場價格給到

各大航空公司的公平市場競爭。達美此次

些乘客遇到的問題，這也是一種對差旅出

行人士的保障。

從TMC的角度來看，中航嘉信商務旅行

管理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鐘明鳳則指

出，一般企業人員的出差差旅預訂若通過

TMC，TMC必須要做到監管這項差旅預訂

是否符合企業差旅合規性，如果不符合公

司差旅政策，TMC必須盡到提示責任，同

時要求該員工另外取得差旅特別審批后才

能接受員工預訂申請，如此TMC也才能配

合企業客戶一起管控企業差旅政策。

此外，最早TMC主要協助企業差旅僅在

于航空機票預訂，事實上TMC提供更高價

值的在于其他增值服務的輸出，比如為企

業提供優質供應商的分析、為客戶的年度

員工差旅出行進行相關分析報告、讓企業

瞭解在差旅花費上是否都在企業預期的合

理開支項目上等。

Lesly Yu也指出，其實企業希望員工差

旅出行和住宿等通過合作的TMC預訂不

單只是成本管控問題而已，更多也是考慮

員工出行安全性問題，比如在全球各地出

差如果遇到任何意外和攻擊事件，公司無

法第一時間取得員工有關的安全信息；更

高層面來說，企業還是希望通過TMC公司

的協助運作，也便利企業能對差旅管理有

更完整的分析。

對此，中航嘉信也特別提出控制企業差

旅成本的10種最佳方式，尤其是如果企業

有很多員工在不同的時間飛往不同的地

點。而且，有些方法景儘管可以降低成本，

並不會影響旅行者的安全或服務。通過一

個明智的流程，企業可以讓員工在每次旅

行中節省開支，而且旅行者和利益相關者

都會滿意。

1.加強企業差旅政策
從預訂航班到餐飲津貼和費用處理，在

制定公司差旅政策時需要考慮很多事情。

這意味着有很多可以通過網路。仔細查看

目前現有公司的差旅政策，並考慮是否足

夠強大，以覆蓋公司內各個旅遊領域的支

出。

首先關注基本要素，尤其是一個適當的

審批流程，以及有關預訂和現場支出、費

用的指導方針。制定清晰的程式將有助于

對企業商務旅客做出符合公司政策的決

定，不會產生額外的成本，從而損害企業

利潤。

和墨西哥航空合資成立的跨國企業並不會

展開跨洋遠端航班運營，主要是在銷售和

營銷活動方面展開合作，另外還會對服務

于高頻次的跨境常旅客的機場設施進行

投資，對達美航空合作的企業客戶都是利

好。

Adam Tan也分享到，在和一些中小企業

接觸時，他們往往會表明要節約成本，所

以希望機票能取得最低價，但是，低價機票

實際上也有誤區，並不一定適合商務差旅

出行使用。

舉例來說，有些低票價的機票不能退改

簽；又或者如果員工任意使用低價機票，

萬一在差旅期間遭遇任何事故，從TMC、

企業和航空公司的角度都不能即刻知道該

名員工具體發生什麼情況，但如果是通過

TMC預訂又或者通過和航空公司簽訂大客

戶合同的企業機票預訂，可以相對快速追

蹤到該名乘客，這也是節省人力成本的一

個方式。

另外一個例子，出行都希望能準時抵達

目的地，行李也必須及時抵達，但在國內

出行平均航班取消率在5%，同樣在美國地

區航班取消率大概在0.4%，這些航班上保

守估計的商務出行旅客一年也有幾百萬人

次，因此服務可靠的航空公司條款非常重

要。

此外，商務客和一般休閒出行客人相比，

會需要有些金錢不能比擬的服務，比如如

果是簽訂大客戶合同下的企業差旅客戶，

在航空公司角度會需要優先服務與處理這

　2018全球經濟發展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眼下的經濟緩行和支出減少可

能迫使許多公司緊縮開支，同時在制定旅行計劃和支出時更加謹慎。各個行

業的專業人士應思考如何通過巧思妙法，借自己的專業知識或跨領域合作，

以保障價值鏈中所有利益相關方，獲取多贏局面。

[ 劉霈芯—採訪報道

經濟發展不確定下的
差旅成本管理思考

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有限公司大中華區總經理 鐘明鳳

如果商務旅行者花更少的時間組織他們的旅行，

他們可花更多的時間工作，這對企業來說是有好處

的，要幫助他們在旅途中保持高效。

鐘明鳳

如果商務旅行者花更少的時間組織他們的旅行，

他們可花更多的時間工作，這對企業來說是有好處

以保障價值鏈中所有利益相關方，獲取多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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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Issue

企業必須將差旅管理業務外包嗎？

2.有旅行前的審批程式
減少企業旅行支出最簡單的方法之一

就是每個預訂都有一個批准系統。通過明

確誰需要批准旅行，就不會出現申請被取

消后不得不取消旅行的問題，導致開支浪

費。

如果和差旅管理公司合作，可充分利用

其線上預訂工具。在設置旅行安排時，可

以給予企業差旅管理更好的監督，如中航

嘉信的工具可以讓客戶選擇哪些員工可以

預訂自己的酒店和航班，並輕鬆地監控所

有預訂，這也意味着企業差旅經理可以立

即採取行動，如果他們違反企業的旅行政

策。

3.節省航班機票
機票在某些時間可能是昂貴的，所以要

清楚員工都預訂哪些機票。只需在使用的

旅行和航空公司日期上靈活一些，並且只

需預訂經濟航班，即可省錢。一旦你預訂了

一個固定的旅行計劃，通常會更便宜，當

然如果是必要的緊急差旅出行，除了購買

靈活的機票外，也必須要求員工提供返回

日期的選擇。

獲取機票促銷和折扣率的提醒，也可以

大大降低您的企業差旅成本。例如，中航

嘉信的創新旅行管理軟體搜索最優惠的價

格和最有競爭力的機票價格。中航嘉信的

附加價格追蹤工具由Yapta的FareIQ提供

支援，當它發現一個更便宜的價格時，可以

自動取消並重新預訂機票，為企業節省更

多的錢。平均而言，客戶可以因此節省170

美元/每票。

4.降低酒店的成本
即使在同一家酒店內，房價可能會有很

大的差異，所以聰明的人可以節省很多錢。

你可能會決定你想讓你的商務旅客選擇他

們想要停留的地方。這很好 - 只要確保你

設置了預算門檻或星級評分，可能還需要

指定預定標準間，並清楚地說明是否要覆

蓋迷你吧費用、Wi-Fi費用等等。

如果你想保持對預訂的控制，中航嘉信

的酒店研究也能為客戶提供良好的支援。

中航嘉信的英特爾平臺提供真正的、獨立

的同行評論。如果企業客戶定期到訪相同

的地點，可以說明企業客戶協商酒店價格

的特別折扣。此外，企業也可以通過酒店

房價跟蹤工具（由Yapta的RoomIQ提供支

援）來觀看酒店的空房情況，當房價下跌

時，酒店將取消並重新預訂住宿。平均而

言，客戶每次入住可節省135美元。

5.設定現實的食物和運輸補貼
企業可能會發現讓員工控制其食品和運

輸開支，實際上可以減少超支。用餐費用

可以設置為每天的總體津貼，讓員工可以

選擇各自在早餐、午餐和晚餐上花費多少。

但總是會有例外，所以建議企業還是要保

留部分五星級餐廳，以備最高端的客戶會

議。在運輸方面，考慮旅程時間，企業差

旅部門應該明確建議員工選擇最具成本

效益的方法，這可能包括使用自己的車輛

從A到B，然后報銷。

6.提前計劃
在任何意義上來說，這是省錢的金科玉

律。在商務旅行的世界裡，提前預訂機票

和酒店總是明智的，因為它們可以在更短

的時間內大幅度提高價格。通過中航嘉信

的 Trip Estimator可以更深入地瞭解票價，

以及預訂趨勢、酒店房價等等。

7.瞭解旅行額外費用
額外的費用，如無線網路連接和停車，

加起來容易會給一個旅行帶來不愉悅的經

驗。一些商業服務提供者可以將這些成本

合併到一個組合包中，說明企業差旅人將

這些成本納入預算預測中，並控制自己的

支出。

8.幫助您的員工在路上更高效
如果商務旅行者花更少的時間組織他們

的旅行，他們可花更多的時間工作 ，這對

企業來說是有好處的。讓他們的旅程在每

個階段盡可能順利地進行，這將幫助他們

在旅途中保持高效。

軟體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例

如，免費的中航嘉信 To Go™應用程式可

以將員工的旅行時間表與他們的商務智慧

手機日曆同步，隨時為他們提供重要的旅

行細節。此外，系統還分享當地的信息和

折扣，所以他們不必特別去找，讓員工有

更多的時間在路上繼續工作。

9.考慮一個旅行管理服務
聘請企業旅遊專家可以真正控制企業的

整體商務旅行花費。作為該領域的專家，

中航嘉信與全球組織合作實施定制的旅

行管理計劃和服務，中航嘉信在業界領先

的旅行支援可為客戶節省金錢、時間和精

力。

通過與中航嘉信類似的企業差旅管理

公司合作，可以享受機票和酒店的優惠價

格，以及現場優惠和促銷活動。另外，中航

嘉信 AnalytIQs軟體彙集了旅行費用的資

料，例如機票和非旅行費用，如商務餐，使

企業能夠全面瞭解所有旅行安排，幫助企

業做出正確的決定，從而大大降低企業在

差旅管理的成本。

10.獎勵你的員工
每當差旅人員選擇一個更具成本效益

的選擇，他們是節省公司的錢。那麼企業

如何給他們提供進一步的激勵呢？一般

來說，可以提供員工喜歡的商店優惠券、

現金獎勵或者休假，以感謝員工減少差旅

費用，鼓勵他們繼續這樣做。

通過確保您的企業充分利用企業獎勵計

劃，也可以節省開支。這些費用無需加入，

每次預訂時都要給予公司積分。一旦積分

已經建立起來，企業可以兌換機票、升級，

或降低旅館和汽車租賃的成本。

這些只是可以節省企業差旅費用的一些

方法。但是，每個企業都是不同的，作為專

家，也可以和差旅管理公司進一步合作，為

員工、行業和業務渠道，創建一個強大的

企業差旅管理套裝軟體，並將長期保持企

業差旅支出的合規性。

達美航空銷售經理中國區 Adam Tan
低價機票實際上也有誤區，並不一定適合商務差旅

出行使用。商務客和一般休閒出行客人相比，會需要

有些金錢不能比擬的服務。

靈活的機票外，也必須要求員工提供返回

日期的選擇。

達美航空銷售經理中國區

低價機票實際上也有誤區，並不一定適合商務差旅

出行使用。商務客和一般休閒出行客人相比，會需要

有些金錢不能比擬的服務。

在中小企業拓展業務、尋求收入新來源

的過程中，委派員工到海外出差已經必不

可少。當預訂差旅行程時，中小企業主往往

會自行操作，誤以為這樣可以降低成本，然

而，許多中小企業低估了這項工作需要花費

更多時間和金錢。

FCM Travel Solutions亞洲總經理

Bertrand Saillet表示，事實上，差旅安排

遠非只是一項採購活動，差旅安排關係到

員工出差在外、遠離親友的生活。因此，將

差旅人士的人身安全、身體健康、文化習慣

和其他個人喜好納入差旅採購的考慮因素，

則顯得尤為重要。 

比起自己安排差旅事項，企業與差旅管

理公司合作是一種可以達到省時、省力的

簡單方案，亦即，在拓展業務的同時優化差

旅花費，整合差旅產品的購買力。

通常企業需要考慮差旅管理外包的三大

主要原因包括：

1.
企業的差旅花費

      
經常超出預算

機票和酒店的價格每天都處在動態浮動

中，當需求增加時，價格會相應地上升。由

專業的差旅管理公司為企業預訂差旅產品

可以輕鬆避免這一狀況。差旅管理公司不

僅可以利用其購買力幫助企業獲得更好的

價格，還可以通過詳細的差旅報告為企業

就何時、何地、何時購買差旅產品做出分析

和推薦。

2.
企業的人力和時間成本

      
往往過高

企業始終在尋求更精簡、更高效的運營

模式。雇主和員工在企業中往往身兼數

職，而預訂差旅產品其實是一項可以以最

低成本輕鬆外包的工作。商旅人士在搜索

及預訂機票、酒店和地面交通等服務時平

均花費5小時。因此，與其使用企業的人力

資源和時間自行預訂差旅行程，何不如將

這項工作交給差旅管理公司的專業差旅顧

問，同時可以獲得專業建議。

差旅顧問為企業用戶安排所有的差旅

需求，包括機票和酒店預訂，辦理交通、簽

證、保險服務。當在海外出差時，商旅人士

可以撥打24小時求助服務熱線。

3.
企業的「員工關懷」責任

      
超乎想像

企業對出差在外的員工富有「員工關懷」

的責任。簡單來說，企業需對其出差員工的

健康和安全負有職責。企業必須通過採取

所有必要的預防措施保障員工不因可能出

現的意外風險而受到傷害。這一職責不僅

僅體現在為員工購買旅行保險。

「員工關懷」應當成為企業差旅管理整體

方案的一部分，作為出差員工的指導原則

並加以貫徹實施。此舉不僅可以保護出差

員工，也可以保障雇主的利益。專業的差旅

管理公司有能力為「員工關懷」提出解決方

案和管理建議，並通過差旅管理系統的協

助，說明企業追蹤企業差旅人員和處理風

險與危機。

關懷
責任重

內部
成本高

預算
控管難

差旅管理
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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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协会日论坛、
知识讨论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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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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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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Outstanding Issue

差旅管理是戰略性投資？還僅是成本管控？
隨着以成本節約和問責制為重點的政府

新法規出臺，國有企業無不迫切希望更有

效地控制其差旅支出；與此同時，由于中國

經濟的蓬勃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攀升，

中國私營企業在航空差旅方面花費的資金

和時間，則愈來愈多。

企業商務旅行預算的增加，實現規模經

濟並在各個領域提升績效表現的可能性，

也相應擴大，包括更高效的預訂流程和航

空服務採購，以及為乘客提供更加便利的

優質服務。同樣，中國差旅管理服務供應商

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也日益豐富全面，隨着

全球最佳實踐被逐步引入中國國內，他們

提供的解決方案已接近全球領先水平。

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有限公司大中華

區總經理鐘明鳳表示，在此過程中，最大

型的公司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了戰略

性的差旅管理項目，而其他各種規模的組

織也正在積極開發和實施專業化的差旅管

理方案，並開始從中獲益。擁有最先進的差

旅管理項目的機構並非只注重成本節約，

它們開始關注新的目標，即為旅行者和旅

行預定人員提供更多更優質的服務。對于

他們而言，商務旅行是一種投資，而不單單

是成本的支出。

目前國內的差旅市場還處于初級競爭階

段，與國外差旅市場相比，國內差旅市場最

大的區別仍在于規範性。在很大程度上，客

戶對管理帶來的價值沒有足夠的認識。很

多客戶認為成本就是票價，搶到低價票就

是節約。

實際上對于企業客戶來說，在商旅管理

中，票價帶來的節約遠遠不及管理帶來的

節約，包括差旅政策的管控和實施，包括通

過規範化流程帶來的效率上的節約、人力

上的節約，以及規避風險。提供便捷、低成

本的差旅出行的保障只是基礎服務，更為

重要的是，如何幫助企業做到管理、如何優

化管理。

他進一步指出，雖然成本節約極為重要，

採取有效措施后，公司的年度差旅支出平

均可節省達20％，但有效的差旅管理項目

並非將商務旅行視為一種成本支出，需不

惜代價加以降低，而是將其看作一項通過

管理可獲取最大回報的投資。

出差的員工必須高效處理工作，並能簡

單方便地獲取所有必要的實用信息。他們

需要便捷、舒適和安全的服務，但與此同

時，他們還需要避免過度開支，並幫助企業

達到責任制要求。

商務旅行是一種投資，而不單單是成本的支出。實際

上對于企業客戶來說，在商旅管理中，票價帶來的節約遠遠不及

管理帶來的節約，它們開始關注新的目標，即為旅行者和旅行預

定人員，提供更多更優質的服務。

Outstanding Issue

共用經濟下，企業如何平衡差旅管理與成本節約？
使用共用經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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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合規與安全性的考量，仍相當困擾着企

業。

Lesly Yu也表示，由于每年企業的差旅

成本管控方面還是希望能夠能有所減少，

儘管商旅經理還存在疑慮，但現在企業也

抱持開放態度應對共用經濟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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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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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需要擔心

的，就是在商旅中使用共用經濟服務的合

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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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經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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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滴滴出行也于2015年初推出企

米其林中國採購主管 Lesly Yu
現在企業也抱持開放態度應對共用經濟的服務，

方便快捷，省時省力，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在商旅

中使用共用經濟服務的合規性。

抱持開放態度應對共用經濟的服務。他們

對于使用共用經濟的訴求，可以說是從休

米其林中國採購主管

現在企業也抱持開放態度應對共用經濟的服務，

方便快捷，省時省力，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在商旅

中使用共用經濟服務的合規性。

業版。企業版上線半年，已有5,011家企業開

通了滴滴企業版帳戶，超過60萬人次使用滴

滴企業版提供的乘車服務。「下車不付錢，

月底不貼票」是最受員工歡迎的功能。

她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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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

要擔心共用經濟服務中存在的商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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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還在

邊應用邊觀察中。

與傳統的商旅服務模式相比，使用共用

經濟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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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經濟進入中國的差旅管理體系要滿

足三個條件：政策完善、技術成熟和客戶

有需求。目前最大的障礙是政策壁壘，中

國對于共用經濟的法規政策還處于探索

階段，發票、合規問題都還在優化中。

在技術方面，相信這對于大部分專業的

差旅管理機構而言並不困難；共用經濟的

確給效率至上的商務人士帶來便利，但企

業的差旅政策是否允許，也是一個很重要

的因素。如果能具備以上條件，相信中國的

商旅管理產業很快也能成為共用經濟的受

益者。

政策

技術

需求

共用經濟進
入中國差旅
管理體系

New Solution

SAP旗下全球差旅與費用管理解決方案的

市場領導者Concur宣佈，與微信聯手推出電

子發票解決方案。依託Concur在全球的電子

發票應用經驗，以及微信平臺強大的用戶資

源，該方案將為員工提供更為輕鬆、便捷的

費用報銷體驗，同時幫助企業更有效地洞察

並管理差旅費用，優化企業成本。

Concur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侯文泰表

電子發票解決方案提升開支管理效能
示，Concur電子發票解決方案的推出，為發票

信息在整個財務管理和差旅流程中的即時互

聯互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僅充分展現了由

Concur及其商旅供應商共同構建的差旅生態

系統的卓越價值，更將幫助中國用戶實現高

效、精確、無紙化的差旅和費用管理應用。此

外，針對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不同稅務政策以及

發票需求，Concur已經提供了全球通用的以及

面向不同地區的電子發票解決方案。

此次面向中國的電子發票解決方案，由

Concur及其中國平臺合作伙伴文思海輝技術

有限公司共同整合推出。通過該解決方案，用

戶可以將他們微信錢包裡的發票信息轉發到

Concur的微信公眾號上，這樣，發票信息就會

自動預導入Concur的費用管理解決方案中。

微信事業群行業合作部總經理卓越強也表

示，微信電子發票解決方案成為Concur費用

管理總體解決方案的一部分，通過Concur在
費用管理領域的專業能力，能進一步連接使用

者，擴大電子發票在報銷領域的應用，為用戶

帶來更高效、更優雅的無紙化報銷體驗。

Concur的電子發票方案有幾個優點：

1.高效。Concur的電子發票解決方案，能

幫助用戶簡便地將微信上眾多商戶提供

的電子發票信息導入到Concur的費用管理

解決方案中。

2.精確。基于精確的電子發票信息，員工

的報銷信息將減少錯誤的可能性，同時

提高準確性。 

3.無紙化。通過Concur電子發票解決方

案與差旅和費用管理解決方案的連接，

員工可免去列印、貼票等繁瑣工作，大幅降

低費用報銷上的成本。

2018-1+2-02.indd   10 2018/1/21   11:19: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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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協會未來發展趨勢—
全球化？還是本地市場化？
　當下中國最新的行業協會發展戰略是什麼？是向海外進軍，擴大全球影響力？還是將目光鎖定國內市場，憑借本地消費謀求

擴張？無論何者，中國協會的實力與資源足夠支持最佳策略發展嗎？ [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中
國本土面積遠超過歐美，中國的協會

必須要有更強大緊密的力量服務于

本國企業，因此，究竟應該先滿足本土市場

需求?還是積極向外發展?這是值得協會討

論的方向。

中國協會全球化面臨挑戰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委員會

秘書長姚歆分析了目前中國協會在發展全

球化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幾大挑戰點：

1. 市場定位問題：中國協會在服務境內

會員方面，還是存在很大拓展空間。

2. 人才問題：協會更多是國際化的工

作，可協會工作人員職業化水平不高；

國際化需要複合型人才，相對高素質，目前

用人成本高。

3. 語言問題：中國協會工作人員普遍英

語水平較弱，溝通存在障礙。

4. 文化問題：中國協會國際化面臨跨文

化問題，舉例來說，在一般國際性交

流酒會上，中國人一般喜歡群聚在角落自成

格局，相對其他國家的與會者打成一片、交

流寒喧來說，還是有部分文化習慣上的差

距。

5. 資金問題：中國協會國際化需要資

金投入，但中國協會普遍資金實力不

強，運作良好的協會大約僅20%至30%，故

協會要走出去的前提資金，會是很大的問

題。

6. 制度問題：中國協會國際化在政府管

理角度來看，涉及很多外事問題，外

事無小事，目前政府對于外事管控還是比

較嚴格。比如，中國協會想要申請一個國際

性會議到華舉辦，首先需要向政府部門報

批取得許可，沒有取得許可就不能舉辦；另

外，要邀請外籍人士到中國參會，目前還有

將近27個國家的人員到中國要辦理簽證，

需要中國政府有關單位發邀請函才能辦

理，而目前中國協會人員想要出國考察也有

次數限制。

中國旅行社協會會獎專業委員會副秘書

長姚紅表示，事實上協會也需要市場營銷，

而且是類似于企業管理，中國協會會員參

與國際組織或者參加國際會議是必然的。

呼應今年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現在很多協

會組織會議都已經走向海外，但受限于語

言問題，許多協會組織仍是過去政府部門

退休的人士從業，並非真正專業協會背景

人員，語言能力也不足。

此外，也如前面所指，許多協會沒有足夠

的資金運作，過去許多政府部門旗下運作

的協會成員可以不必有太多實際作為，也同

樣領一樣的薪水，但加入其中的企業會員

必須要賺錢，所以只能自己走出去，產業協

會的功能形同虛設，在國際產業展會上常

可以看到中國大企業獨自參展，原先產業

協會裡只剩下中小企業，但是協會需要這

類大型企業資金的支持，類似這類的協會

也希望能夠再重整旗鼓，吸引獨自走出去

的大型企業參與協會活動。

世界中餐協會就是一個老協會新發展的

案例。過去同樣面臨語言問題而不能走向

國際，但經過系列改造后，現在也是市場化

運作的專業協會。

首先姚紅女士作為飯店業餐飲協會副主

席，推動中國大型會獎團餐與海外活動時，

往往找不到一個足夠好的中餐餐飲服務，

主要希望中國會議、會展團隊到了海外也

能找到合口味真正的中式餐飲，因此致力

幫助世界中餐協會參加許多國際食品節、

世界廚師競賽等，同時採取類似韓國三星

企業管理模式來激勵市場，因為所有會獎

旅遊都涵蓋了吃、住、行、遊、購、娛等六大

元素，其中吃是最重要的，一個會展會議

團的演講者再怎麼好，但是團隊的餐飲安

排不到位，整體體驗也不會好。

協會全球化是必然的

姚紅表示，從行業角度來說，協會管理者

應該要能整合整個行業，協助協會會員之

間相互扶持發展。中國旅行社協會協助引

進國際性會議到中國舉辦，同時給予部分

資金支援，協助其找尋發展商，以互相支持

論壇活動來相互支持協會的發展。要成為

一個專業的協會管理者，除了要懂得怎麼

辦一場會議、辦一場展會外，還要懂得對會

議和展會進行營銷和公關，同時還要能管

理協會會員的發展，協會必然要往外走出

去，全球化是必然的，才得以進一步促進行

業發展。

滿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世界 
PCO聯盟主席Kitty Wong也表示，成立

協會最重要的是要有理念，此外還必須要

永續，協會成員的理念要能一致，同時協會

運作要有資金和資源才能生存，而如何讓

協會的資源能永續下去，是協會存活的重

要關鍵。

此外，協會走出去才知道其他協會在做

些什麼，反觀自身是做的更好?還是不夠?自

身優點是什麼？缺點不足之處又有哪些？

如何才能和更多國際上組織共同完成一件

事？

汰弱換強 吸納更多人才

地球是平的這句話同樣適用于協會，即

便中國協會目前仍受到許多管制，只要理

念和出發點是好的並且正確，政府有關部

門也會給予援手，協會肯定希望政府是助

力而非阻力，因此協會本身一定要足夠健

全，理念不對或者沒有資源的協會組織，基

本上會逐步被淘汰，活不下去。

她進一步指出，現在很多大學本科研究

所都有專業社會科學系和社會工作學系，這

些專業背景出身的人都是協會專業人力的

來源，在目前中國政府針對協會這塊規範

逐步放鬆的過程中，自然會有一些好的協

會留下來，同時取得好的資源，並且越來越

多有專業背景的人，會願意加入到協會領

域工作。

協會更多是國際化

的工作，可協會工作人

員職業化水平不高；

國際化需要複合型

人才，相對高素質，

目前用人成本高。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商業委員會秘書長姚歆

協會運作要有資金

和資源才能生存，而

如何讓協會的資源能

永續下去，是協會存

活的重要關鍵。

滿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世界PCO聯盟主席

Kitty Wong

協會
全球化

協會更多是國際化

的工作，可協會工作人

員職業化水平不高；

目前用人成本高。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商業委員會秘書長姚歆

協會運作要有資金

和資源才能生存，而

如何讓協會的資源能

永續下去，是協會存

滿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協會也需要市場營銷，

而且是類似于企業管理。

協會必然要往外走出去，

全球化是必然的，才得以

進一步促進行業發展。

中國旅行社協會

會獎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姚紅

而且是類似于企業管理。

協會必然要往外走出去，

全球化是必然的，才得以

進一步促進行業發展。

中國旅行社協會

會獎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姚紅

共用經濟下，企業如何平衡差旅管理與成本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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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會將
會議需求建議書
推向何方？
　處理會議和活動的需求建議書傳統上是一個耗費時間與人

工的流程，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科技在市場上被廣泛應用，整

個流程也更有效率了。惟科技雖然很方便，但是要和酒店業

者、場地業者擁有一個良好的關係，還是要面對面的交流，以

及跟客戶進行溝通。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會
議與活動的招標過程通常耗時費

力，但借助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可讓

這一過程更加高效。

VIA.com商務旅行服務副總裁兼業務

主管Manish Raj表示，從需求建議書和評

估的需求來看，不外乎帳戶管理、合約執

行與管理、執行容易性、使用容易性、整體

成本、內容等。雖然處理會議和活動的需

求建議書傳統上是一個耗費時間與人工的

流程，不過，隨着越來越多科技在市場上

被廣泛應用，整個流程也更有效率了。

探討會議和活動需求建議書時，哪些問

題是需要關注的？答案有六項。

1. 目前的挑戰是，為什麼其他供應商仍

然沒有運用自動化的需求建議書？就

科技和線上需求建議書而言，要如何管理

酒店和活動供應商針對需求建議書的即時

回應？

2. 需求建議書的科技趨勢為何？

3. 未來十年，電子化需求建議書的發展

是什麼？有替代方案嗎？更深層次

的自動化？還是需求建議書將消失、被棄

用？

4. 會議和活動自然上會更個性化，如此

一來，科技在需求建議書流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要如何平衡人性的部分？

5. 活動從一開始作為一個持續的流程，

當需求建議書已經完成，要怎麼考慮

任何必要的變化、修改，直到活動完成？

6. 一旦需求建議書確認了，任何做出的

改變，是否會影響整體成本？要如何

平衡變化和結果？

CWT會議與活動部亞太區運營及業務

流程總監劉鍵威指出，持續發展的科技一

直在改變市場，數據現在可立刻得知，分

析起來更加容易。不過，現在很多公司仍

手動製作招標建議書，所有人對這個繁瑣

的過程和程式都已經習慣了。現在越是嚴

格的篩選，對所有人越是有利。

BCD會議與活動業務部門大中華區高

級主管Sam Lay, CMP認為，科技在短

時間內可以扮演協助的角色，可以針對一

個目的地內的特定場地，進行由大到小

的排列。科技雖然很方便，但是要和酒店

業者、場地業者擁有一個良好的關係，還

是要面對面的交流，以及跟客戶進行溝

通。其實，科技只是一種讓速度加快的方

法，科技也是讓更多事情有可能實現的管

道。

CWT會議與活動部門全球網路與參會

者管理部門經理Marco Ogsimer說明

到，要改變一個組織，需要一個強大的力

量，而科技擁有這股力量。以往企業人員

需要花很多時間搭乘飛機，人工填寫很多

的表格，而且要一家一家的場地去拜訪。

招標建議書發展十年，功能改變很多，未

來將演變成更加強大的項目，有了科技不

僅招標建議書的流程可控，也可以跟酒店

進行更多的互動和接觸。

百會通總經理Julien Delerue解釋到，

要從科技使用者獲得反饋，透過招標建議

書來研究人類的行為，同時，維持與供應

商的關係。持續的聯繫非常耗時，要不斷

的打給酒店集團全球銷售組織/辦公室，積

極的追出一個良好的回應。目前市場上面

臨兩大挑戰，一是教育需要時間，二是要

維持所有數據都是最新的。另外，也要大

量投資于交流。想當然，每一個單獨的詢

問，都需要一個最新的報價，也都值得記錄

下來。給予酒店集團全球銷售組織/辦公室

的招標建議書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招

標建議書發送給酒店，而且一收到詢問，就

要立刻回答，往往十個送出去的報價，只有

一個會是真正的生意。也就是說，成功的

比率低，如果已經完全不想回應，生意甚

至無法成功，這就是招標建議書的自然過

程。

▼酒店須有靈活度

劉鍵威：企業資源計劃已經退流行了，

一個活動往往在兩三個月前才確定。而

且活動一定會有所變動，一旦在合約上簽

字，酒店就必須有靈活度去處理。

▼微信可做很多事

Sam Lay：要控制會議管理計劃，微信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中國是一個獨特的

市場，整個區域自成一格，沒有辦法設置一

個精準的系統，因為裡面必須置入很多正

式的偏差，以便幫助客戶客制化系統，又要

能維持系統的健全性。也就是說，一切要

根據會議而定，要追求所有要素的平衡，

同時要爭取顧問的意見。

▼流程好，科技才會好

Marco Ogsimer：目前沒有完美的招

標建議書，每一個人都會製作不同的招標

建議書，然后只能根據這些招標建議書來

做回應。科技是輔助流程的，如果流程好，

科技才會好。就招標建議書的科技趨勢

而言，未來只會越來越聰明，越來越客製

化。在聰明方面，科技容易判定位置，愛彼

迎、優步等共用經濟的選擇也就能適時的

展現。市場上可以看到的一大新趨勢，就

是科技正在快速的調整，以接上市場的步

伐。

▼招標建議書會消失？

Julien Delerue：從招標建議書的未來

來看，客戶和科技會更多接觸，要獲取一

個房間的價格，可以立刻得知，即使現在

是十一、十二月，要的是明年五、六月的價

格。未來三到五年之后，招標建議書很可能

已經消失了，只要打開數據庫，就可以提供

酒店價格了。而數據庫的資料，將更頻繁更

廣泛的被使用，尤其被終端用戶使用。 

劉鍵威：最近有越來越多語音識別的科

技出現在市場上，這使得招標建議書的過

程更加簡單，個人認為招標建議書不會消

失不見，只會成為一個較為簡化的過程。

Manish Ra：中國市場中，70%至80%的

比率，屬小型會議。這些會議的提前預定

時間，往往小于兩週。招標建議書在供應

商的手上，如果酒店集團全球銷售組織/辦

公室對所有人開放數據，那招標建議書將

會在小型會議中消失不見。

Sam Lay：解釋到，會議管理公司要問

自己，招標建議書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扮

演什麼角色？如果看到市場上出現一個全

新的趨勢，要想想客戶的這些要求，將出

現什麼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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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3D攝影技術

Julien Delerue：酒店的情況說明書

往往顯示出所有的信息，價格也就很好推

測。現在供應商也可以利用3D攝影技術，

或是手機掃描功能，提供3D照片，這樣消

費者可以獲得一個真實的形象。現在3D相

機很常見，而且3D照片也比較貴，但是未

來就會很容易取得，也比較便宜。如果手

機進化了，到時候就會有更多預定就會出

現。酒店業者要傳遞更快速的回應，讓客戶

更瞭解酒店，對生意更有幫助。

其實，科技是供應商獲得更快回應的一

個好方法，而且可以讓代理商獲得一個更

高層次的體驗，讓客戶在購買之前能夠對

酒店場地有所體驗和瞭解。

▼用歷史數據創造合適價格

Marco Ogsimer：酒店如何運用歷史

數據創造出合適的價格，將是成功關鍵。

而且如此也會帶來客戶忠誠度。但是對于

全新客戶來說，沒有歷史資料可以使用，而

且科技無法幫忙，只能透過其他案例來個

別處理。

劉鍵威：所有數據都很重要，都是可以

分析，可以運用的，對話語權都有作用。相

比空手談判，有數據就是比較強。

Sam Lay：獲得價格，幫助客戶管理重

新預定，挖掘審視視角，也是滿重要的。要

扮演的角色是站在客戶那邊的，讓客戶和

自己站在同一個陣線上。

Julien Delerue：沒有數據，就沒有所

謂的遵從與否，現在招標建議書發展都還

在嬰兒階段，酒店集團全球銷售組織/辦公

室要瞭解自己的酒店，更要熟悉未來的價

格，如此才能在行業中，根據市場轉變而

調整和演變。科技肯定會持續影響行業，

酒店業者需要改變自己處理事情的過程與

方法，讓該發生的事情順利發生，並且在

預期的方法之下出現。

▼須重視付款解決方案

Julien Delerue：付款解決方案也要重

視，現在在中國的付款方式，相當受到關

注，一般是60至90天，客戶會付款。供應商

往往不接受客戶離開才付錢。這方面，科

技無法幫上忙，這是價值非常大的資產，要

交給代理商處理，看是要全部交出去，還

是選擇一些交給代理商，請他們處理。

Sam Lay：未來可以創造一個專屬會議

的信用卡，或是現金卡，現在這樣的系統

還未建立，但是未來很有可能會出現，市

場上也需要重視這樣的需求。重要的是，

招標建議書需要符合企業政策，同時提高

效率，供應商需要擁有一個單一數據追蹤

工具。

Competitiveness

會議目的地－投資才有競爭力
會議團體要如何選擇一個合適的目的

地？怎樣確保所選目的地能夠滿足團隊

需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以規避重要

風險？目的地要爭取企業認同，就必須投

資。

合適的目的地至少要滿足基本硬體和軟

體條件，像是高易達性、場地選擇多元、酒

店客房價格滿足各種預算、當地交通等基

礎設施完善、服務品質穩定、旅遊資源豐

富、擁有多年接待經驗等。

維也納會議局副主任U l r i k e  v o n 
Arnold表示，旅遊目的地需要以服務為核

心，其實85%的協會會議都擁有一個長期

的策略計劃，要打造友好的合作機制並非

難事，只要誠實、透明的分享，並在24小時

內回應，往往都能吸引到會議到訪。

另外，目的地也可以加入協會，透過會員

機制，爭取自己成為協會會議的舉辦目的

地之一。同時，可以運用協會的調研，並且

自己也進行調查研究，以跟上市場變化。

同樣的，美國First Incentive Travel
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Joost de 
Meyer補充到，目的地可以跟協會學習到

很多東西，只要加入，並且積極出席活動，

深度研究協會提供的信息，一定能有所收

穫。

關鍵在于城市，不是場地

台灣滿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兼世界

PCO聯盟主席Kitty Wong則認為，現在

很多新興的目的地都開始爭取遊客到訪，

要吸引到客人前往，就必須有獨特的優

勢，提供客人不一樣的體驗。另一方面，

在計劃爭取未來到訪城市的會議時，要記

住，關鍵在于城市，而不只是會議場地。

以臺北為例，現在就在打造一個綠色遺

產，為未來創造一個全新趨勢，讓所有參

與會議的人，到了臺北都能獲得一些什麼

領悟，並且把所學帶回家。現今社會很多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智慧工具，協助與會者不要隨地丟垃圾。

在參與會議的同時，也能學習，交換知識，

並且結交朋友，而不以濫用目的地為目標，

對目的地保持尊重的態度。

以往付錢的人都自己覺得自己是老大，

這樣的觀念，是需要改變的，而在會議中，

參與者是最容易不知不覺在無形中被改變

的。

讓到訪者連結的能力

非洲農業經濟學家協會（AAAE）執行

經理兼營運主管Jeffers Miruka指出，一

個城市讓到訪者連結的能力，就是當地接

待會議團體的優勢，不管是交通便捷性，

讓到訪者方便的從一點到另一點，還是網

絡覆蓋範圍的廣泛度，讓到訪者隨時都

能上網與家人和朋友聯繫，分享想法與照

片。

當中，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

讓旅客方便是很必須的。旅遊目的地要知

道，投資才有競爭力，吸引國際大型企業

進駐投資，是不錯的發展方向。

為客戶提供備案與安全規劃

在安全考量方面， Ulrike von Arnold解

釋到，現在其實大家都生活在最安全的時

代，很多人都24小時隨時可以獲得全球的

訊息，任何時候都可以上網查事情，但是

所有人的焦點都過度聚焦于負面的新聞。

現在其實大部分的疾病都有治療與管理的

方法，而且很多時候人類也可以在事情發

生之前，探測到有可能發生的意外。

當然恐怖攻擊、戰爭代表了高度風險，

土耳其、巴黎等地也就被遊客所排擠。但

是其實，現在被發布的事情，明天就已經

是歷史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反而讓當地成

為最安全之處。不過，城市和會議組織者

永遠沒有辦法說百分之一百的安全，因為

這樣的情況不可能存在。

Kitty Wong補充到，現在的新聞非常即

時，一旦發生事情，所有人都會立刻看到，

這也造成恐懼感快速擴展。作為一個企業

組織、一個專業會展組織者，現在對于安

全，無法保證任何事情，重要的是可以以

及必須為客戶提供一個備案計劃與安全規

劃，透過一系列的步驟，最小化安全問題

出現時的影響。同時，要高度推薦企業購

買保險，讓很多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規劃安

全的企業，有方法可依據、有方向可以追

循。

Joost de Meyer強調，城市的處理方法

和態度也至關重要。例如，泰國發生大爆

炸，但是事后處理機制與管理非常得當，企

業團體和遊客都依然前往當地，所有城市

都可以跟泰國學習。要是什麼事情都沒發

生，但是城市處理的不好，那人們還是不想

前往，因為大家都不想聽好話，而是想聽

真話。

合作才能更強大

Jeffers Miruka補充到，肯亞目前正在建

立一個會展局，以便接下來所有活動處

理，都能有一個和諧處理的方法。南非每

年提供超過8億美金，希望能爭取到會議

團體到訪當地舉行會議。以往有企業要在

非洲開會，都要經過片段、碎片般的過程，

現在非洲各國想要有統一的中心視窗，讓

各國之間成為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一

起合作，努力使會議到訪。

同時，整合旅遊與MICE資源，瞭解到哪

些地區有可以接待企業團體的相關設施設

備，同時，熟悉哪些關鍵要素是企業、協會

等會議組織者選擇非洲的開會的原因。

同樣的，Ulrike von Arnold表示，要合作

才能更強大。維也納和巴塞隆納就擁有良

好的合作伙伴關係，一起分享客戶，一起聯

合起來爭取會議到訪舉行，同時，向客戶

一次推薦維也納和巴塞隆納兩個地方的

會議結合行程。兩地之間雖然沒有合同，

但是在友誼的基礎之上，一起競標，由于

很多歐洲會議和協會會議都是選擇一些

特定目的地每年去一處的循環舉行，因此

只要出現25,000人至30,000人的會議，維

也納和巴塞隆納就會聯手起來，一起爭取

接待。

提供培訓和應對方法

面對未來，Ulrike von Arnold認為，每一

個目的地要打造自己的網絡，確定當地的

下一代已經做好準備，努力提供培訓和應

對方法，讓每一個人都能快速找到危機處

理的最佳方法。例如，如果要接待中國市

場，就必須學習中文，沒有語言隔閡的溝

通，才能真正的快速掌握問題重點，並且

給予合適的處理方法。

而Kitty Wong表示，要投資自己，好的環

境需要好的培訓支撐，人們之間才會產生

信任，目的地也才能給予客人他們所想要

的事情。另一方面，也要培養下一代，每一

個公司都可以讓兩三位實習生加入，帶他

們去展覽，讓他們負責一些事務，給予他

們成長所需的正確原料。

Jeffers Miruka補充到，可以讓25歲至35

歲的員工成為協會會員，從數據庫、統計

數字等資源的基礎之上，學習建立內容，

在小心維持可持續發展的同時，慢慢的成

長。讓每一個人都能建立一套接待標準，

期望下一代能做的更好。

城市
吸引力

便捷性

安全
規劃

城市
合作

人員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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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正成為一座MICE區塊化逐步凸顯的城市。在南城，是

全美最大的會展中心，以及近幾年才開始收穫大量注資、住宿容

量和生活技能都逐漸完備的新興社區。芝加哥河的東岸，是芝

加哥最精彩的、傳統意義上的市區。有意思的是，為與其他區塊

抗衡，東岸酒店形成了聯盟，互助互利，盡可能把規模不等的會

議客源保留在自己的地盤。
[ 鐘韻—芝加哥採訪報道‧攝影 ]

芝加哥區塊化逐步凸顯
規模、創意全面滿足國際MICE需求

DESTINATION-CHICAGO

起
步早的芝加哥中心城區從城市建設、

生活機能到MICE設施都早已完善，

但新意和改變的靈活度就相對較受限制。

人煙較為稀少的芝加哥南城地帶，則是近

兩年的新起之軍。

論精彩度，確實，位于城市南側的

McCormick Campus沒有東岸有吸引力，

然其優勢是整體規劃極為完整而縝密，

具有大規模大會、會展的承接能力。除了

McCormick Place這座歷史數十年、直至近

期才真正意義上完成了最后一期工程的北

美最大會展中心之外，在芝加哥市政府與當

地企業的攜手開發下，其酒店容量在2017-

2018年又進一步飆升，周圍的商業活動也又

有了成長動力，連帶的，生活氛圍也對外來

者有了更高的吸引力。

「建築歷史河輪遊」是初次認識這座城市

的人，搭建整體概念最好的方式。據運營

這項1.5小時河輪遊的芝加哥建築基金會河

輪(Chicago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River 

Cruise)講解員介紹：芝加哥河在過去百年間

經歷了巨大的轉變。100年前，芝加哥港口

的船隻與機場飛機的流量相當；其后，芝加

哥雖不再是重要港口，但直至1980年代，這

條被視為排水系統的河道都充滿了污染；可

是很難想像，今天看到的不再是污水和工

業用船，而是遊船、水上的士、泛舟者和帆

船織成的悠閒氣氛，和東岸商業樓、公寓和

高端地產聚集而成的繁榮景象。

新興會展區域
McCormick Campus

Hyatt Regency McCormick Place
銷售和營銷總監Louis Kievit從「老芝加

哥」的角度介紹，這座城市一直深得其心，

因為它融合了建築、整潔、大湖及湖濱的

一切和連綿數英里不斷的公園區；對于

MICE來說，芝加哥有O’Hare和Midway

兩座機場。在新興的McCormick會展區

域，可謂「老字型大小」的Hyatt Regency 

McCormick Place 1998年就落成，2013年完

成擴建，在800間的基礎上增加了1,258間

客房；一直以來，其國際客源都由製造、工

程、醫藥等展會所驅動。

關于中國市場現況，Louis Kievit坦言，中

國市場因更傾向休閒，住宿多會選擇市區

往北一點的購物區；就這一家酒店來說，因

生意極端倚賴會展中心自身流進的活動，

因此在周邊商業和生活機能更成熟之前，

在保持對客人需求敏感度的前提之下，不

會刻意積極發展休閒市場。

不過西岸會展區的活力確實正在攀升途

中。在Hyatt Regency McCormick Place甫

落成時，周邊盡是荒地；但隨着身為會展中

心、Wintrust體育館及周邊酒店業主的芝加

哥市政府非常有目的性地圍繞MICE逐步

擴大投資、完善區域功能，更生活化的商業

和私人地產也慢慢興起。Wintrust的功能

對其發展尤其突出；其興建目的，一是服務

MICE客戶，二是吸引更多人流進入。

◆新舊酒店成為合作伙伴

芝加哥侯爵萬豪酒店建成，則是迫于需

求——利用會展中心空間的客戶，不斷地

提出了需要距離McCormick Place走路範

圍內2,000間客房的要求。因此如今新建成

的芝加哥侯爵萬豪酒店(Marriott Marquis 

Chicago)與凱悅酒店，既是競爭者，又是合

作伙伴；「因為有了侯爵萬豪酒店的加入，

我們多賣了不然不會有機會賣出去的10萬

間夜。無論如何，市政府的這個舉措，是明

智的。上百萬平方英尺的會展和住宿空間

裡，客人永遠都不用踏出室外一步。」

2018年，凱悅西翼外側還將有全新的

希爾頓酒店入駐，另增466間客房，使得

McCormick Place區塊裡，近300萬平方米的

MICE空間、總數近3,000間的酒店客房、11

家餐廳和酒吧，全都覆蓋于一個屋簷下。

據芝加哥侯爵萬豪酒店代表介紹，

McCormick Place作為北美最大的會展中

心，有260萬平方英尺的展覽空間，和100

萬平方英尺的會議空間。投資數百萬美元

打造、2017年9月全新開業的新酒店侯爵

萬豪酒店及老字型大小的凱悅酒店之間

有密集的室內人行通道，讓客人一旦到了

McCormick Campus，就永遠不用走出室外

了。所有的建築物都相互連通。從侯爵萬豪

酒店的芝加哥最大無柱宴會廳，客人可以一

路走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演講的湖濱大樓

和全新落成的Wintrust體育館。

如果想搭乘公共交通探索市區其他地

方，距McCormick Place 不到一公里處即有

地鐵站，搭乘綠線便能到距其五個街區的

中國城吃頓火鍋或直驅市中心；搭乘紅線

能前往奧黑爾國際機場或轉乘至中途國際

機場。

◆Marty APP是活寶典的延伸

大都會碼頭和博覽會管理局首席營銷

和溝通官員Barnaby Dinges介紹，今天

的McCormick Place“Campus”（校園）包

含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兩家酒店、

體育場以及基本上周邊的一切。為讓參會

者與社區有更好的連接，會展中心推出了一

個APP叫做Marty on McCormick Square。

Marty 確有其人——他在這家會展中心為

參會者提供了30年的指引服務，對會展中心

方圓五英里以內的一切了若指掌，所以智

慧化的新工具並未取代他，而是他這部活

寶典的延伸。

Marty APP會根據參會者手上的空檔時

間提供不同類別的建議，比如健康類會推

薦周邊散步健走、騎車或健身的地方，餐

飲類提供餐廳、酒吧指南，吸引物類則包含

了藝術——APP會利用GPS把客人引領到

Campus上的超過300件高價藝術品，讓客人

假如參會有半小時間隙，還能上堂藝術課；

或者客人如果有20分鐘的空暇時間，APP

也可以帶客人去看看密西根湖濱的鳥類保

護區。

Barnaby Dinges說道，多數時候參會者並

不想要開會期間打車到其他地方，只希望在

步行範圍內完成吃飯、運動、充電等需求，

而APP的上百條建議正是客人不知道就直

接忽略的有用信息，因此對提高參會體驗

非常管用。

目前McCormick每年約200場大型活動，

除了社會和協會、醫藥、銷售、能源等主要

類型外，還有一百萬參會者的芝加哥車展。

不過汽車展這樣針對大眾的活動是少數，

占多數的是針對想瞭解市場動向的參會者

舉行的B2B展會；當中國際和本土活動約

各占一半。

↑McCormick Place會展中心

↑Wintrust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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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年輕感的芝加哥總督酒店

這個年輕的酒店集團目前在洛杉磯、阿

布達比等較大的城市有酒店，「年輕感」使

其即便作為傳統住宿設施也別具一格。芝

加哥總督酒店(Viceroy Chicago)的主要發力

方向是餐飲，並且在經營本地社區方面極

為成功。作為選址前衛、遠離其他競爭的高

端酒店，任何一個晚上都會看到時尚的芝

加哥青年在此聚集、社交。

會議設施方面，除了酒店內的會議室之

外，其餐廳和天臺泳池酒吧都能轉變成私

人會議空間，接待20-50人左右的活動；米

其林廚師使其擁有其他酒店沒有的優勢。

就目前的MICE客源類型而言，高端汽車品

牌發佈會、企業社交活動、社交媒體或影視

明星的主題活動等較常見，「年輕化」明顯

是主流。

協會青睞的
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 

如果活動規模較大，芝加哥科學與工業

博物館是很理想的場地。芝加哥科學與工

業博物館企業和私人活動顧問Christie 
Springer介紹，若以圓桌晚宴形式，博物

館的圓形大廳可容納600-700人左右，雞

尾酒式則2,000-3,000人沒問題。因為活動

場地大且內可舉辦大型表演和演唱會的娛

樂活動，博物館非常受協會大會開幕式或

閉幕式的歡迎。

「芝加哥的味道」是在博物館舉辦活動

很熱門的一種形式——代表着芝加哥中國

城、希臘城、意大利城等各個社區的美食以

路邊攤、自助餐或者四道式等不同形式供

參會者享用，同時客人還能自由的進出博

物館各個展示空間，讓他們既能保有私人

空間，也能隨心社交；在此之上，這樣的活

動還有額外的教育回報。

企業的遊樂場–Eataly
位于市中心、距「華麗一英里」洲際酒

店和Embassy Suites僅數分鐘步行距離的

Eataly，主要業務是在兩層樓的空間裡，同

時進行進口意大利商品零售及提供不同主

題的意大利餐飲體驗（如披薩、海鮮、意

大利面等）。這個明亮、格局有趣的空間自

詡為「企業的遊樂場」，可為2-1,200人提供

靈活的會議場地佈置和餐飲服務。

結合空間、餐飲的
芝加哥商品市場

在市中心芝加哥河畔的芝加哥商品市場

有兩個功能不同的特色MICE場地。一是由

A + I建築事務所設計、就在商品市場樓梯

頂上的Marshall's Landing。

Marshall's Landing餐飲服務和銷售

總監Jessica Reno介紹，除了自身休息室

兼餐廳兼咖啡廳的身份，坐落在芝加哥商

品市場大樓裡的Marshall's Landing同時也

在芝加哥最熱鬧的餐飲區的核心，而由于

大樓前的一片可容納500人的濱河帶由芝

加哥商品市場大樓所擁有，因此Marshall's 

Landing的室內外空間組合非常靈活。同樣

重要的，是由DMK餐廳的合作伙伴David 

Morton和廚師Michael Kornick的餐飲理

念；空間與餐飲的有機結合，使得Marshall's 

Landing備受律師事務所、廣告事務所的活

動甚至是婚禮所歡迎。

國際市場方面，Jessica Reno坦言，目前探

索得並不多，但正因這個場地擁有市中心

的區位、濱河的風光、名廚的靈活手藝等優

勢，Marshall's Landing 希望自身空間能得

到國際市場更好的利用。

同樣位于芝加哥商品市場大樓裡的The 

Chopping Block有點像隱藏的珍珠——在

各個零售店之間，它竟低調又突兀地提供

「體驗」。The Chopping Block活動協

調員Jeannie Biles介紹，市中心的The 

Chopping Block讓企業客戶可以很輕易地

前往參加時下流行的廚藝課程；全球菜系、

體驗形式都有非常寬廣的定制空間。一般

來說，一次體驗約3.5小時，最多可容納250

人；烹飪課程結束后，團隊還能舉辦雞尾酒

派對。在市中心找到這樣的體驗場地，實

為難得。

強力推薦：Brass Monkey

Brass Monkey對傳統口味的人來說可

能在視覺上會太過前衛，但如果追求驚喜

感，尤其是年輕或創新企業，位于正崛起的

West Loop社區中的Brass Monkey有必要進

入場地候選名單。

作為芝加哥少數可容納1,700人的場地

Brass Monkey最常被企業、公益組織和影

視活動所使用，通常一個房間做接待、一個

做雞尾酒會、一個做晚宴，另一個做會后派

對；幾乎每一場活動都會融入極端豐富的

主題內容（如叢林派對、鐵道派對）和前沿

的視聽科技。

Brass Monkey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場地

的開闊、特出的設計和場地使用的高度彈

性之外，還有全芝加哥最有特色的華麗洗

手間。據介紹，芝加哥過去一直被忽略的社

區West Loop近年房地產正在爆發，概念有

點像紐約的肉庫區(Meatpacking District)。

在此環境下，Brass Monkey絕非僅供參會

者坐着吃點東西的傳統活動場地，而是圍

繞娛樂和活動設計、由內容驅動的新型場

所；為了不讓客人因為餐飲和場地租金使得

預算爆表，導致內容變成最后一個考慮的

元素，Brass Monkey內置AV公司，讓客人不

用為了運輸設備和佈置場地而多花錢。

Venue

開發芝加哥的特色場地

McCormick Place最初于1960年落成，

1967年被一場大火燃燒殆盡。取代原建築

的「東樓」在1971年開放，新增的北樓、南

樓、西樓在其后每十年陸續落成；2017年10

月，逾一萬座位的Wintrust Arena開業，同

期有1,205間客房和超過9,300平方英尺的

Marriott Marquis也全新開幕，歷時近60年，

會展區建設總算走完了全程。

芝加哥的靈魂–華麗一英里

再怎麼變遷，密西根大道都是芝加哥的

靈魂。從MICE的角度，這條實際上長達

13個街區，共有460多間商店、275家餐廳

和60棟酒店的「華麗一英里（Magnificent 

Mile）」適合商旅住宿和小型會議——占地

緣之便（前往城區商務樓和各種娛樂選擇

都極端方便），但缺少McCormick的開闊和

整體性。

如果想舉辦有特色的活動，芝加哥華麗

一英里洲際酒店（Intercontinental Chicago 

Magnificent Mile）可能是首選。這不只因為

它是唯一「正門」面向華麗一英里的酒店，

更因為它的傳奇性。

芝加哥華麗一英里洲際酒店銷售總監

Michael Locke介紹，這棟在20世紀初

曾為男子康體俱樂部的大樓從建築風格、

內部裝修、雕飾、壁紙、泳池到格局，無不

講述各種歷史故事。經歷了多次數百萬美

元投資的翻新后，這家散發着老大哥氣勢

的洲際酒店現有新、舊樓兩種不同類型的

客房、175種房型，並設有多種帶着復古風格

的會議空間（「了不起的蓋茨比」風格的泳

池也可舉辦派對），一樓還有邁克喬丹西餐

廳。

如果追求性價比，走路幾分鐘就能到距

芝加哥前五大景點中三個景點都在兩個街

區之內的芝加哥希爾頓尊盛酒店(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Chicago)。這家酒店的特色

是除了傳統會議室外，其主打的套房皆可作

為會議空間使用；雖然乍看價格會覺得偏

高，但結合所有尊盛品牌提供的增值服務

以及該酒店沒有工會這項優勢（所以各種人

工費用可以壓低），非常值得小型會議團隊

考慮。

華麗一英里洲際酒店和尊盛酒店都加入

了各自品牌的中國市場友好計劃，因此拖

鞋、熱水壺、中式餐飲和中文資料等硬、軟

性服務都不用擔心。芝加哥希爾頓尊盛酒

店銷售和營銷總監Michael Rogers說道，

該酒店的中國MICE客人通常都僅是「參

會者」身份，很少接待中國客戶作為主辦者

的活動；對這個提供各種增值服務的全套

房品牌的認知度低，是主要原因。

東岸聯盟發揮區塊力量

如同McCormick系列MICE空間，芝加哥

河東岸的酒店群也自成一個體系。其中的

龍頭是芝加哥最大酒店：擁有分佈于兩棟

樓共2,019間客房的芝加哥凱悅酒店，這家

酒店在2013年剛完成了投資1.68億美元的

翻新工程；商務社交空間的增加和網路連

接度的提高，是這次工程針對市場趨勢做

的主要變化。

由室內通道將Hyatt Regency East與費

爾蒙酒店、瑞士酒店和Radisson Blu酒店

相連的共四家酒店，不久前非常有默契的

形成了協力，為東岸酒店帶來最大利益的

“Lakeshore East Connection”。 

芝加哥凱悅酒店營銷經理Pat r i c i a 
Kanke解釋，這個結合業主和管理公司都

不相同的競合伙伴所形成的「非官方聯

盟」，主要目標是靠着區塊力量，聯手拿下

未大到需要McCormick Place、但又無法塞

進單一酒店的「規模尷尬型」MICE團。她

笑道，雖然這四家酒店無一不擁有極端充

沛的會議空間，但事實是，確實有不少會

議團仍需要「更多」的空間。單打獨鬥的情

況下，這樣的會議團肯定會向別的區塊、甚

至城市流去。但有了彼此依靠，假設其中一

家酒店只容得下某團1,600-1,700人當中的

80%，那麼東岸聯盟內的另一家酒店就可

以挺身而出，接待剩下20%，從而讓東岸的

酒店保住整個大單，創造多贏局面。

當然，同樣區塊內的酒店各有不同特色。

概念上頗具吸引力的是瑞士酒店。瑞士酒

店同樣正在針對新的市場趨勢進行酒店

改造，而其改造主題非常有差異化特色：

康體。芝加哥瑞士酒店營銷經理Brittany 
Robbins介紹道，從住宿、開會到休閒時

間，酒店幾乎一切都圍繞客人的精神和身

體健康打轉，同時酒店也積極將客人帶到

他們的公益活動當中；這不僅是一項新穎

概念，更是讓MICE客戶真實感受到參會滿

足感和價值感的一項舉措。

↑芝加哥河東岸酒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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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0人的超大年會 
活動時間  2017年12月8日

活動地點  上海汽車會展中心

與會人數  234桌，將近2800人

活動挑戰 場地距離遠、

 現場部署不易、設備有限、

 考驗人員配置與訓練

無論在哪一場活動、哪一個環節，酒店宴會團隊都必須要能夠有

不斷否定自己的能力，思考「萬一......怎麼辦？」，亦即為客戶設想好

最多的備案方式，這是對于做好一場完善活動的必備能力，可以有足

夠多的選擇提供給客戶，也是應變所有臨時突發事件的最佳戰略。

2017年12月8日，某國際會計事務所 2017

年會在上海汽車會展中心舉辦。上海

威斯汀大飯店從眾多五星級酒店及外燴服

務公司中脫穎而出，被選定為此次活動的

現場餐飲服務供應商，酒店為到場的2,800

名公司領導及員工提供外賣茶歇及234

桌三道式西式晚宴。近3,000名賓客同時

用餐，創造了上海威斯汀大飯店的外燴記

錄。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宴會銷售總監丁敏

娟表示，上海威斯汀大飯店是上海五星級

國際品牌酒店裡少數取得外燴許可證的酒

店，因此在首次和客戶提案時酒店為表示

對此次活動的重視，包括總經理、餐飲總

監、行政總廚、銷售總監和宴會銷售總監、

宴會廳總監以及活動負責的銷售同事等組

成一個團隊，一起和客戶開會，讓客戶非常

感動，最后成功爭取到項目。

酒店提前近半年開始籌備此項目，酒店

管理層先后召開十余次討論會，制定詳細

周密的籌備計劃，無論大小細節皆與會議

組織者積極溝通，充分瞭解會議組織者的

需求，並根據組織者預算，從而開展一系

列計劃。

由于客戶過去幾年年會的經驗並不足

以作為參考，酒店餐飲總監就列出一系列

問題希望客戶能如實回復，包括此次年會

的中外籍人士的比例、過去年會的餐飲菜

式、對食品的要求以及對餐飲服務的要求

甚至如何配合年會活動主題，到過去年會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參與者對餐飲的回饋等，都是作為活動策

劃前的重要參考，也讓主廚團隊在定制菜

單時，有更好的依據和想法。

一般性的外燴活動項目酒店都會考慮場

地的制約以及項目執行可行性，這場活動

確實也有不少執行難點：

1.活動場地距離遠

此次項目執行的難點之一便是場地距離

遠，位于嘉定的上海汽車會展中心距離酒

店40公里，且現場基本是全空場地，無廚

房設施。設備運輸、人員調配及食品保鮮

等問題成為了此次外賣宴會的極大挑戰。

由于場地的限制，無法在現場烹飪，廚師

們在酒店將食材製成半成品，運輸過程中

全程採用冰箱車，乾冰環境，保證低溫運

輸。全部保溫車、大型蒸烤箱、圓桌及餐

椅等也提前一天運輸到場地，並通宵完成

搭建。

雖有場地的限制，從菜肴設計上來說仍

要考慮到菜品美觀，又兼顧到口味。威斯

汀經驗豐富的廚師團隊，在保證現場大規

模可操作性的情況下，將菜品最優美的擺

盤展現給食客，菜品的口味更是展現了五

星級酒店的實力。

考慮到與會者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

口味及用餐習慣有所不同，廚師特別將餐

食口味進行了改善，美味可口的同時又能

滿足中西食客的不同味蕾。另外，考慮到

素食主義者，廚師們特別準備了一份素食

功能表，讓素食主義者也能選擇自己喜歡

的餐食。酒店亦特別為VIP們準備一套精

選功能表，VIP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主

食，牛肉、雞肉、羊肉等一應俱全。

2.考驗現場部署

由于廚房被設置在場館兩邊，當中差距

將近200米，故威斯汀在前期討論會中，制

定「作戰示意圖」，將場地分成ABCD四個

區域，每個區域配備區域組長以及跑菜負

責人各一名，各自負責4個小組，以保證傳

菜以及服務的效率；甚至連酒店總經理和

業主代表也都在后廚一起加入團隊作業，

團隊對當晚服務都更加盡心盡力。

為避免溝通混亂，當晚所有的餐飲上菜

時間和前場活動分別酒店和客戶各有一位

總指揮，負責即時溝通現場的消息，如有

緊急情況需要做活動協調，也不致于造成

信息失誤。

由于當晚是按位上菜，因此人力安排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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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威
斯
汀
）

的流暢性也是考驗，必須在每道菜的加熱

速度、排盤、到端盤出餐的節奏順序都不

容有失；也因為年會安排的活動節目時間

不斷調整，未免上菜時間正好穿插到場地

光線變暗的臺上演出環節，在諸多可能變

因情況下，宴會總監事先購買多個螢光棒

以備萬一，且事先彩排了一輪，讓所有端盤

出餐的服務人員，都能跟隨螢光棒的帶路

指引，順利到各桌座位上菜。事先考慮周

詳，也讓客戶對團隊的悉心周全準備，非常

讚賞。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年會是

在12月，正值冬季，公司又選擇按位上菜

的功能表，加上所有菜都是半成品，必須

加熱，這就考驗酒店餐飲團隊對菜肴品質

的把控。酒店為此特別添購大量用于外燴

的餐盤、餐具，此外，也特別按照四大分區

事先都架設了足夠的烤箱，在充分分工組

織安排下，行政總廚要求每道菜的所有餐

盤必須事先熱過，以確保每個與會者入口

的餐點都是熱的，這在將近2,800個人同時

用餐的情況下，的確相當考驗。

果然，活動后獲得客戶非常感動的回

饋，過去兩年該公司年會的餐飲總是熱菜

冷上，或是菜色不足員工沒吃飽喝足等，但

今年公司年會的員工反應非常滿意。

而當晚年會結束所有的餐盤杯具也由酒

店團隊全數收拾回酒店清洗，據瞭解，酒

店團隊后續花了將近10天時間在做所有年

會活動餐具清洗消毒回復原狀保存的善后

事宜，足以見得這次外燴活動的規模。有

了這次很難能可貴的經歷，酒店團隊未來

在承接過千人的外燴項目，也都有了充分

條件支持，。

3.場地設備有限

場地設備有限也是一大難點，本次外

賣活動需要酒店自己搭建廚房，為了解決

此問題，威斯汀各部門包括廚房部、宴會

廳、工程部、安保部，進行了詳盡的安排、

測試與計劃，解決了包括廚房地點安排、

幕布遮擋、設備擺放、電箱運作等細緻的

問題。

把每一次客戶活動
都當作新的經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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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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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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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工程部在前期查看場地時發現，場

地方電源設備缺少，流量不夠，在充分溝

通與協調下，場地方配合提供了合適的流

量設備。后期由于廚房位置調整，電源位

置與原先測量的不一致，另外放長線排線，

在保證用電正常的情況下，廚房工作流程

包括上菜走位能夠安全、有序進行。

4.人員配置與訓練

所以不難看出，在此項大型外賣活動

中，人員配置也是另一大難點，酒店在需

要維持正常運作的基礎上配備足夠人員到

現場服務。活動開始的前一周，酒店對所

有內部參與服務人員進行了充分的內部培

訓，包括場地示意圖、小組分配、現場可能

遇到的問題，都進行了詳盡介紹、講解以及

實際操作示範。

酒店還從上海其他萬豪旗下的姐妹酒

店抽調廚師、服務人員以及設備，來支援

本次外賣活動。整場年會酒店團隊協同姐

妹酒店的支援人手將近400人，其中廚師團

隊就多達100人；也由于人手特別多，在事

前在現場的分工細節更加重要，必須讓每

個團隊成員都清楚知道每個環節負責做什

麼，特別是負責上菜的服務人員必須對場

地熟悉，要事先預做數次彩排，確保當晚

的工作團隊都能各司其職。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宴會銷售總監丁敏娟

表示，經過這次大型外燴服務，酒店團隊

首先意識到團隊合作分工的重要性，特別

是服務團隊各部門之間的互相協作，在前

期開會溝通充分，才不會對外展現出不到

位的服務。

比如前期工程部部對現場設備的設置，

都要配合廚師團隊在后廚動線的設計，每

週部門協作會議的同步溝通就能確保信息

沒有落差，對外和客戶、場館方交流時才能

有最充分且即時的回饋，這展現的是酒店

服務的專業度；即便酒店過去已經做過數

次規模也不算小的外燴服務，但群策群力

把每一次客戶活動都當作累積新的經歷看

待，非常重要。

< 活動插曲 >
 在年會入席前，安排了在場外設定的區

域有一個簡單的雞尾酒會，除了有酒水供

應外，也由酒店準備好一些雞尾酒會的小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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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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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但因為人數眾多，短時間內就會產生很

多垃圾，比如擦手紙、小食的一次性餐具

等，客戶便緊急要求準備大型垃圾桶方便

大家丟棄。

但酒店宴會總監、餐飲總監一致認為不

符合五星級酒店服務標準，及時臨時調出

一支服務團隊人手，在現場拿託盤收拾所

有與會者于雞尾酒會吃喝產生的廢棄物，

畢竟這個服務環節和讓客人自己丟到垃圾

桶還是兩個概念；雖然是一個很不起眼的

環節，但也凸顯出來酒店對所有標準化服

務的重視。

另外，因為客戶年會人數規模相對大，

場館方對安全性有較高的要求。比如到活

動前幾天才通知酒店所有外帶到場館內

的原物料必須符合阻燃條件，也由于場館

是全開放式空間，為求區隔和美觀，同時

便利酒店團隊在后臺的餐食準備工作，此

前酒店特別單獨設計了四大區塊的后廚區

域，搭建的材料有部分不確定是否符合安

保條件，酒店于是緊急在活動前全部再加

成本購買確認符合條件的材料。

此外，酒店的安保部門也在活動前和服

務團隊一同前往現場，把所有場地的秘密

頻道規劃、吸煙點等都仔細做了現場圖架

構，方便酒店服務團隊提前做好對場地安

全把控的認識，畢竟光是服務團隊就多達

400人，也是一個中小規模的外出活動團，

全體人員的工作安全性，必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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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3日至4月29日，葆嬰有限公司召集來自全國各地的1,300名經銷商，一周時間內分五個批次

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展開2017葆嬰成長進步之旅。活動以「榮葆華彩 澳躍英峰」為主題，為葆嬰獨家定制

特色體驗，並讓葆嬰的健康生活理念深刻融入整個悉尼成長之旅。

CASE STUDY CASE STUDY 

澳
大利亞旅遊局北亞區商務會獎旅遊

總監陳俐呈（LC Tan）表示，葆嬰

有限公司為母嬰營養保健行業的領導者，

選擇在悉尼舉辦活動的原因，除了海外會

獎活動要達到促進自身業績增長的能力之

外，主要考慮五大核心因素：

1.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力。悉尼提供難

以忘懷的體驗，坐擁世界最大的天然

海港和享譽全球的標誌性景點，也就是悉

尼歌劇院和悉尼海港大橋。同時，悉尼提供

多姿多彩的活動，適用于不同團體規模和

預算情況。

2.一流的基礎設施、活動場地和住宿

選擇。悉尼擁有諸多獨特而精彩的活

動場地，例如，悉尼歌劇院、市政廳、邦迪

海灘、私人海島等，這些都非常適合舉辦大

型活動。另外，悉尼提供豐富的住宿選擇。

大多數國際知名的酒店集團均在悉尼設有

酒店。這座城市擁有33,000間酒店/汽車旅

館客房和酒店式公寓，其中大約一半位于市

會獎機構大力支持
贏得活動再回流

（
提
供‧

澳
大
利
亞
旅
遊
局
）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中心，搭乘短途計程車甚至步行即可到達

主要的活動場所和觀光勝地。

3.積極協助的會獎局。從規劃的起始

階段到活動落幕，悉尼會獎局全程提

供專業的服務。悉尼提供「城市一體化」戰

略，當地政府積極配合悉尼會獎局和行業

供應商的密切合作。

4.便捷的國際航線網路。超過50%來到

澳大利亞的國際遊客會造訪新南威爾

士州的悉尼。作為澳大利亞門戶城市，亞太

地區主要的大城市都與悉尼有多個直達航

班。直飛的航班從北京、上海、廣州、南京、

重慶、香港和臺北出發，將近40條航線每週

承運超過70萬旅客抵達悉尼。

5.簡易快捷的出境手續。澳大利亞政府

目前向中國公民提供10年內多次往返

的旅遊簽證，這使得中國公民更方便的訪

問澳大利亞。

  針對這次活動，陳俐呈（LC Tan）強調，

其在悉尼舉行活動的優勢有以下幾點：

■  交通便捷的城市中心。悉尼市中心位置

得天獨厚，距離悉尼國際機場僅有8公

里。

■  悉尼與中國只有2小時時差，團員很容易

適應，迅速調整到最佳狀態。

■  國際佳餚和經典特色美食。體驗悉尼多

元化的美食和美酒文化，在賞心悅目的

海港圍繞下享用新鮮海鮮，輕酌澳大利

亞美酒。

■ 澳大利亞旅遊局會獎部和悉尼會獎局強

強聯手，為葆嬰獨家定制特色體驗。

■  除了悉尼城區之外，還提供地區性的觀

光選擇。除悉尼外，新南威爾士地區還

有豐富的觀光活動，讓參會代表能夠充

分感受悉尼周邊風景優美、文化底蘊濃

厚的地區。

■  氣候 宜人，悉尼全年平均氣溫為

21°C/71.06°F，堪稱完美。

為了這場活動，悉尼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包括：確保政府支持並出席晚宴和商務會

議、協助聯絡當地旅遊供應商並形成聯繫

網路、為每位參會代表準備歡迎禮品包、與

悉尼機場合作安排與會代表專用零售牌和

提供折扣優惠，以及聯繫海關、移民局、檢

疫機構和悉尼機場，協助團體簽證申請和

機場登機手續。

另外，悉尼也為客人打造了一些客制化

的服務和體驗。例如，特色農場體驗。位于

悉尼西北的托布魯克農場打造專屬「葆葆」

的一系列體驗活動，包括剪羊毛和牧羊犬表

演、無發酵麵包和比利茶的製作表演、牛仔

揮鞭甩飛去來器活動和傳統叢林之舞，以

及與澳大利亞野生動物的近距離接觸等。其

他客制化體驗還包括：攀登悉尼海港大橋、

走進悉尼歌劇院內部感受藝術魅力，以及

澳大利亞標誌性的最新展館—悉尼國際會

議中心舉行了專屬研討會及千人盛大晚宴。

在舉行活動時，悉尼出現了新的突破–皇

家植物園健康走活動。「關愛生命」是葆嬰

的品牌理念之一，此次成長進步之旅，葆嬰

近千名伙伴在悉尼皇家植物園自創了葆嬰

夥伴健康走活動，身體力行宣導「走出去、

動起來」的健康、綠色、活力的生活方式，

不僅讓葆嬰的健康生活理念深刻融入整個

悉尼成長之旅，更為澳大利亞商務會獎旅

遊活動增添全新嘗試。

挑戰

就活動挑戰而言，一周內分五批安排接

待超過1,300多名的參會代表，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悉尼會獎局幫葆嬰聯繫到最適

合的供應商。在他們的協助下，葆嬰更輕鬆

完美的策劃和執行活動安排，保證每位參

會代表都獲得難以忘懷的體驗。

關鍵

談到活動的成功關鍵，陳俐呈（LC Tan）

認為，悉尼是企業獎勵旅遊的標誌性目的

地。當地的安全性、多元文化和熱情好客的

市民，是葆嬰選擇悉尼作為公司獎勵活動

舉辦地的重要因素。新南威爾士州的供應

商完全有能力滿足葆嬰客戶的特殊要求，

以及接待大規模團隊的能力。與澳大利亞

旅遊會獎專業部門合作，如澳大利亞旅遊

局和悉尼會獎局，是活動得以順利圓滿舉

辦的原因之一。

收穫

提到舉辦活動后的收穫，陳俐呈（LC 

Tan）表示，這次是葆嬰第二次選擇澳大利

亞作為會獎目的地。澳大利亞優質的商務

會獎旅遊資源和強大的接待能力，在這次

2017成長進步之旅中再次得以彰顯，葆嬰

代表團對悉尼體現出的濃郁澳式風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葆嬰千人悉尼行，也成為澳

大利亞商務會獎旅遊經典案例。

客戶回饋方面，參會代表的回饋表明，他

們在澳大利亞獲得了美好的回憶，並願意把

悉尼推薦給家人和朋友作為旅遊目的地。參

會代表在活動中倍受鼓舞，激勵他們為公

司創造更多的銷售業績。葆嬰真誠的推薦

澳大利亞作為企業會獎旅遊目的地。

葆嬰銷售活動經理鄂丹女士表示，

「2017葆嬰成長進步之旅的圓滿完成，離不

開澳大利亞各方會獎機構的大力支持。讓我

們對悉尼由陌生到熟悉、由嚮往到熱愛，從

最初的惴惴不安，到后來的信心滿滿。我們

期待未來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澳
大
利
亞
旅
遊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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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葆嬰成長進步之旅   

舉辦機構 葆嬰有限公司

活動主題  榮葆華彩 澳躍英峰

活動日期  2017年4月23日至4月29日

與會成員 

活動場地  悉尼國際會議中心、悉尼海

港大橋、悉尼皇家植物園、

  悉尼歌劇院、托布魯克農場、

菲澤德爾野生公園等

活動挑戰  一周內分五批接待超過1,300
多名的參會代表

來自全國各地1,300名經銷商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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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Packages

帕拉瑪塔Skye Hotel Suites超值會議套餐 
帕拉瑪塔Skye Hotel Suites套房酒店

——澳大利亞皇冠房地產集團（Crow n 

Group）旗下第一個奢華酒店品牌開設的

全新酒店，日前宣佈啟用一系列時尚、高科

技的會議空間，並為此推出多款超值會議

套餐，滿足各類商務活動和會議的需求。

◆會議套餐：

帕拉瑪塔Skye Hotel Suites套房酒店現

推出超值會議與活動套餐，最低全天包價

每人僅需70澳元（須滿足最少人數要求）。

配套的定制餐飲包含新鮮果汁、冰沙、富蛋

白甜品、新鮮水果、自製糕點與曲奇、三明

治等等。會議與活動套餐的內容包含：

• 會場租賃

• 迎賓茶歇：Nespresso和Dilmah產品

• 美味早茶：配Nespresso咖啡和各色茶茗

• 工作午餐

• 美味下午茶：配Nespresso咖啡和各色茶

Opening Promotion

美獅美高梅尊貴開幕住宿優惠 
即將于2018年1月29日開幕的美獅美高

梅宣佈推出一系列尊貴開幕住宿優惠，自

即日起，賓客可以優越價格進行預訂。這

一系列別出心裁的住宿優惠不僅為賓客提

供物超所值及靈活的尊尚選擇，更照顧到

前往澳門之個人、家庭甚至商務賓客的需

要。

為隆重慶祝即將開幕，美獅美高梅特別

推出尊貴開幕住宿優惠，賓客可以港幣/澳

門幣1,398元起進行預訂，享受以下禮遇：

•美獅美高梅度假客房住宿一晚 

• 每晚入住均可獲澳門幣500元酒店消費

額，適用于餐飲、水療、劇院及來往香港

的船票優惠 

• 于指定餐廳使用酒店消費額，可享額外折

扣

從今天起，凡登記成為美高梅綜合度假

酒店會員計劃「美獅薈」的新會員，更可享

額外住宿及餐飲優惠。

如欲查詢成為「美獅薈」會員的詳情，

或預訂以上各項尊尚優惠，請瀏覽w w w.

mgm.mo或致電(853) 8802 8888查詢。

茗

• 使用視聽設備：白板、掛紙板、投影屏

• 無泡水和氣泡水、薄荷糖

• 紙筆

◆私人多功能室套餐：

租用私人多功能室，用美酒佳餚招待同

事與客戶。定餐套餐起價每人僅需55澳元，

包含兩道菜，70澳元套餐包含三道菜。雞

尾酒與飲品套餐起價每人僅需18澳元。優

惠套餐價格是否可提供須視供應情況而

定，隨季節而變。應客戶要求可提供功能

表。

澳門喜來登/瑞吉金沙城超悅所想
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及澳門瑞

吉金沙城中心酒店誠意推出「超悅所想」

禮遇，為與會者及活動策劃人提供一系列

特別優惠。本次優惠有效期由2018年1月15

日至2019年12月20日。

于2018年1月15日至6月30日預訂「超悅

所想」，即可享受以下優惠：

◆預訂越多，優惠越多 

• 預訂25-50間房可獲贈一項特別優惠及一

項娛樂休閒活動優惠。

• 預訂51-100間房可獲贈兩項特別優惠及兩

項娛樂休閒活動優惠。

• 預訂101-150間房可獲贈三項特別優惠及

三項娛樂休閒活動優惠。

• 預訂151間房或更多可獲贈四項特別優惠

及四項娛樂休閒活動優惠。

◆「超悅所想」特別優惠

• 總帳單95折禮遇：入住澳門金沙度假區，

可享總帳單九五折，適用于酒店住宿、餐

飲套票、會議套票和會議室租賃

• 免費酒店住宿：每預訂25間房即可享一間

免費房間住宿

• 免費酒店升級：每預訂25間房即可享一間

免費升級待遇

• 半價購買金光飛航船票：每位入住賓客可

以半價購買船票兩張(須視艙位情況而定)

◆娛樂及休閒活動優惠

• 預訂澳門金沙度假區精選娛樂表演可享

高達半價優惠（可選擇多于一項表演）

•指定場地雞尾酒招待會八五折

•貢朵拉及巴黎鐵塔體驗門票半價

• 中國秀《西遊記》門票半價以及場外演出

可享半價優惠

入住期間，可免費乘坐酒店和主要觀光景點

間的穿梭巴士，並可在兩家酒店的任何一間餐

廳（包括冰宮）使用獲贈的餐飲消費額。垂詢

詳情及預訂，請撥打(86 451)8485 8888；(86 
451)5862 9999或發送郵件至reservations.
shar@shangri-la.com；reservations.shas@
shangri-la.com。

世尊國際酒店及度假村喜迎最近完成品牌重

塑的靜安昆侖大酒店(前身是上海希爾頓酒店)

合作加盟，即日起至2018年3月2日，凡預訂

靜安昆侖大酒店住宿的客人即可享最優惠房

價六至八折。

優惠代碼如下：

• D01–預訂豪華、高級豪華、高級豪華全景客

房即享最優惠房價八折 
•D03–預訂行政客房即享最優惠房價七折 
• D02–預訂全景、行政全景及豪華套房即享

最優惠房價六折 
預訂或瞭解詳情，請流覽WorldHotels | 世

尊國際酒店及度假村官方網頁WorldHotels.
com。

Seasonal Promotion
冰城兩家香格里拉
共推冬季暢遊優惠

即日起至2018年2月28日，預訂冰城兩家香

格里拉大酒店共用冬季暢遊優惠，僅需人民

幣3,199元，即可任選入住哈爾濱香格里拉大

酒店高級客房或哈爾濱松北香格里拉大酒店

豪華客房共兩晚（可任選一家或兩家酒店入

住），包括每日雙人早餐及人民幣400元餐飲

消費額和貼心保暖包（含手套、帽子、熱貼等

保暖用品）。

Room Discount
世尊、靜安昆侖慶祝加盟優惠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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