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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並保持政府對MICE的重視，是運

營高性能CVB的關鍵手段。而要達到這

一點，必須聯動包括學術界和各產業的力

量，從不同角度不斷向政府發聲。

如何運營一個高性能的CVB？Gaining
Edge高級顧問Mike Williams說道，最

重要的是引起政府對MICE市場的重視。

但是展示MICE活動為目的地帶來遊客數

量、直接收益的資料雖然多，卻不足以讓

政府明白MICE所能帶來的間接好處。因

此CVB應該做到的，是建立一套統計方

隨着中國的企業越來越重視員工的體

驗，中國的商旅服務應如何在強調政策合

規的傳統以及差旅者對服務品質和便利性

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從TMC的角度，中

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有限公司中國區副總

經理吳克儉克儉克 說道，會考量幾點。

第一點是如何制定政策。要求員工儘可

能使用公司所指定的差旅服務供應商預定

管道，因為這涉及到資料的整合、合、合 安全的管

理和后續報銷流程的整合性。

第二點是如何在預定過程中實現智慧化

的審批手段。吳克儉指出，現在很多公司個

性化的審批流程已經完全可以植入系統本

身了。對差旅者而言，這個這個這 過程是隱形的；差

旅者不需要做個人個人個 的審批管理，只要完成訂

單提交以后，讓系統根據他所設定的路徑自

動完成審批。審批過程中，差旅者可以對審

批狀批狀批 態做有效的監控，系統也可以做推送。

第三點是支付。說到支付，「天網恢恢，

法，具體體現出MICE活動能為當地社會

橫跨所有產業帶來的價值和影響。而想

這麼做，一個有效的方法是與當地高校合

作，在各大會議進行調查，瞭解參會者消

費、參會者對目的地的看法，以及與本地接

待方合作，瞭解特定會議活動結束后所留

下的活動遺產有什麼。

另一個讓政府對MICE產業投入的方

法，是讓政府部門參與到活動當中。比如，

如果成功競標了一場學術會議，那麼就讓

教育部官員參與到活動當中；如果競標到

醫療會議，爭取讓衛生部門也加入到活動

組織過程中，為協會或產業領袖與當地官

員牽線。

由此，政府將能第一手看到會議活動

能為本地帶來的好處。而要維繫政府與

MICE產業的關係，就必須好好思考政府

的主要考量有哪些，做足功課瞭解政府想

主力發展哪些產業，並調整自身策略，以

雙贏的方式同時滿足MICE產業發展需求

及政府目標。

此外，還需把握與社會各個利益相關者

之間的關係，聯動引起政府對MICE的重

視。MICE活動為目的地帶來的好處通常

不會立即顯現，而往往需要12個月以上才

會慢慢釋放出來。因此利用學術界和各產

業的力量一同保持政府對MICE的重視，

非常重要。如果單只有MICE業者發聲，目

標很難達成。

在合規及員工體工體工 驗間取得平衡

Insight

[ 鐘韻—採訪報道 ]

疏而不漏」在多數語境裡沒有褒義，但是在

差旅管理的環境裡，如何形成一張實現融

合和整合的大網，既幫助每一步支付支付支 問題的

解決，又讓又讓又 員工本身不身不身 受支付和預定管道或

者說產品的限制，是服務商、產品供應商和

支付支付支 解決方案專家需要共同探討探討探 的問題。

他指出，人人談數字化轉型之際，服務體

系裡的每一員對于自己能做什麼需要有比

較清楚的定位和瞭解。所以他建議，在決定

放手去做之前，這三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需

要先問自己，接着再看目標應該定在哪裡；

這才是一個短期內可行的方案。

w
w

w
.jinlinghotel.com

 

落于南京城
市中心的金陵饭店

倾力呈现超过4000平方米
的大中小型全新会议空间，现代而

不失稳重的风格，配备先进的视听设备与无线
网络，饰以华丽灯光与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辅以妥帖细致的会务及

宴会服务，灵动组合，使您在这里的每场商务活动与会议都尽善尽美。

坐

签署自即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综合性会议合同(符合会议价格政策)，可享如下礼遇：

登顶礼遇 尽属贵宾

中国 南京 新街口 汉中路2号  210005
电话 : (86-25) 8471 1888   传真 : (86-25) 8471 1666

电子邮箱 : meeting@jinlinghotel.com
www.jinlinghotel.com

轻松会议 完美体验

用房数达40间及以上，可享加价100元升级至商务房特惠，3间封顶

用房数达80间及以上，可享加价100元升级至商务房特惠，5间封顶

总消费达15万元以上会议，可享一间房免费升级至金陵高级套房礼遇

1000m2钟山厅1300m2昆仑厅 600m2博爱堂

BTMice_18May.indd   1 23/5/2018   上午10:45



2   TTG-BTmice China-May/June 2018

NEWS

Seoul

中國仍是營銷重心

首爾多元開發MICE國際市場
[ 鐘韻—首爾採訪報道 ]

國際市場推廣方起步 廈門盼加強交流開發手段
Xiamen

[ 鐘韻—採訪報道 ]

受過去一年多中國市場低靡之激，首爾

會展局已啟動使客源市場更加多元化的國

際MICE市場發展計劃。出于交通便捷及

城市資源等多種客觀優勢，未來中國仍會

是首爾的重心市場之一，但印度、中東和

俄羅斯也會是首爾開發MICE客源的新方

向。

首爾國際會議展覽局局長Jin Hyeok 
Park說道，2016年，首爾MICE市場中的

企業活動最大客源市場是中國，占該細分

市場中的23%。但是因為一些政治原因，

韓國的中國客源市場在過去一年多非常低

靡，首爾也積極尋找解決方法。不過日前

朝鮮和韓國和平舉行峰會、兩個月前中國

政府又向韓國表示中

國赴韓國旅遊將重新

開放等，已成為了首爾

繼續發展中國市場的

福音，今年首爾會展局

預計中國市場將再次

騰飛。

但是，即便因為韓國與中國之間有距離

短、效率高的交通優勢（這兩個特質特別

受MICE客人重視），使得中國依然是首爾

的重心市場，首爾會展局還是意識到了使

客源市場更加多元化的必要，因此開始往

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加強推廣，

同時也步入南亞，著手開發全新的印度市

場——其去年啟動的印度市場準備工作已

細緻到瞭解耆那等不同宗教的飲食習慣及

首爾如何以自身資源避開不同餐飲忌諱、

滿足客人需求。今年，首爾會展局還考慮

將中東和俄羅斯也添入新市場開發計劃

當中。

同時，首爾在協會大會和企業活動的競

標上也非常積極；依會議活動性質的不

同，會展局自身的競標團隊會在首爾MICE

聯盟的216家企業中找到合適的伙伴（比

如COEX會展中心、酒店、PCO、航空公

司、計程車公司、特殊場地等），以集群的

方式一起向潛在客戶呈現活動落地方案、

舉辦考察活動等。為加強作為MICE目的

地的吸引力，首爾MICE聯盟仍在擴大、官

方認證特殊場地的數量也持續增加；更

值得期待的是，首爾預計2020年實現免費

Wi-fi全覆蓋。

近日，首爾會展局正式從半政府組織成

為全政府組織。Jin Hyeok Park表示，這將

賦予首爾會展局更多獨立決策的能力，使

首爾會展局未來以更靈活的方式、更豐富

的資源，發展國際MICE市場。

擁有優越條件的廈門，目前對國際MICE

市場的通路和管道尚不清晰，盼借國際展

會和行業交流，進一步瞭解國際MICE市場

開發方式，並開始做國際大會競標。

廈門市會議展覽事務局蔡偉華介紹，

從場地、酒店到政策環境來看，廈門都為

國際市場提供非常強的落地支持。場地空

間方面，廈門有17個展覽場館，總面積達

200,000平方米，且另有100個會議場地、

650余間會議室，總面積達133,000平方米。

酒店方面，廈門有19家5星級酒店、26家4星

際酒店和40余家高端酒店，總計2,022個接

待設施和148,700張客床。軟體方面，廈門

有支援MICE產業的政府，提供具有競爭力

的獎勵政策。

蔡偉華表示，廈門友好的MICE環境分成

六個維度：

第一，低門檻、覆蓋面廣、獎勵豐盈、開

放且透明的會議和展覽獎勵政策。

第二，若國際會議和展覽一同舉行，政府

提供50%的補貼。

第三，會議和展覽組織設立的會議可申

請到最高2,000,000元人民幣或80,000元租

賃補貼。 

第四，會議（包括商務、學術、國際和

大規模會議）可申請到的獎勵最高可達

500,000元人民幣。

第五，展覽旅行可最高獲取獎勵和租賃

補貼共2,800,000元人民幣。

第六，恆展每次可申請的總獎勵金額可

達2,500,000元人民幣。

她說道，每個對MICE活動有吸引力的目

的地都必須有「X元素」。對廈門來說，這

個X元素是浪漫、宜居和創新。廈門體驗涵

蓋了適宜的氣候、有活力的商務環境、堅實

的硬體和軟體基礎。廈門也提供豐富的會

后活動選擇、多元化的美食。

儘管擁有眾多優勢，廈門對于如何開發

國際MICE市場，目前還未有清晰的策略。

蔡偉華認為，廈門目前在國際市場上的主

要競爭者應是廈門自己。她解釋，由于廈門

在國際MICE市場推廣上才剛剛起步，因此

會議展覽事務局對國際市場的通路和管道

還不是非常清晰。但廈門已在發展路上，並

計劃著手進行國際競標。現階段，廈門盼

借行業展會和交流，加深對國際市場開發

策略的認識和探討。

海南郵輪發展豐富會獎產品選擇
Hainan

海南正強化郵輪產業發展，為國內會獎

市場提供更好的目的地產品選擇。

海南省會議及獎勵旅遊行業協會秘書

長楊冬文介紹，近年多家郵輪公司紛紛以

海口或三亞為母港或停靠港開通越南等航

線。

[ 鐘韻—採訪報道 ] 去年，海南又增加了菲律賓和老撾航

線，但這些航線並非如越南航線有固定航

次；另海南也添了西沙郵輪產品。由于西

沙的特殊屬性，郵輪須每航次完成后再行

為下個航次進行申請，全季班期無法一次

公佈，但去年由兩家本土郵輪公司各運營

的一艘郵輪仍在去年夏季開了常態性的八

個航次，成功吸引客人。

2015年，海南省政府出臺了依噸位、航

次數量提供的相應獎勵政策。2018年，配

合一帶一路發展，郵輪被海南省旅遊委列

為重點發展產業。其工作計劃中，首先將

調整郵輪產業獎勵政策，更大力度地吸引

郵輪公司以海南為母港，開通國際郵輪航

線；其次會促進郵輪航線更加多元化，使

以海南為母港的航線除越南外，更進一步

覆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

再次是發展環海南島航線。

這些對會議及獎勵旅遊都是好消息。楊

冬文說道，海南省本就具備良好的會獎旅

遊資源，且吸引的主力會獎客源類型又非

常適合把活動帶到郵輪舉行，因此若以海

南為母港向外延伸出更多郵輪航線，海南

作為會議及獎勵旅遊目的地將能提供更豐

富的會議及會后產品的選擇。

蘇州市旅遊局主辦的「約會蘇州 精緻會獎」

2018蘇州會獎旅遊分享會日前于北京舉行。此

次分享會旨在通過北京輻射全國MICE市場，

推廣蘇州會獎旅遊形象的同時，與區域PCO進

一步建立和鞏固友好合作關係。

據介紹，蘇州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國獨有的蘇

式會議和高端會獎的旅遊品牌「約會蘇州」。

「約會蘇州」的四大子品牌包括「約會園林」、

「約會古城」、「約會湖畔」和「約會雅韻」，滿

足參會者的不同需求。此次分享會，蘇州市旅遊

局向前來參會的會獎企業人士和協會代表以詩

詞雅韻形式描述並推介了蘇州四大品牌資源，同

時介紹了蘇州市的商業會議補貼政策、詳細的補

貼標準，以及獲取酒店、住宿、場地、政策等相

關信息的官方管道。

蘇州市旅遊局促進處副處長李郁介紹，精

緻的蘇式服務是蘇州會獎體驗的特色。此次分

享會，蘇州希望幫助MICE業者瞭解，客人在兩

千五百年的古城裡、在古典園林裡或時尚大氣的

金雞湖、湖光山色的太湖、或饕餮美食的陽澄

湖畔如何進行頭腦風暴、開展有意義的會獎活

動。蘇州同時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的世

界手工藝文化之城，蘇作的展示也能為參會者

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郁表示，「蘇州，正在以一個全新的姿態，

打造中國獨有的“蘇式”旅遊會獎城市、打造

國際會議一體化城市、打造旅遊休閒一體化

城市、打造國際交流的重要視窗，迎接八方來

客。」

打造「約會蘇州 精緻會獎」高端品牌

Suzhou

[ 鐘韻—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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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高新區企業雲集
吸引高端酒店服務進駐

Xian

NEWS

擁有一百多個金融機構、六萬多家企業

及各種各樣的合資企業在西安高新區落

戶，隨之而來的商務旅遊機遇，的確不容

小覷。因此，定位于「高端商務」的西安君

悅酒店與「旅遊」定位的西安凱悅酒店有

明顯區隔；酒店的所有設施和服務細節，

也都以滿足高端商務市場為目標。

凱悅酒店集團旗下君悅品牌首次進駐中

國西北地方的西安君悅酒店日前正式開幕

迎賓。西安君悅酒店位于西安高新區CBD

地段的邁科中心，設計靈感源于沙漠中之

海市蜃樓，未來主攻高端商務市場。

由邁科集團持有、凱悅酒店集團管理的

西安君悅酒店為君悅品牌首次入駐中國西

北區域之重要里程碑。開業發佈會上，西

安君悅酒店總經理韓翟(Sidney Hardy)
提到，西安人們都為這座城市歷史底蘊之

深厚感到自豪，然而西安真正令其印象深

刻的，卻是當地人民的前瞻性思維以及對

新想法的接受度。

他並就酒店的幾項重要特點介紹道：該

酒店以沙漠中之海市蜃樓為設計靈感源，

396間客房和套房設計各異；其中概念新

穎的雙床房以雙衛生間和雙更衣室讓客人

既能處于同一客房又能保有各自的私人空

間。酒店的五個餐飲設施包括以陝、粵菜

系為主的中餐廳、義大利餐廳和酒吧、亞

洲燒烤、全日制餐廳和大堂吧。最為令人

震撼的是遍佈酒店3層和3M層的2,314平方

米超大會議空間；其中，宴會廳牆面綿延

起伏的360°LED螢幕令人震撼。

凱悅酒店集團亞太區營運資深副總裁

施晉傑(Tom Smith)在致辭中表示，1990

年西安凱悅酒店開業，便使得西安這座傳

奇城市對凱悅酒店集團別具意義；西安的

歷史底蘊、學術氛圍和待客之道更在這數

十年間為凱悅酒店集團培育了許多領導人

才。他指出，在歷史和文化遺產之上，西安

憑着對整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引領以及中

國西北地方經濟和文化中心地位之奠定， 

持續保持着現代絲路上關鍵節點的重要

性；西安君悅酒店開業，對凱悅酒店集團

在中國西北地方的持續發展，確為重要里

程碑。

酒店所在的的邁科中心由邁科集團傾

力打造。邁科中心由22家業內頂尖機構設

計建設，從功能性、舒適度、智慧化以及綠

色環保等方面，彰顯出藝術品般的建築品

質。酒店業主方邁科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何金碧在致辭中特別強調了城

市與建築的聯繫，以及建築對于城市的責

任。他提道，在去年的西安十大地標性建

築評選中，邁科集團在西安僅有的三座建

築全部上榜。這體現出了邁科集團對于城

市建築的理念。

日前，香港旅發局香港會議及展覽拓

展部借舉辦2017香港會議及獎勵旅遊挑戰

賽頒獎典禮的機會，宣傳當地最新推出的

多個MICE場地。70多位來自中國內地、印

度、印尼和南韓的旅行社業者，還進行五

天四晚的考察活動，體驗了多個香港最新

MICE場地，以及新穎團體建設活動，包括

「舊城中環」尋寶比賽團隊建設活動、太

極賞海體驗等。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

總經理黃卓雄表示，香港會議及獎勵旅遊

挑戰賽自2012年開始舉辦，目的是為了表

揚那些一起推廣香港成為國際會展之都的

旅遊代理商，鼓勵他們帶更多的企業會議

獎勵旅遊團來香港。今年是第六屆，也是

規模最大的一次活動。

香港最新推出的多個MICE場地，除了

有很多全新酒店和餐廳加入市場，香港迪

士尼樂園度假區主打最新「迪士尼探索

家度假酒店」、《星球大戰》與《鋼鐵俠》

主題樂園區，並且推出了多個適合不同團

隊規模的靈活包場產品。同樣提供包場產

品的香港海洋公園，也推出了全新的多功

能活動場地—怡慶坊、噴泉旁戶外食尚水

都，未來還將新增水上世界，以及471間客

房和可容納1,000人的宴會廳的萬豪酒店，

而且還有兩家主題酒店將陸續加入市場。

另外，近期開幕的嘉里酒店也推出了全香

港最大的宴會場地，可以接待上千人次。而

孫中山史蹟徑、文武廟等特色場地的推廣

力度，也將持續加強。

黃卓雄強調，任何規模的企業團體，若

要在香港舉行活動，只要和香港會議及展

覽拓展部聯繫，不但能獲得全面的投標咨

詢，包括財務資助，也能得到很多專業支

持，如宣傳推廣和客製化的獨特體驗，企

業還可獲知別具特色的活動場地和擁有令

人驚艷元素的不同選擇。而今年香港獎勵

計劃，在香港旅遊業者的支持下，以提供

多元免費增值項目為亮點，如香港海洋公

園、香港迪士尼度假區、香港賽馬會等。另

一方面，「舊城中環」會獎指南將于近期發

布，以吸引更多MICE團體圍繞中環打造專

屬行程。

2017年，香港整體M&I同比去年的增長

幅度達14.3%，當中，去年中國內地M&I客

人的成長穩定，匯聚來自多個不同市場參

與者的直銷產業企業團體規模往往超過

一萬人次，南韓市場也展現雙位數強勁增

長，而且南亞和東南亞亦都展現不錯的成

績。接下來，香港將把泰國也納入2018和

2019年的M&I目標市場之中。

目前MICE市場競爭激烈，香港與周邊

主要城市，如新加坡、泰國、澳門、首爾、

日本等地一樣，都在積極爭取更多行業協

會、會議與獎勵旅遊客戶到訪。不過，香港

在製造業大會和科技大會方面，具有獨特

優勢，很多國際大型企業都在香港有設立

分公司。

接下來，全新基礎設施港珠澳大橋和

廣深港高鐵的開通，將大大促進中國內地

南部、中部和西部客源到訪香港的方便

性，加大香港舉辦MICE活動的吸引力。另

外，很多旅客希望到了香港以后，也去附近

走走，結合其他城市的一程多站體驗，將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點。

香港M&I同比增長達14.3% 
最新MICE場地強化優勢

Hong Kong

[ 張廣文—香港採訪報道・攝影 ]

[ 鐘韻—西安採訪報道・攝影 ]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總經理黃卓雄

浙江省中國旅行社集團有限公司港澳中心主任俞宏表示，會選擇香港作為會獎旅遊目

的地，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城市，不但地理位置優越，擁有完善便捷的海陸空等交通

設施和網絡，而且酒店和獨特場地眾多，像是會展中心、香港科學園、天際100、亞洲博覽

館、中國式平底帆船—張保仔、叮叮車、蘭桂坊及周邊餐廳區等，易于打造難忘的體驗，

加上當地每個月都有主題性的大型活動上演，可帶來更多的新鮮感，非常適合MICE團體

到訪舉行活動。在體驗過后，會發現香港是一個一站式的MICE樞紐。

其中，「舊城中環」既可以滿足休閒旅客，又可以吸引MICE客人。而重新翻新利用的建

築，如PMQ元創方，以及由香港舊中區警署改造並即將加入市場的全新歷史藝術中心Tai 
Kwun等，深具歷史魅力，展現別具一格的地道文化和餐飲體驗。

Agent’s Talk

↑凱悅酒店集團亞太區營運資深副總裁施晉傑(Tom 
Smith)  

東北展覽業潛力增長

邁入第二年運營的瀋陽新世界博覽館，

在今年3月1日慶祝一周年之后，立即迎來

四場一個接一個舉行的背靠背展覽，租賃

空間平均21,116平方米，每天接待客人約

13,112位，四場活動共吸引了共10,464個公

司參展，亮眼的表現，展現出中國東北地區

的展覽增長潛力。

瀋陽新世界博覽館總經理陳倩表示，瀋

陽將帶領中國東北地區成為中國展覽產業

增長中，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博覽館第一年

首批展覽的成功舉辦，以及參展商和參展

觀眾對博覽館的濃厚興趣，都確保了博覽

館未來展覽業務的持續發展潛力。

此外，區域性和全國性的大型會議也發

覺瀋陽新世界博覽館非常具吸引力。地處

中央商務區、直通城市地鐵系統、場館3站
地鐵站距離內有6,700多間酒店客房、場館

先進的配套設施等因素，使博覽館成為中

國東北地區最受歡迎的展覽和會議場所之

一。

在2017年成功試運營期間，博覽館舉辦

了9場主要展覽，參展企業達1,729家，參展

觀者及嘉賓逾22萬人，在其第二年的運營

中，博覽館于3月至4月期間便舉辦3場與去

年同期同主題的主要活動。

Exhibition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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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CM China 2018及CTW 2018再度于上海發揮影響力，將熱門話題及最新商機帶進中國市場，亦協助國際旅壇專業人士

深入中國，數千位全球MICE專家，又一次引領市場焦點與發展。

SPECIAL REPORT

從交流、教育、商機切入
雙展齊力迎接
中國MICE新時代

IT&CM China

[ 張廣文‧鐘韻—上海採訪報道 ]

2018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

(IT&CM China)日前于中國上海跨國採購

會展中心登場。開幕新聞發佈會在上海蘇

甯環球萬怡酒店隆重舉行。同日下午，由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中
國商務會展聯盟（CBEF）、全球華人營銷

聯盟（GCMF）和CTS MICE具有影響力

的演講嘉賓組成的小組成員，討論了中國

在全球MICE行業競爭中不斷擴大的影響

力。

亞洲傳媒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漢明

表示，第12屆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

覽會作為合作交流的平臺，為中國尋求和

深化在地合作關係創造便利，同時，也為

國際利益相關方在中國提供機會。從合作

伙伴網路、展區、教育論壇、贊助交流活動

等，參與者能獲得豐富的知識，並且看到國

際同行間的合作，獲得與中國息息相關的

信息和機會，而國際受眾更是會在此渴望

收穫更多。

賣家－

博覽會方面，今年的參與率相當可喜。今

年的展區中，國際參展商數量大幅增加了

50%到一倍，而國內賣家同樣需要通過獨

立的展館進行展示。今年博覽會迎來289個

新加入的和重返的參展目的地、企業品牌

和組織結構。香港特別行政區憑借最大的

地區展館，引人矚目。澳門特別行政區緊隨

其后，隨后有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泰

國、臺灣、杭州、海南、寧波等目的地。美洲

目的地也在本屆展會中一展風采，不僅有

洛杉磯的加入，而且阿根廷也再次重返。

企業展區由數量旗鼓相當的國際和本土

品牌組成，包括雅高酒店集團、中國國際

航空、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有限公司、

長隆集團、凱萊國際酒店有限公司、硬石

酒店、千禧酒店及度假村、美諾酒店集團、

皇家加勒比郵輪服務（中國）有限公司、

騰邦集團和中國航信等。供應商以亞太地

區及周邊為主，買家則以中國市場居多。

不過，中國企業現在越走越遠，遠至前往

拉丁美洲舉辦獎勵旅遊都不足以為奇，因

此，參與博覽會的供應商都很有機會真正

的爭取團隊到訪。

作為全行業風貌的平臺，2018年展會展

商類型涵蓋各大國際會議場館、航空公司、

郵輪、酒店/酒店集團/度假村、目的地管理

公司、金融和旅遊保險公司、旅遊科技公

司、商旅及會議活動服務供應商等會獎旅

遊行業全產業鏈，充分滿足了全新發展形勢

下，應運而生的一站式會展需求。

買家－

買家方面，中國與國際的買家比例達到

理想的80:20，並由來自MICE、協會和企業

領域的人士組成，有來自42個中國城市和

地區以及41個國際市場超過500名中國和國

際買家參加。而展區估計約舉行14,000場商

務會談。

今年也擴寬了買家廣度，並加強買家篩

選力度，實現了買家品質與數量的雙突破。

另外，今年展會在CTW與CBEF的大力支

持下，協會買家與企業買家數量顯著增長，

更有利于提高展商參展回報。更優化的買

家資源蘊藏着更豐富的商業機緣，通過精

心組織的商務約談、展覽展示、研討會、社

交活動，以及展前展后城市觀光等活動，讓

買家和展商雙方從中獲益。

教育培訓－

今年活動一個重要亮點，是為各位展

商、買家及專業觀眾準備了精彩的教育培

訓、行業演講、媒體和目的地推介會等活

動，打造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的溝通平

排。例如，由美國協會高級管理人員協會

（ASAE）主辦、ICCA（國際大會與會議協

會）協辦的協會日大會，共同探討協會如

何幫助企業挖掘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

潛力。而且太舞小鎮聯合特別策劃了令人

期待的太舞小鎮展后遊，不但積極回應了

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宣導，也為目的地帶來

了豐富專業得買家團隊，可展示本身的優勢

資源和魅力。

從知識教育論壇來看，一系列聚焦MICE

專題工作會議組成的中國企業會獎論壇首

次舉辦。當中，在騰邦差旅集團合作專門

建造的教育樞紐內討論郵輪旅遊、入境旅

遊、獎勵旅遊和奢華旅遊等一系列行業趨

勢。而與美國社團管理者協會（ASAE）、國

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獎勵旅遊管理

者協會（SITE）和世界PCO聯盟攜手舉辦

的協會日論壇等受歡迎的專業日程再次回

歸。今年探討的主題包括：聯盟的力量、全

球戰略、DMC和PCO關係等。

品牌活化－

就品牌活化活動而言，博覽會期間，16個

MICE目的地和品牌將利用獨家互動平臺

來提升品牌力和受眾覆蓋面，這些需求傾

向于非正式的、互動更具吸引力的交流活

動，是建立更強的面對面人際關係及展現

親身體驗魅力的重要標誌。當中，澳門貿易

投資促進局(IPIM)舉辦交流午宴和日常交

流雞尾酒會，而阿根廷旅遊局主辦招待晚

宴和首次展后考察觀光，另外，騰邦差旅

集團合作建立教育樞紐，同時，泰國會展局

(TCEB)提供平面和廣告贊助。

↑ (由左到右) 國旅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李柱元、亞洲傳媒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漢明、國際
展會策劃集團執行董事黃瑞斌、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
理公司總經理鐘明鳳

■ 來自DMC、PCO、商旅和協會領域的

3,000名MICE專家

■500名招待代表

■超過14,000場商務約談

■超過75場商務、教育和社交活動

■ 全新的國內外目的地及展覽行業相關產

品加入

■ 30位演講嘉賓進行超過3天的分類行業

培訓活動，內容涵蓋協會管理、獎勵旅遊

及商務旅行等議題

■ 展覽面積（總面積）：5,500平方米

■ 最大展團：香港會議及展覽拓展部

( 2 1 6 s q m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204sqm)、韓國旅遊發展局(100sqm)、菲
律賓國家旅遊推廣署(100sqm)

■ 買家：來自83個城市地區的528名買家代

表（國內與國際買家比例：8:2）

買家地區分類

IT&CM China 2018展會概況

歐洲
63%

26%
  亞太地區
（除中國以外） 

美洲

7%

中東

4%

新買家
既有買家

66%
34%

2018-5-03.indd   8 2018/5/21   11:57: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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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IT&T&T CM China與騰邦差旅集團的

合作簽署儀式于上海跨國採購會展中心舉

行。騰邦差旅集團將聯合中國(上海)國際會

獎旅遊博覽會(IT&T&T CM China)a)a合作在中國開展

「中國企業會獎論壇」。

騰邦差旅集團首席執行官蔡傑表示，眾所

周知，TMC在MICE行業未來的市場空間非常

廣闊。對于中國企業會獎論壇，特別創造共贏

的理念，因為瞭解唯有讓行業標準越來越好，讓

所有玩家與所有參與者水平越來越高，才有可

能把行業做的越來越大。他希望透過中國企業

會獎論壇的舉辦，幫行業提供一個更大的交流

空間和平臺，同時，為行業的未來發展做出貢

獻。

談及將如何運用TTG亞洲傳媒集團的資源與

網路進一步發展MICE時，蔡傑回應到，首先，

這三天的活動，在參展期間，就已經遇到很多

買家向自己咨詢，而且也有一部分達成了合作

意向。再者，TTG主辦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

博覽會已經十多年，博覽會已經發展成非常大

的平臺，有穩定持續的流量，這也這也這 是本身非常看

重的。另外，在博覽會過程中，可以看到TTG所
有員工的專業度，這個專業度給自己很大的信

心。他相信在如此專業的團隊持續幫助下，騰

邦TMC能夠走得更遠。

就未來發展和策略而言，騰邦作為一家上市

公司，非常看好TMC行業和MICE行業的未來

發展潛力。以差旅和MICE來看，

第一，現在建立了一了一了 個互個互個 連網和專業差旅團

隊相隊相隊 結合的團隊，重點用來發展全球的業務。

第二，接下來會在全國重點佈局，尤其是上

海，目前已經在上海購入了一棟辦公樓，接下

來會重點發展上海的業務。

第三，未來整個騰邦差旅會用新的打法來

進行，也就是會用互連網的手段，加上傳統的

或是資深的行業專家一起來共建。

IT&CM China與騰邦差旅集團確立合作關係

SPECIAL REPORT

另一方面，十四場專題會議也于博覽會期

間登場，舉辦活動的組織機構包括：阿根廷

觀光推廣局、巴厘島旅遊局、中國商務會展

聯盟、海南旅遊發展委員會、會、會 杭州市旅遊委

員會、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家旅遊部、馬

來西亞會展局、寧波市鄞州區風景旅遊管

理局、泰國會展局、菲律賓國家旅遊推廣署

上海辦事處、廈門市會議展覽事務局、無錫

靈山勝境文化旅遊有限公司、雲南中維酒

店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等。

MICE佔中國出境商務旅遊45%
國際展會策劃集團執行董事黃瑞斌指

出，亞太MICE市場蓬勃發展，現在中國已

經成為世界MICE活動消費最高的國家之

一。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所進行的一項研

究，MICE相關旅遊在國內旅遊占了42%，

相當于1.1億美元。MICE相關活動占了中國

大陸出境商務旅遊45%。他深信中國擁有

進一步發展的潛力，能為行業伙伴帶來龐

大的市場。

近年來，MICE市場整體健康高速增長。

至2018年底，跨亞太市場的MICE業務總務總務 值

預計將上升到2,000億美元。從MICE業者

的角度，將目光聚焦到亞太地區，現在可謂

是最佳時機。MICE市場在中國各行各業都

發展蓬勃，即使是二、三線城市的表現也值

得關注。相對于以前博覽會要找買家很困

難，現在本地買家都非常專業，極度聚焦于

MICE業務，由此可看出中國市場快速的發

展速度。

黃瑞斌表示，博覽會覽會覽 發展12年，越來越專

業，越來越具有針對性，不斷提高參展代表

的參展體驗，而且越來越有影響力，為買家

和供應商節省很多時間。博覽會會持續致

力于為MICE企業，包括目的地管理公司、

專業會議組織者、企業差旅以及協會，打造

一個高信譽、高效率的商務及交流平臺。面

臨數字時代旅遊業發展的新趨勢，運用大

數據平臺順應「M「M「 ICE互連網＋」的新格局，

精準地把握買家的需求，是MICE行業不容

迴避的時代課題。

關鍵：資金、專業、人才、品牌

國旅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李柱元強調，去年17%的展商在展會期間

已達成業務交易、58%的展商基本達成交

易意向，最高交易額達到100萬美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上屆展會結束之時，就已經

收到了60%以上展商的續簽意向，50%的展

商在原參展面積的基礎上擴大展位面積，

並有眾多國際參展商回歸，反映出中國作

為全球最具潛力的商務旅遊目的地在國際

MICE市場勢不可擋的上升地位。

他認為，雄厚的資金、專業複合型並擁有

豐富知識的高素質人才、才、才 知名的品牌是做

好MICE的關鍵。日新月異的博覽會，將不

斷總結經驗，與市場接地氣，舉行各式滿足

企業需求與市場趨勢的活動。

BTMice_18May.indd   9 23/5/2018   上午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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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位商務旅行行業人士，包括商旅管理

精英、商務旅行管理公司，航空公司，支

付解決方案供應商，酒店集團，其他各類

供應商 
■ 39位行業專家主持的9場教育論壇

■ 由商旅供應商贊助的5場商務交流活動 
■ 參加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展

覽與教育論壇的機會 
■ 參會人數：來自9個國家及地區的320位
代表

 桌面展位展商：16 
 商旅管理精英：195
     (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　
 演講嘉賓：39 
 會議代表：70 

CTW China 2018展會概況

SPECIAL REPORT

CTW China

第四屆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 T W 
China）于3月20至22日與中國首屈一指

的MICE平臺IT&CM China在上海同期舉

行，39位商旅專家在此次商旅與企業會

議和活動上直擊2018年行業最熱話題，

主要包括「2018年商務旅行全景展望」、

「員工賦能為企業差旅助力」、「是“共用

經濟”？還是“共用驚悸？」，以及「未來已

來，人工智慧與大資料賦能商旅新時代」

等。 
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主辦方

之一的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公司總經理

鐘明鳳先生指出，商旅管理對于中國正變

得越發重要，目前，大量中國企業正在飛速

發展，不斷擴大全國業務，更有甚者投資海

外。因此，他們的差旅支出將大幅增加。由

于同時出差的員工可能多達數百名，瞭解每

個人的出差地點狀況並確保他們安全對于

這些公司而言，將變得更加棘手。因此，這

些企業需著手建立牢不可摧的差旅管理項

目。

他表示，對于差旅經理來說，類似中國國

際商旅大會（CTW China）這樣的會議可謂

是一個良好的年度工作總結平臺，以及與同

行教學相長並瞭解行業相關最新信息的優

質視窗。此次活動探討的2018年中國商旅

調查結果及大資料這樣的熱門話題，對于

企業差旅人士的未來至關重要。

本次大會吸引了眾多本土企業品牌與

國際大牌，這必將提升中國國際商旅大

會（CTW China）會議內容的信譽度和品

質。2018年活動的演講嘉賓和座談嘉賓主

要來自英國石油、家樂福（中國）管理咨詢

服務有限公司、戴姆勒大中華投資有限公

司 、達美航空、滴滴出行、Egencia、禮來中

國、FCM Travel Solutions、通用電氣全球運

營部、希爾頓全球、騰訊集團等。 

國民油井華高公司亞太區商旅主管

Kishore Rames表示：「今年的中國國際

商旅大會是我這些年來參加過的最好的一

次！整個安排佈置都非常棒！」

繼去年首次亮相大獲成功之后，商旅管

理精英交流會再度回歸，旨在鼓勵與嘉賓

在會議期間積極參與，並分享各自的見解

和意見。而成為建立優質人脈關係和高效

的職場互動平臺，一直是中國國際商旅大會

(CTW China)致力于讓各代表充分感受沉

浸式學習體驗的長期宗旨。 

去年的導師制形式證明，代表們從各自

導師和被分配到的小組所展現的集體智慧

商旅管理精英地區分佈

亞太地區及歐洲

92%8%

中國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行業分

會及中國標準化協會服務貿易分會秘書

長姚歆于IT&CM China就中國MICE行業

的新時代、新趨勢、新路徑、新平臺發表

主題演講，全面分析中國MICE行業的下一

步。

新時代方面，從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看：

新版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2017年10

月1日實施，同時，從政府對行業治理手段

看：新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于

2018年1月1日實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家標準中，列出了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主要

分為四類：門類(Group)、大類(Class)、中類

(Division)、小類(Section)。

當中，中國會展行業的層次，從小類提升

為中類，為「L728會議、展覽及相關服務」，

隸屬于「L72商務服務業」。而L728會議、展

覽及相關服務是以會議為主，也可附帶展

覽及其他相關的活動形式，包括項目策劃

組織、場管租賃保障、相關服務。然而，旅

遊行業的層次，從中類降低為小類，納入了

「L729其他商務服務業」範疇。 新版標準

化法中的第2條，並將標準化應用範圍從原

來的農業和工業，修改應用與農業、工業和

服務業，會展業屬服務業。

從新趨勢來看，主要分為四大部分：

合規管理(Compliance Management)、卓

越服務(Excellence in Service)、組織韌

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就是CERS。
▼ 合規方面，2017年12月29日，《合規管理

體系指南》國家標準(GB/T 35770-2017)正

式批准、發佈，並將于2018年8月1日起實

施。該標準以良好治理、比例原則、透明

和可持續性原則為基礎，給出了合規管理

體系的各項要素，以及各類組織建立、實

施、評價和改進合規管理體系的指導和

建議。中國會展行業的經營主體和經營

行為，也將更加重視合規管理。目前合規

講究的是合規從我做起、合規創造價值，

以及合規人人有責。日前中國國際貿易促

進委員會在北京舉行了中國企業反賄賂

國際合規行動研討會。

▼  卓越服務共分為四個層次，掌握核心價值

主張屬第一層次，抱怨管理屬第二層次，

提供個性化服務為第三層次，而提供令人

驚喜的服務屬第四層次。目前中國MICE

行業大多停留在第一層次，要達到第四層

次，還需要時間。要達成客戶獲得驚喜的

目標，可以從策略、運營、創新、文化等四

方向進行設計與更新，以打造別具特色的

客戶體驗。

特別的是，中國跨行業發展迅猛，很容易

出現美團打車、滴滴外賣配送等跨界業務，

現在簡直是戰國時代，為了避免跨界打劫，

MICE行業要積極掌握市場動態，致力于跨

界合作，追求可持續發展。

▼  同時，也要追求組織韌性。要擁有組織

韌性，可以從產品、人和流程下手，聚焦

運營韌性、信息韌性，以及供應鏈韌性。

而且要持續改善，打造適應力強、精力充

沛、靈活輕快的氛圍。

▼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可以參考ASTM國

際標準組織發佈綠色活動系列標準共8

項，針對目的地、展覽、交通、視聽和生

產設備、溝通與營銷材料、現場辦公室、

餐飲、場地等。另外，新加坡SACEOS也

在這方面表現優異，值得學習。在中國，

廈門航空也在機上雜誌中，宣傳自己以可

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一些舉措。

就新路徑而言，意識、認識、標識、共識

將是中國MICE行業發展的四大步驟。唯有

先打造意識，才能讓整個產業認識，進而針

對特定主題產生標識，最后形成共識。日

前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近日和亞太會

獎與活動協會(ICESAP)共同確立了《會獎

與活動服務機構評價規範》，並在第四屆

亞太會獎及活動協會年會上正式發佈該標

準。這也就是意識的建立。

此外，中國商務會展聯盟作為新平臺，

強調生意活動應該超越生意，不是只談生

意，聯盟以你的生意為自己的使命，希望打

造一個全新合作與溝通平臺，聚集所有和

MICE相關的業者。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行業分會及中國標準
化協會服務貿易分會秘書長姚歆

（
攝
影‧

張
廣
文
）

中國MICE的新時代、新趨勢、新路徑、新平臺 Trend

中受益匪淺，大量在活動建立的職場人脈

會后得以延續，甚至融入進個人的職場互

動和私人社交網路。更重要的是，這種介紹

性專題會能夠讓新的參與者與此前參與過

的與會者一樣快速融入活動中，從而創造

平等的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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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石油（BP）的亞太區採購Jessica

Jia Xin Rong在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與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

會（IT&CM China）舉辦的聯合開幕式及

歡迎晚宴上獲頒2018年度「最具影響力的

商旅管理精英獎」，該活動在上海虹橋元

一希爾頓酒店舉行。她從眾多提名和支持

者中脫穎而出，獎項的最后確立是由評審

團做出，評審團成員包括《TTG China》和

SPECIAL REPORT

《TTG-BTmice China》編委會，來自協辦

單位TTG 亞洲傳媒會展部和中航嘉信商

務旅行管理公司的代表，以及行業合作伙

伴國際酒店營銷協會（HSMAI）亞太區分

會。

Jessica在她的感謝詞中說道：「我要特

別感謝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a)a 、

TTG會展部、中航嘉信商務旅行管理有限

公司以及獎項評審團。這個大獎是對我這

麼多年我所熱愛的差旅事業的從業經驗的

認可認可認 。」

「差旅行業不斷變革發展，到了如今的區

塊鏈與人工智慧時代，我覺得能夠親身經

歷這一中國差旅市場的飛躍已然是能讓我

深感欣慰的職場里程碑。而更讓我有幸福

感的是有機會特別是通過中國國際商旅大

會（CTW China），我有幸結識了很多優秀

的行業伙伴。」

最具影響力的商旅管理精英Jessica Jia Xin Rong
Honoree

Feedback
順豐集團綜合共用服務中心
綜合處行政經理

林躍如

Green Climate Fund

Sanghee Bae

以前傳統的作法是通過電話去預

定，現在更多的是通過電腦和手機。

擁有三、四十萬員工的大型企業，應

如何操作、如何做到合規，這是系統

開發商要思考的問題，要打造一個

能解決問題、具中國特色的系統。

我的同事曾經參加過國際商旅大會

亞太區會議，她向我極力推薦了這個

大會。我對CTW China 2018 的收

穫非常滿意。我還是一個全新的從業

人員，能結識那麼多從業人員這對我

的職場學習生涯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

用。很多討論話題和我的工作息息相

關，能夠迅速學以致用。

Manulife Indonesia 採購負責人

Ramona Irawati

我對美國航空公司的招待午宴印

象深刻。通過CTW China，我可以

瞭解到最新的行業動態、差旅新科

技、成本節約小技巧和其它相關行

業知識。這對我的日常工作管理是

有相當大的幫助。我不僅能聆聽到

來自不同行業的演講嘉賓的行業見

解，更能遇到各種優質供應商。

遊邐咨詢創始人李雷此次重返負責這

場打響頭炮的活動，他表示，代表們非常

感激能有此機會來瞭解彼此，並找到共同

興趣點。今年的商旅管理精英來自不同行

業，背景多元化，且每個人個人個 都有不同程度的

經驗可供分享。像這樣的平臺在專題會陸

續開始時讓代表們提前投身同儕學習，至

關重要。

參加本年度CTW China的企業買家陣容

包括埃森哲、百度、拜耳中國、嘉吉、康蒂

思（上海）醫療器械、戴爾、康寶萊、IBM、

米其林中國、雀巢中國、諾華中國、羅氏上

海、西門子、沃爾沃汽車、萬達集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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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業者應該先從現況了解中，掌握

國內及出境獎勵旅遊的操作異同。北京騰

邦集團MICE總經理

Jason He表示，國內

與出境獎勵旅遊相似

點有四，包括：

▼  參與者：內部員工、

經銷商、篩選出的產

品消費者。

▼ 操作主體：旅行社，在旅遊資源整合能力

和資質方面優勢突出。

▼  企業目的：增強員工榮譽感、提升企業及

產品的忠誠度。

▼  實施思想：基于目的地與企業特點，量身

INCENTIVE TRAVEL

從現況分析擘畫出

擴大獎勵旅遊市場份額的路徑

　中國擁有13億人口，以及令世界各國稱羨的經濟，這也是為

什麼各個大型商務活動服務商、旅遊和旅行品牌都在大力興建

基礎設施、提高能力，以期挖掘迅速發展之中國市場的潛力。不

過，這些企業是否都明白其中的風險？存在哪些機遇與威脅？他

們如何應對挑戰，尋求並保護自己的市場份額？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定制、品質出行、驚喜無限。

而國內與出境獎勵旅遊不同點主要則有

六：

▼  目的地選擇：國內多海島休閒或更深度

旅遊線路。而出境目的地選擇不刻意迴

避主要大型城市。

▼  組織方與組織形式：國內企業性質多樣，

出行形式也是多樣的。而出境企業傾向集

中出行。

▼  購物：國內通常不會集體安排，而出境一

定統一安排。

▼  旅行社選擇：國內線路注重旅行社操作

經驗和線路設計方案，而出境線路要求

更高，特別是簽證、領隊、機票採購資源

和能力。

▼  酒店選擇：國內酒店選擇隨線路安排、

預算、酒店特色等原因更多樣性。出境線

路傾向酒店集團統一採購。

▼政策支持：國內旅遊目的地獎勵政策支

持在逐步發展，而出境目的地旅遊局支持、

獎勵政策相對成熟。

另外，出境獎勵旅遊一定是包團旅遊，但

是國內獎勵旅遊有些是公司給員工票，讓

員工利用自己假期自己前往旅行。而有些目

的地，除非像是西藏、稻埕、亞丁等別具特

色的旅遊目的地，不然，相較于出境旅遊，

國內旅遊往往需要獲得更多訊息，才能做

到獨特。

就目的地選擇而言，國內往往會因為當

紅節目帶旺特定目的地，如娛樂新聞常出

現雪鄉，當年這類目的地就特別火。

此外，國內旅遊目的地在人才培養和服

務意識上，差距很大。很多企業出遊不得不

信國際品牌，培訓過的服務員不管在談吐，

還是在溝通協調習慣上，都比較熟悉接待

業務。而國內旅遊市場目前沒有豐富的保

險產品配套，往往保險產品價格固定，不是

人身保險就是旅遊產品，選擇不多。團隊建

設方面，很多活動都是直接從美國、歐洲、

北歐等地拷貝的過來的，直接複製的結果，

顯得創新不足。

要是現狀改變了，行業內涵將大大提升，

企業可以考慮和傳媒、旅行社合作，以產業

聯盟的性質，定期溝通企業文化、企業架

構、工作習慣、財務流程等。透過長期的服

務，優勢互補，隨趨勢前進，才能做好業務。

談到機遇與挑戰，業者或可以從六方面

來思考，以期為爭取中國市場找到更多有

效的策略：

▼目的地宣傳、硬體的提升、可進入程度。

▼補足軟性服務的短版、人員培訓。

▼  需要量身定制的保險產品、團隊建設方

案的創新。

▼  當地政策的引導、支持與獎勵，以及提升

目的地吸引力。

▼旅遊特色商品的打磨。

▼各類服務商的競爭與合作。

（
提
供‧

澳
大
利
亞
遊
局
）

國內獎勵旅遊

內部員工、經銷商、篩選出的產品

消費者

旅行社，在旅遊資源整合能力和資

質方面優勢突出

增強員工榮譽感、提升企業及產品

的忠誠度

量身定制、品質出行、驚喜無限

多海島休閒或更深度旅遊線路

出行形式多樣，包括員工自行前往

通常不會集體安排

注重旅行社操作經驗和線路設計

方案

具多樣性

逐步發展中

分項

參與者同

操作主體同

企業目的同

實施思想同

目的地選擇

組織形式

購物安排

旅行社選擇

酒店選擇

政策支持

出境獎勵旅遊

內部員工、經銷商、篩選出的產

品消費者

旅行社，在旅遊資源整合能力

和資質方面優勢突出

增強員工榮譽感、提升企業及

產品的忠誠度

量身定制、品質出行、驚喜無限

不刻意迴避主要大型城市

傾向集中出行，包團旅遊

一定統一安排

特別重視簽證、領隊、機票採

購資源和能力

傾向酒店集團統一採購

相對成熟

Key Point

爭取到中國客源 就能擴大全球商機

（
攝
影‧

張
廣
文
）

基于中國會獎旅遊市場正快速發展，爭

取到市場份額的國際目的地，在全球就擁

有更多的商機和市場。瞭解中國會議決策

人的側重點、做好營銷工作和提供充分支

援，是境外會獎部門打開中國會獎市場的

關鍵。

中旅途易旅遊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趙紅

[ 鐘韻—採訪報道 ] 宇說道，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各地重要

會獎客源國之一，「一帶一路」為中國的商

務旅行開創了更多與世界接軌的機會，而

會獎也成了快速拉動目的地經濟的最好途

徑。未來誰爭取到中國客源，在全球就獲得

了更多的商機和市場。

她說道，中國會獎旅遊市場正以每年超

過20%的速度在增長，而會獎旅遊市場占

全國遊客的39.9%。所以，中國會議決策人

看重哪些關鍵點呢？

1.首先，是簽證政策：高效便捷的簽證

政策可以直接降低預算成本，比如泰

國、美國、澳洲等。

2.其次是直航運輸，包括航空、鐵路或

公路運輸。大型會展在某個地方舉

辦，參會、參展的客人到達該城市如果有困

難的話，這就是很大的局限。

3.再次是目的地獎勵政策：獎勵政策可

以有效控制成本，對會議決策人很有

價值。第四十城市的基礎設施：比如酒店、

餐飲、場館以及相關基礎設施要配套，舉辦

大型會展活動基本的硬體條件要具備，特

別是要關注五星酒店的落戶。

4.最后是體驗感。這包括城市全方位的

軟體服務，如擁有能夠為大型會展活

動提供從創意、策劃到現場服務等完整產

業鏈上的專業人員等專業的會展服務企業

和團隊；此外目的地城市的旅遊資源也要

具有吸引力，且目的地安全、氣候條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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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會獎局和旅遊局的角度，工作有

哪些關鍵點？首先，要講好目的地故事，創

造差異化營銷。其次要爭取更多的優質政

策，如簽證和資金支持。再次是整合產業鏈

優質資源，提升目的地會議體議體議 驗感。

關于政府在會獎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她

指出了幾點。首先，旅遊局、會展局、博覽局

等政府機構須整合資源、集中營銷，並給

予積極的扶持政策和目的地激勵政策。其

次，可創辦行業協會，引領和監督行業的良

性發展，通過行業協會把企業組織起來，

大家共同來研究這個行業的未來發展趨

勢，同時對行業如何提供越來越專業、越來

越整合的服務做思考。

趙紅宇舉例，澳大利亞旅遊局和新加坡

旅遊局都是成效顯著的案例。關于澳大利

亞，她解釋，其贏在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創

意的絕對精緻。比如2018年3月在2018年度

澳大利亞目的地大會上，旅遊投資部長宣

佈設立新的澳大利亞商務活動競標基金計

劃，未來三年內將有1,200萬澳元的支持投

入作為競標承辦各類新興、高價值的國際

獎勵旅遊以及各類會議會展所需的專項資

金，為澳大利亞贏得更多的國際會獎及展

覽活動主辦權。

至于新加坡，除了是東南亞重要的航空和

海運樞紐，它同時國際品牌酒店林立並具

有穩定的商務環境、國際化的服務背景。

INCENTIVE TRAVEL

擴大獎勵旅遊市場份額的路徑
Target China

MEET BY DESIGN
資助泰國會獎團

為達2018年接待1,340,231名國際會獎客

人的目標，泰國會展局（TCEB）向國際市場

推出會議和獎勵旅遊、會展、展覽三種有針

對性的市場激勵政策，並在中國著力發展增

長潛力最大的會議和獎勵旅遊市場。

2017財年，泰國接待了中國會議遊客

26,683人次、獎勵旅遊者66,279人次，其中

15個來自中國直銷產業大團的參會者就達

到了36,300人次。2018財年，泰國預計將接

待中國會議遊客28,000人次，獎勵旅遊者

73,000人次。

2018年，泰國的目標是接待共1,340,231
名國際會獎客人，使會獎收益達到約1098億
泰銖（219億人民幣）。為此，泰國會展局針

對性地推出了獎勵政策。在M&I方面，泰國會

展局近期新推出了MEET BY DESIGN政策；

企業會議或獎勵旅遊活動可依形式、人數和

時間選擇Meet NOW, Meet SMART,T,T Meet
MEGA等A等A 不同的資助內容。

艾伯塔省
推出新活動爭取獎勵團

艾伯塔省將以中加旅遊年為契機，在中國

市場展開全面市場推廣和宣傳，全力迎接更

多中國遊客前往艾伯塔開啟精彩旅程，包括獎

勵旅遊。

除了繼續以千禧一代為主要目標市場推廣艾

伯塔省跨域特色，基于自身充沛的MICE資源

（如大型會展中心、酒店和活動選擇等），今

年起艾伯塔省也將強勢開發中國MICE市場。

事實上，在此之前，艾伯塔省早已是受醫藥、

汽車、直銷等不同產業MICE活動所歡迎的獎

勵旅遊目的地，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從硬體和

中國客人接待經驗的角度，也都有非常好的基

礎。

而近期艾伯塔省內不僅娛樂場、原住民表演

等各種適合MICE團的新活動不斷推出，單是

今年，艾伯塔省的酒店客房就將再添2,000間
（多數集中在卡爾加里和埃德蒙頓）。

阿爾比省 旅 遊局首席執行官羅以思

（Royce Chwin）表示，艾伯塔省對于保障中

國MICE客人在艾伯塔省有完美的體驗已做好

了完全的準備，今年下半年並將按著戰略計劃

大力開發中國MICE市場。

拉脫維亞
借力便捷水路交通拓展市場

借力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之間快捷、便宜、

舒適的水路交通，拉脫維亞業者希望吸引中國

MICE團前去舉行獎勵旅遊活動。

2Zevents項目經理Anete Grosberga介

紹，隨著越來越多中國遊客到訪北歐、MICE
市場開始發展，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拉脫

維亞也希望吸引中國MICE團透過北歐各國

與其之間快捷、便宜、舒適的郵輪到訪，將在

拉脫維亞舉辦團隊建設活動納入北歐獎勵

旅遊行程設計之中。

她舉例，MICE團可以在拉脫維亞進行森

林健行、划船、泛舟、自行車騎行等大自然體

驗，參加自駕或低空飛行活動，或舉辦廚藝、

繪畫或其他符合客戶興趣的培訓等各類活

動。最值得向外國遊客推薦的活動之一是城

市探險活動：利用APP，這項非傳統體驗讓

客人分組之後以團隊形式達成多種任務，比

如博物館尋寶、拍攝短片、與本地人互動等；

最后勝出的團組將在頒獎儀式中被授予獎

勵。

因為時間僅需2到4小時、老少皆宜、不要

求團員有特殊能力或體力且很好的融合文化

和休閒元素，該項活動非常受歡迎。

當然，拉脫維亞也不乏滿足MICE客人客人客 需求

的會議和活動場所、酒店、餐飲、交通等相關

設施，但所能接待的團隊規模一般不大，在

2,000人以內。

語言方面，拉脫維亞有很多中文翻譯和導

遊，中國客人不必擔心。作為北歐整體行程

的一個環節，她建議客戶安排1到2天的時間

在拉脫維亞停留。

[ 撰文—鐘韻 ]

GOOD HOSTS A GET TOGETHER
GRAND HOSTS A GALA

乐君之事  更为君缔造盛典

No.12 Jinye Road, High Tech Zone,Xi’an, Shaanxi, 710077, P.R.C.
GRAND HYATT XI’AN

西安君悦酒店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2号 邮编：710077

电话 Tel：+86 29 8811 1234

配备有独具匠心环绕LED屏幕的椭圆形大宴会厅

精彩体验，叹为观止，精英专享！

Indulge in the oval shaped Grand Ballroom with curved LED screen.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for spectacular events!

Grand Opening MICE Offer : start from RMB 1180 net per night
开业会奖团专享： 人民币 1180元（净价）每晚起

活动日期 ：2018年 5 月到9月
May to September 2018Event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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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本推動亞洲商務航空市場發展

BUSINESS AVIATION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作為亞洲最大的非盈利商務與通用航空

協會之一，亞洲商務航空協會（AsBAA）
在其聯合舉辦2018亞洲商務航空大會暨

展覽（ABACE2018）上發佈對亞洲商務

航空市場觀點，認為在中國政府政策助推

下，民間資本成為推動亞洲商務航空市場

發展的關鍵因素。

 于2017年ABACE展會期間，恰逢中國政

府頒佈十三五戰略規劃，發佈有關促進通

用與商務航空業務發展的政策。今年3月，

中國政府召開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落實鼓勵民間投資政策措施，其中

包括民航領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項目，務

必使民間資本進得來、能發展。

當中，通用航空更加普及應用到國計民

生領域，通用航空交通功能、公共服務和新

消費功能得到政府重視和社會普及。航空

醫療救援、短途運輸等公共服務領域，低

空旅遊、飛行體驗等消費性需求領域都蘊

藏着大量投資機會。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主席劉暢在發佈會上

表示，「2017年以來，中國政府表示致力于

發展通用航空，並以此作為經濟驅動力，

政府頒佈了若干項對航空發展有利政策。 

協會觀察到商務航空業發展的供應結構優

化，為製造商、運營商、管理公司和服務商

帶來了積極成果。政府的承諾推動了行業

提升改變歷歷在目，中國高度重視公務航

空業的長期發展，在目前正在實施的五年

計劃（2016年-2020年）鼓勵新建可供公務

機使用的通用機場，力爭到2020年從目前

的311座增加至500座，到2030年時增加至

2,000座。此外，上海市也不斷推動公務機

航空發展，積極打造卓越全球城市，並推出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等一系列促進經濟發

展的舉措。」

她進一步表示，為了支援會員單位更好

地認識並抓住這些機遇，協會增強了地區

委員會發展，在中國大陸地區委員會下設置

了四個專業委員會，更好地代表產業鏈上下

游企業。在2018-2019年，AsBAA將繼續支

（
提
供‧

V
istaJet

）

援會員單位把握政府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跨

境合作機遇。

 據其介紹，這一積極成果也延伸到協會

在東南亞地區的工作進程。協會與菲律賓、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航空當局密切合作。最

近協會在2018新加坡航展期間，與馬來西

亞民航局簽署了一項諒解備忘錄，將參與吉

隆玻梳邦機場基礎設施計劃 。

 劉暢指出，亞洲商務航空協會新一屆

董事會在去年協會大會上也表達了三項堅

持：

一是提高協會在地方和區域服務， 
二是與各地方政府監管機構建立有影響

力的溝通關係，

三是代表會員企業發出清晰的需求。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在與國家和地區政

府機構進行系列任務溝通會談，為行業代

言發聲，設法將我們的行動議程推進，扮演

了影響地區的航空基礎設施計劃角色。多

年來協會在行業建立信任和公信力，見證了

該行業在大中華區和東南亞地區的顯著發

展，也表明會員企業聯合起來，整合資源，

創造更大的影響。未來，亞洲商務航空協

會也將敦促其他行業利益相關者支持亞洲

商務航空協會的行動，推動整個行業產生

積極變化。」

據了解，在過去十年中，公務機市場總體

呈現良好的發展趨勢，連續保持個位數增

長。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了 2017 年：全球

公務機市場增長 5%；公務機利用率已恢復

到自經濟衰退以來的最高水平；飛行時數現

已達到自 2008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維思達

公務機表示，放棄購買和持有飛機的趨勢

在全球用戶中日漸普遍，競爭激烈的全球

經濟格局也要求公務機提供隨傳隨到的即

時服務。 

根據維思達公務機 (VistaJet) 公佈之經審

計后的 2017 財政年度業績，其實現了 22% 

的主要業務收入增長；此外，憑借可擴展的

基礎架構和技術優勢，其 EBITDA 也增長

了 28%。這一業績符合維思達公務機自成

立以來的發展上升軌道：2008 年至 2017 年

間，維思達公務機的有機複合收入增長每

年超過 18%。此外，2017 年，維思達公務機

所有核心市場的飛行時數均有所增長，大

大超越了整體市場的表現。其中，美國市場

一馬當先，飛行時數增加 39%。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AsBAA)

■成立時間：AsBAA成立于1999年
■ 協會成員：協會成員包括150多家商務與

通用航空的上下游實體企業，遍佈大中華

地區和東南亞地區。

■  主要工作：協會通過三個主要工作來實

現其使命：宣傳、代表和航空社區工作。

■ 中國市場：亞洲商務航空協會中國大陸

地區委員會主持領導和組織機構下，在中

國內地增設四個專業委員會：飛機製造廠

家（OEM）、運營商（Operator）、運營保

障服務（Operation Support）和綜合服

務（General Service）專業委員會。

中國可供公務機使用的
通用機場

2018年                2020年                2030年

311座

500座
(預計)

2,000座
(預計)

Philippines

菲律賓提升基建 推動商務航空健康發展
亞洲商務航空協會在2018亞洲商務航空

大會暨展覽（ABACE2018）上宣佈與菲律

賓蘇比克港灣國際機場簽署備忘錄，協助

其發展基礎設施，以推動菲律賓商務及通

用航空市場的發展。

于2017年9月成立的菲律賓分會是亞洲商

務航空協會最新成立的地區委員會。菲律

賓分會于2018年年初組織會員到馬尼拉克

拉克以及蘇比克機場實地考察，與監管機

構、機場運營方以及航空業界的利益相關

方共同探討潛在的投資機會。

菲律賓分會主席和 I n a e c航空公司

（Inaec Aviation Corp）總裁Benjamin 
Jay Lopez說道，「亞洲商務航空協會將會

支持菲律賓蘇比克港灣機場的初步設計和

日常運營，預計該項目將會為當地提供便

利、可靠的基礎設施，為地區的商務航空運

營商提供另一個可以抵達菲律賓的機場。

菲律賓目前關注發展基礎設施，特別是與

航空相關的基建，以便緩解馬尼拉的擁堵

狀況，這是眾望所歸的積極發展。長期以來

政府一直在討論方案，現在終于可以落實計

劃。我們非常高興可以協助政府部門在提升

菲律賓航空基礎設施方面提供咨詢。」

據其介紹，除了在蘇比克港灣機場的項

目，菲律賓分會還在積極推動安全標準最

佳實踐，計劃在2018年8月份舉辦安全日和

機長日活動。此外，亞洲商務航空協會的

學生及職業分會也會在菲律賓落地。針對

年輕的航空愛好者分會設計了一個吉祥物

Mio，這是一個8歲的男孩，他會幫助更多的

菲律賓年輕人發掘航空領域的職業機會。

蘇比克港灣發展局（S u b i c  B a y 
Metropolitan Authority）主席Amy 
Eisma表示，「我們在菲律賓的商務及通

用航空市場看到巨大的潛力，不過首要解

決的問題是由于過度擁擠而帶來的相關問

題。發展和提升基礎設施將會推動業界的

健康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並且給馬尼拉帶

來投資。」

與蘇比克港灣機場簽訂的備忘錄是亞洲

商務航空協會在2018年簽署推動發展東南

亞機場基建的第二份協定。此前協會已經與

馬來西亞機場管理公司（Malaysia Airports，

MAHB）簽訂合作協定，在索邦自由貿易區

的重建計劃、機場發展和其他領域為馬來

西亞政府提供咨詢。基于此協議，亞洲商務

航空協會在4月底為馬來西亞航空管理部門

提供業界情報報告，這份報告會成為未來

機場基建發展計劃的基本藍圖。

↑蘇比克港灣發展局（Subic Bay Metropolitan Authority）主席Amy Eisma（左）、亞洲商務航空協會主席劉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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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為商旅管理者的共同訴求
　隨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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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面的商旅計劃管理，因此，越來越多的商旅管理者意識到簡化商旅的重要

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GBTA)的預測資

料顯示，2018年中國的商旅市場支出將實

現8%的增長，依舊領跑全球。費控寶總

監汪遠根則表示，中國商旅管理市場交易

規模持續攀升。2018年預計中國差旅管理

市場交易規模達到2,214億元，增長率達

18.2%。此市場規模包含機票、酒店、用車

等產品，但MICE業務未計入商旅管理市場

規模中。

商旅支出持續上漲、市場普及率逐漸提

升，驅動商旅管理市場規模快速增長。一

來，商旅範圍國際化。「一帶一路」驅使越

來越多企業走出去，企業商旅範圍越發國

際化。根據調研，60%企業商旅範圍覆蓋國

內外，僅國內出差企業占35%。

再者，商旅次數增多。近7成企業2017年

較2016年商旅頻次增長，70%以上企業預

估2018年商旅頻次增加。另外，企業認知提

手可熱的新技術與商旅流程的簡化息息相

關，從酒店採購、到搜索預訂、再到集中支

付、費用管理與分析，所有環節都需要實現

智慧化，都離不開技術的支援。我們需要關

注的是如何將這些新技術加以應用，讓它

更好地與商旅管理和本地市場的實際需求

相融合。」

集中支付方式成為簡化關鍵

商旅流程中的支付環節對企業是否可以

實現商旅管理的簡化，具有重要意義。傳統

酒店支付方式高度依賴人工流程，需要商

旅人士墊付房費並進行個人費用報銷。而

財務部門則需要通過人工對賬和審核來完

成商旅企業花費的結算。在此過程中，冗雜

的財務流程和高昂的人力成本，為企業和

商旅人士帶來諸多弊端。

HRS亞太區副總裁姜君女士表示，集中

支付方式的落地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問

題，統一平臺支付的方式為企業商旅管理

人員和商旅人士帶來了更為智慧和便捷的

商旅體驗。無紙化的入住和退房以及帳單

的自動審核，為商旅人士和企業財務人員

免除了繁複的工作。提升了效率並節省了

流程成本。同時，整合度更高的費用管理

方式為企業帶來更好的透明度，為企業踐

行員工關懷和成本節省，提供了有力的支

援。

她進一步指出，集中支付反映了簡化在

支付環節的應用。同時，集中支付也是決定

整個商旅管理流程是否能夠真正簡化的關

鍵。實現集中支付就像為商旅管理流程打

通了任督二脈，由于不再需要墊付、報銷，

以及無紙化快速入住和退房，商旅人士可

以獲得更好的商旅體驗，從而提升了商旅

人士的配合度和採用率，讓商旅管理項目

真正落地，從而使得簡化成為可能。

此外，集中支付方式同樣可以惠及酒店。

接納集中支付方式的酒店，在未來商旅市

場的競爭中會具有相對優勢，商旅人士和

企業往往更加青睞這些可以便捷地支付和

結算的酒店。

升；企業客戶對商旅管理的知識逐漸提升，

商旅管理理念增強。此外，企業管理訴求

增強。企業客戶對商旅成本控制及商旅管

理有效性需求膨脹，對專業商旅管理企業

的使用訴求不斷增長。

隨着商旅市場的壯大，企業商旅管理也

將面臨諸多挑戰。HRS和商旅管理人員總

會(ACTE)共同完成的一項針對企業商旅管

理者的調查報告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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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旅計劃管理。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研究結果顯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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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RS亞太區副總裁姜君女士表示，「越

來越多的商旅管理者關注簡化，這是行業

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從管理者和商

旅人士兩個角度來解讀簡化，這是他們共

同的訴求。隨着商旅市場體量的增長和新

技術的引入，傳統的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

有的管理需求，管理者迫切需要在管理流

程和手段上進行簡化和革新。我們也看到，

商旅人士對商旅體驗中的流程簡化和‘即

時性’有着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商旅管

理的複雜性、技術的進步以及企業與商旅

人士的需求都將推動我們整個行業向着更

為高效、簡化和透明的方向發展。」

智慧化浪潮下的業務流程外包

新技術的發展和智慧化應用的加入為商

旅行業注入了全新的內容，為簡化商旅帶來

了絕佳的契機。對採購和財務部門而言，提

升商旅開支的視覺化程度、酒店項目的合

規性和商旅人士的滿意度，是他們所要實

現的核心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原有商旅

流程的複雜性、對人工的高度依賴和低配

合度，往往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絆腳石。在

此情形下，尋求專業的外部合作伙伴的支援

和建議，並對商旅流程進行業務流程外包

(BPO)也就順勢成為許多企業的選擇。

HRS大中華區總經理施南飛先生認為，

選擇商旅管理業務流程外包的外部合作伙

伴不僅僅需要關注他的專業知識和解決方

案，還需要有強有力的技術創新和研發能

力。

他表示，「如今商旅行業的發展是技術導

向的，人工智慧、大資料和區塊鏈，這些炙

[ 劉霈芯‧張廣文—採訪報道 ]

採購商首要工作調查

降低成本                       資料安全          提升商旅人士滿意度        簡化商旅管理

88% 84%
75% 72%

認同簡化商

旅的重要性，

大幅提升！

Mobile Internet

移動互聯將成為商旅管理的下一個風口
在移動互聯時代的迅猛發展下，商旅管

理新模式越加現形，為早已是主要移動網

民之商旅客及相關管理者，帶來更大的作

業簡化。

費控寶總監汪遠根表示，三項關鍵技術

加速了產業互連網(B2B)時代的到來。

1. 無所不在的智能終端。滲透及普及率

較高的智慧終端無所不在，使得產業

互連網高速發展，也使得企業移動互連網

應用成為下一個風口。

2. 不斷升級的寬帶網絡。4G、5G網絡

的逐漸盛行，帶來了隨時隨地寬帶移

動互聯接入的可能，必將在大數據的信息

傳遞中，扮演重要角色。

3. 空前強大的雲計算能力。日益被大家

接受的雲計算，能夠按照企業自身需

求提供資源，使企業可以方便、經濟地使

用。

從信息系統技術設施到應用平臺，甚至

于應用軟件服務，都將以新的方式提供。

2011年到2019年，中國移動網民規模首次和

中國整體網民規模一樣，達7.8億人次，當

中，整體網民增長率達1.7%，而移動網民增

長率達2.5%。

↑4 HRS亞太區副總裁姜君女士 

↑HRS大中華區總經理施南飛先生 

（
攝
影‧

劉
霈
芯
）

（
攝
影‧

劉
霈
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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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成為商旅管理者的共同訴求
未來十年后，雲計算領域將出現大變化，

網民將達到8億人次，透過網路自助的需求

量將爆發，所有的研發與測試環境都會運

行在雲上，80%的企業生產應用運行在雲

上，同時，100%企業數據都會存儲在雲上，

而且企業雲是最安全的IT環境，80%的企

業用戶只會使用套件供應商(Suit Provider)r)r

提供的SaaS服務。

另外，從中國商旅管理市場需求多元化

趨勢來看，國際化、移動化、自助化、服務

多元化、支付多元化為特色。中國商旅管理

市場技術應用趨勢方面，主要為集成化、自

動化和大數據。

以費控寶企業級差旅一站式解決方案為

例，其跨界合作打造企業採購、消費生態

圈，並從企業費控管理切入，打造企業級消

費和採購入口，是一款結合雲計算、大數據

和Saas平臺技術研發的費控管理系統，可實

現與企業內部的ERP、P、P OA、HRM等系統、

外部稅務地展開、電子發票、網銀、商旅服

務(TMC)、電商等多平臺的互聯互通。企業

接入費控寶即可管控在差旅、消費和對公

採購等日常業務運營中的費用支出，實現移

動辦公、全流程在線處理、數字化決策，提

升企業內控、運營效率，省錢又省又省又 力。

簡單說，費控寶結合商旅服務的機票、酒

店預定，以及企業服務的ERP、稅務、電子

發票，還有消費平臺的移動打車、點評網、

網購，也包括了金融機構，如銀行、支付平

臺等。

在功能架構上，費控寶可以系統無縫對

接六部分，一為員工預定與核對訂單，二為

領導審批、確認入賬及成本分攤，三為對

賬、結算，四為財務審核、記賬，五為資金

結算，六為企業銀行賬戶。同時，直接在企

業HRM、ERP、OA系統中被使用。目前已

經完成國內十家最大TMC、用車出行和酒

店平臺資源系統對接和資源整合，2018年

內要擴展到四十家，並在企業差旅和採購

上游資源整合上合上合 ，持續處于領先地位。

未來規劃方面，費控寶開始打造面向大

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開發及票據管理的

智慧外部服務平臺，也就是佈局財稅智能

BPO服務平臺。近期推出了差旅票據OCR

智慧識別功能，此移動端票據採集方案，

提供完整的手機採集集成方案，包括APP

集成、微信公眾號集成、微信小程式集成、

API介面調用，還有領先的OCR識R識R 別技術，

以及基于CNN卷積神經元的人工智慧演算

法。

從浦發銀行差旅集中管理項目案例來

看，打造一個差旅核算集中平臺，一期的系

統功能包括：員工事前申請、自動差標控

制、系統自動對賬、審核出差事由、員工確

認行程，以及財務對公結算。項目價值分析

方面，包括：

▼  實現差旅集中採購、降低全行差旅支

出。

▼  在員工差旅預定、費用報銷等業務流程

中，實現移動辦公簡化業務流程，提升工

作和管理效率。

▼  內外部系統無縫對接，消除重複性輸入

工作，提升財務工作效率，降低財務處理

成本。

▼  系統性實施費用預算控制，整合業務和

預算控制流程，降低增效，提升機構盈利

能力。

▼  順應國家財務政策變化，提前規劃系統

以適應「電子發票」為公司商務旅行費用

報銷等業務帶來的影響。

▼  差旅與費用管理系統可支撐多層級法人

實體架構，面向集團統一部署，滿足財務

共用中心的規劃要求。

中國中鐵差旅集中管理項目案例方面，

則實現了差旅政策制定與執行、商旅訂單

管理、TMC平臺配置管理等功能，商旅對

接通過平臺提供的標準接口，接入協力廠

商商旅平臺商進行商旅產品預定、退改等

功能，通過規劃統一的商旅管理平臺。而

系統功能包括：TMC對接管理、差旅管控、

TMC評分。分。分 就項目價值分析而言，綜合來看

包括有：

▼  降本。打造TMC標準平臺，中鐵集團及下及下及

屬公司可根據自己需要自由低成本服務

商，TMC切換零成本。

▼  增效。出差申請、審批，系統自動處理，明

顯提高企業管理效率。

▼  合規。最票價實時提示，差標管控自動提

醒，員工費用更合規。

▼  透明。每筆消費訂單可實時同步回傳到系

統，花費一目了然。

中國整體網民 中國移動網民

增長率 增長率

2.5%
(2011-2019)

費控寶總監

汪汪遠遠根根
費

汪汪 1.7%

中國移動網民

規模將達

7.8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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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旅客對商務旅行的安全性和個性

化需求的不斷增加，商旅市場面臨著巨大

的機遇和令人令人令 興奮的發展趨勢，人工智慧

(AI)將被運用到企業商務旅行中，企業的

員工關懷責任也將變得愈發重要。

FCM Travel Solutions中國區銷售和

客戶管理總監張郢表示，越來越多的商務

旅行者使用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

電腦對其旅行的安排和花費進行管理。

2018年，將有更多的旅行者使用人工智慧

（AI）旅行助手管理其旅行相關事務。這

一創舉令商旅人士在旅途中的任何時間

皆可通過移動設備與聊天機器人互動，向

聊天機器人咨詢行程，獲得旅行推薦和建

議。

FCM TrTrT avava el Solutions近期推出了人工智

慧聊天機器人SAM，為協助在途旅行者獲

得旅行信息和排憂解難提供了全新的差旅

解決方案。舉例某個差旅場景：旅行者動

身前往巴黎的前夜，SAM推送給他/她巴

黎當地的天氣預報，並提示他/她帶上所需

衣物或雨傘。

政府立法支持應用
費用管理技術提升

亞太地區的部分機場也逐漸推出使用人

工智慧的舉措。比如，澳大利亞政府正在

權衡立法，允許旅行者在過境時憑借面部

識別、生物識別技術獲得身份識別。在不

久的將來，旅行者將無需出示護照即可完

成行李托運、安全檢查、入境檢驗。

此外，他進一步指出，差旅費用管理在

技術領域也呈現進一步的發展態勢。差旅

企業對于可以即時進行費用管理的APP需

求將會增加。自動化不僅優化企業差旅費

用的填寫和報銷流程，更可以防止差旅費

用管理過程中出現的欺詐和人為錯誤。

而雖然經濟預測令企業領導者相當樂

觀，但並不意味着企業計劃增加差旅預

算。企業繼續尋求降低差旅支出的方式，

卻也並不等于減少差旅頻次。在很多時

候，企業領導者的第一直覺也許是自行管

理差旅預訂，以省去協力廠商費用。然而，

差旅管理公司經常提供給企業或機構內部

人員具有競爭力的價格，這往往並非是企

業的差旅經理或人力部門的員工可以實現

的。

員工關懷責任升高
企業保障差旅安全

企業所肩負的「員工關懷」責任將繼續

在亞洲的旅遊業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

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員工關懷責任意

味着在員工出差或者為工作忙碌時，企業

有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保障員工的安全與

幸福感。

英國和澳大利亞正在努力推動相關立

法，而由200家組織和機構共同簽署的全

球首個員工關懷宣言也于近期出臺。亞太

地區越來越多的組織將加入其中，支援風

險防範和執行差旅安全原則。

企業必須保障出差員工的安全。只有前

往偏遠地區出差才需謹慎這一觀念早已過

時。過去一年曼徹斯特、巴黎、倫敦發生的

恐怖襲擊事件也反映對差旅人士的安全負

責至關重要。想要領先風險一步，保證員

工安全的企業或機構可以借助差旅新興技

術。先進的差旅解決方案不僅幫助企業和

機構即時追蹤出差員工的所在地理位置，

而且通過差旅技術平臺時刻刷新相關危險

或暴力事件信息的動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將滿足個足個足 人個人個 化人化人 及商旅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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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商務會獎旅遊已成

為促進新加坡旅遊增長的重要

因素，其發展潛力也越來越明

顯。其中，引進、舉辦高品質會

展活動，從多角度提升服務以

應對市場走向複雜化，並打造

深度的定期高端體驗，是新加

坡拓展中國市場高速變化的重

要利器之三。

新加坡
積極迎戰市場的快速變化

[ 鐘韻‧劉霈芯—採訪報道 ]

繼
2017年推出新的品牌 「心想獅城」

后，除了休閒旅遊的花樣日新月異，

持續居重要地位的新加坡會獎旅遊業也在

不斷的推陳出新。2017年前三季度，新加坡

共接待175萬名BTMICE遊客，產出31.5億美

金的旅遊經濟收入。

新加坡旅遊局中國華北區、華西區署

長柯淑丹表示，在會議和獎勵旅遊方面，

新加坡旅遊局將繼續幫助中國業者更好

地對接新加坡豐富的獎勵旅遊資源，同時

也為中國業者帶去更多的優質回饋。其中

INSPIRE惠聚獅城獎勵計劃將主要面對企

業客戶進行優惠獎勵，而M&I Stars將面向

旅遊從業者進行優惠獎勵，從而最大程度

地滿足不同類型團體遊客的個性需求，以

更好地深耕中國會獎旅遊市場。

舉辦更多高品質會展活動

她進一步表示，新加坡旅遊局希望通過

高品質的會展活動吸引更多的從業者前往

新加坡開展旅遊、科技、設計等活動，交流

意見共築「一帶一路」。以新加坡旅遊局創

辦的ITB ASIA為例，這一活動在全球旅遊

業者中享譽盛名，每年吸引幾千名旅遊行業

精英來到新加坡分享自己的行業洞察與思

考，並在現場簽署合作意向書。

此外，剛剛結束的新加坡設計周也是中

國市場非常關注的，尤其是期間舉辦的新

加坡國際傢俱展，不僅大牌雲集，還吸引

到了許多媒體和行業資深人士的關注。再

者，每年十一月的FINTECH新加坡金融科

技節，更因為新加坡特有的金融環境吸引

了很多參展商前來。未來，新加坡旅遊局

將繼續為市場帶來越來越多的優秀會展活

動。

另據介紹，新加坡旅遊局將于2018年6

月第四屆的MICE CONFERENCE大會上

對「心想獅城」的理念進行更深層次的詮

釋。本次大會將為中國和新加坡旅遊從業

者打造一個更廣闊的合作交流平臺，讓新

加坡的熱忱連接兩國間每一個投身MICE

事業的人們。此外「新加坡商務會獎旅遊」

微信服務號的全新服務升級也在計劃中，

未來，中國業者將通過該微信號的全新功

能更好的與新加坡業者進行連接，以提升

體驗。

多角度應對市場走向複雜化

而面對快速成熟、複雜化的中國MICE市

場需求，新加坡航空從產品、服務、合作等

多種角度一一應對挑戰。

新加坡航空公司

中國區總經理曾國銘

先生（Mr. Chan Kuo 

Ming Benjamin）指

出，中國市場正快速成

熟，也正趨向複雜。他

解釋，國內許多尚未辦

過商務會獎旅遊的企業，開始考慮嘗試獎

勵旅遊，已經辦過短線出境獎勵旅遊的企

業，也更多開始考慮長線目的地向高端發

展。這對新航來說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和新

突圍的目標。

從市場這幾年的變化來看，新航認為，幾

乎在所有企業裡，各種員工獎勵旅遊的規

模越來越大，且頻次越來越高。尤其這幾

年的萬人、千人直銷、保險類行業的超大型

獎勵旅遊團隊，總能吸引社會和媒體大量

的注意力。從大交通的角度，需要航司提供

充足的航班支援，包括國際航班的增開，給

到大型會獎團一些特別的航空資源，配備

專門的團隊服務等。

此外，曾國銘指出，MICE客人對服務水

平有更高的期待。航司需要調整服務更加

迎合中國MICE團隊，特別是長線航班，要

提供更為便捷無縫的連接、豐富的機上娛

樂項目、細心周到的服務等。比如餐食提供

符合中國客人餐飲習慣的食品、機上增設

中文標示、空乘提供中文服務。

並且，有些規模特別龐大的團隊也根據

目的地資源，趨向于分成小規模的團隊出

遊以期獲得更好的旅行體驗。之前，一個企

業的大型會獎團，所有會獎活動參加者的

行程安排都是一樣的，但現在更傾向分成

若干小團隊，這也向航司航班的靈活配備

提出了挑戰。

面對這些新的挑戰，新航在過去一年已

有諸多應對舉措。

在航線、航班靈活度方面，2017年，新

航集團旗下子公司勝安航空開通了福州航

線，酷航開通了哈爾濱等航點，旨在為中國

旅客提供更為豐富的出行選擇和便捷的連

通服務。

基于新航集團旗下三家航司在中國大陸

地區的26個出發航點所觸及的廣泛航線網

路，新航還會推出更多的MICE服務來吸引

客戶。之前新航一直在打造新航和勝安的

網路連結及多地出發MICE產品。而現在，

新航也把酷航加入產品序列，來打造酷航

中國大陸地區17個航點出發的產品，以及

新航/勝安聯程到酷航目的地的產品，希望

聚集三家航司的資源為會獎客戶提供更豐

富的多地起止的靈活選擇。新航同時還會

保持機票價格的競爭優勢，吸引更多的商

旅客戶及MICE團隊，以優惠的價格提供優

質的商務會獎體驗與服務。

在產品方面，2017年11月，新航推出了備

受矚目的全新A380客艙產品，其商務艙座

位安排為前向四座（1-2-1），可方便所有乘

客直接進入通道。配備全新客艙產品的

A380客機現已執飛香港-新加坡航線，並將

陸續拓展至上海和北京航線。

服務方面，新航還將為中國會獎團隊打

造更多量身定制的服務與產品，讓客戶在選

擇新航集團的產品時受益更多。比如，在獅

城MICE的推廣上，新航積極和新加坡旅遊

局合作，參與「惠聚獅城」的計劃。同時，

獅城轉機的MICE團組，新航也和樟宜機場

集團密切合作，推出了轉機購物券及更多

的優惠補貼措施，以期更好的吸引MICE客

戶需求。

打造獨具深度的高端定制體驗

為致力于為旅客及商務旅客提供更深

入、更有針對性的個性化一站式體驗，聖淘

沙名勝世界繼去年推出「愛怎麼玩 就怎麼

玩」之后，2018年又全力打造了「名勝世界 

玩味無限」的個性化旅行產品。該系列產

品以聖淘沙名勝世界一站式的旅遊業態為

依託，以個性化體驗+酒店的新穎形式，將

聖淘沙名勝世界內的各種業態進行多元組

合，為旅客提供極具多樣性的選擇、打造獨

具深度的高端定制體驗。

MICE也同樣延續着這種升級的「定制

化」理念。這體現在聖淘沙名勝世界各種

空間更加靈活的運用上。聖淘沙名勝世界

市場營銷及推廣部高級副總裁周經泰解

釋，聖淘沙名勝世界從前的策略是讓活動

在「專為舉辦活動設計的場地」舉行，但如

今聖淘沙名勝世界不再以自身的角度向客

戶推薦活動場地，而是全面開放空間，讓客

戶選擇心儀場地，再去發展獨特的會議設

施和活動空間。

以其去年所接待的各種活動為例，除了

環球影城、海底世界和Hard Rock酒店會

議廳，ESPA也開放客戶舉辦小型會議和活

動、海濱別墅作為特殊場地也越來越受到

會議組織者的歡迎；另外，順應市場趨勢，

聖淘沙名勝世界也將把逸濠酒店的二樓重

新打造成更為獨特的會議空間。

去年是聖淘沙名勝世界中國MICE市場

表現最好的年度之一；這歸功于前一年聖

淘沙名勝世界團隊對中國MICE客戶需求

的深入探索和積極推介。不過眼前的挑戰

仍不容輕忽。周經泰笑道，中國市場腳步實

在太快，這是新加坡旅遊業的共同感慨—

—中國客戶的需求、所追求的體驗每天都

在變化。對聖淘沙名勝世界而言，除了觀察

走勢之外，迅速把握市場的每一種新變動，

是挑戰，也是機遇。

周經泰強調，「中國客人的需求已全面進

入個性化、定制化時代。」

聖淘沙名勝世界
市場營銷及推廣部
高級副總裁
周經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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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課堂、移轉角度
用新眼光服務不同的主角

[ 鐘韻—採訪報道、圖片提供＝萬達 ]

就
在今年4.2世界孤獨症日前的3月底，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攜手星星雨教育

研究所在丹寨萬達錦華溫泉酒店舉辦了

「我們在一起」萬達兒童基金主題公益活

動。該場活動邀請了黔東南地區20位孤獨

症小朋友及他們的家長，以及全國10余位

媒體人員參加。

丹寨雖有豐富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但

交通和基礎建設都不若桂林等發達旅遊

景區。活動選在丹寨，主因是丹寨萬達旅

遊小鎮本身為回應政府扶貧政策的項目

（丹寨萬達錦華溫泉酒店為去年開業的配

套），而該課程旨在針對弱勢群體，「教他

們釣魚」。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品牌部總經理鄭期

仁介紹，自去年八月開始，萬達酒店及度

假村與中華慈善總會合作推出專門針對兒

童的專項公益慈善基金「萬達兒童基金」

與專為孤獨症（自閉症）家庭設立的「星星

雨」公益機構合作，啟動了「星星雨萬達移

動課堂」項目，在全國範圍內選擇5個重點

城市，並在合作城市招募5家機構作為合

作伙伴，共同尋找250名最需要幫助孤獨症

兒童，接受由「星星雨」提供的系統化專業

培訓。萬達兒童基金給予受助兒童獎學金

支援，希望通過1年的系統培訓，提高家長

們對孤獨症的認識水平和教育能力，幫助

自閉症兒童獲得良性的發展。

今年3月29日的首次落地活動所選中的

黔東南州小學正在丹寨萬達旅遊小鎮附

近，有20位孤獨症兒童及其家長參與；活

動目的是普及孤獨症的知識、讓家長和辛

苦的老師有放鬆的機會，同時借十來位受

邀媒體的力量傳播孤獨症的真實情況和看

待方法。

鄭期仁表示，「公益」作為萬達集團的

DNA，「星星雨萬達移動課堂」系列活動

計劃繼三月份首次落地之后每年舉行兩

次，把公益做深、做遠。在眾多慈善機構

中，萬達兒童基金當初選擇與星星雨合

作，主因在于星星雨在孤獨症教育方面有

多年專職教師培養和家長培訓經驗，而這

方面的教育，中國較為缺乏完善體系。然

而作為公益組織，星星雨缺少廣泛的傳遞

網路；中國偏遠地區孤獨症家庭赴北京參

加培訓，金錢和時間成本都高到幾不現

實。把課程帶到偏遠地區的「移動課堂」

想法，應運而生。

偏遠地區活動籌備不易

由于地處偏遠，活動難免遇到了一些與

大城市不同的難點。

位處黔東南州的丹寨縣雖有高鐵，但直

達性明顯不如北京到杭州。從貴陽，客人可

從機場至高鐵站再轉大巴，前后約須2小

時；從貴陽機場直接乘大巴，則約為2.5到

3小時。萬達事前對來自各地的受邀媒體進

行了交通方式傾向的調查，媒體最終從機

場乘大巴直奔景區。至于共約五、六十人的

孤獨症家庭及星星雨的老師，則直接從黔

東南小學乘大巴抵達。

以北京為例，可輕易找到供應商，製造

出理想中的展覽或活動效果。但此次雖僅

是數十人的小型活動，地域問題卻為前期

籌備帶來了一些挑戰。因此北京辦公室和

丹寨酒店的團隊都親自盯住時程安排、供

應商對接、物料獲取等每一個活動細節，

同時善用本地智慧，即由北京團隊把活動

機制、需要的物料、布展設計等各種細節

都傳達給丹寨團隊后，透過熟門熟路的酒

店本地員工找到不同的供應商。最終，雖

仍有材料未能投入此次活動（比如當地缺

乏、卻不容易從北京帶過去的高品質寫真

背景板這類設備），但整體氛圍還是令人

滿意，因為此次活動的主角是這20位小朋

友。

在氛圍塑造上，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黔

東南攝影師協會常年對孤獨症兒童的記

錄，以及孤獨症兒童的畫作。這些攝影和

繪畫作品的展出看上去雖未有北京、上海

展覽之精緻，但卻很直觀地傳達孤獨症

生活的另一面；攝影作品共兩天半的展出，

也吸引到住店客人對孤獨症進行瞭解。

鄭期仁說道，很多孤獨症相關活動都會

刻意在「藝術」這個標籤上做文章，但這次

萬達並不想對此過度包裝，只是簡單地傳

達孤獨症生活狀態，同時也希望畫作的展

出能為其在星星雨的拍賣活動中起到幫

助。

滿足需求，一切圍繞主角

讓這些家庭快樂，是活動的核心。此一

理念使得這場活動從很多方面與常規活

動不同。比如為避免台下的孤獨症兒童感

到無聊，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執行主任

孫忠凱老師、萬達酒店及度假村總裁甯奇

峰、黔東南州殘聯理事長朱建華在活動開

場的致辭環節都被壓縮，在傳達完主要訊

息后就迅速推進后續的話劇和互動等環

節。萬達也特意買了兒童桌椅供「主角」入

座，其他成人站旁邊。領導們對這樣的安

排都很支持。

各環節當中，作畫耗時最長，一是因為孩

子喜歡，二是因為孤獨症兒童更傾于隨自

己意願行動。比如客人剛抵酒店享用茶歇

時，酒店員工便發現受孩子當下喜愛的水

果，消耗速度較所預料的要快很多，須速

添補。再如，當日上午室內環節和中午用餐

結束之后，下午活動被延展到戶外，進行苗

族蠟染體驗。用意當然是希望大家都能互

動、參與。

出乎意料的是，萬達發現，這其實是以

成人想法為出發點做的計劃。現場，約一

半的小朋友對此不感興趣，而小朋友們不

感興趣，就開始想往外跑——戶外吸引物

活動日期 ▼2018年3月29日

活動地點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萬達旅遊小鎮，丹寨萬達錦華溫泉酒店

參與人數 ▼20個孤獨症家庭、10來位媒體

活動挑戰 ▼活動地點地置偏遠，交通不便；

 物資、物料難以取得及備齊；

 活動主角為一般酒店人員較不熟悉的孤獨症小朋友。

萬達兒童基金「我們在一起」主題公益活動
    ——「星星雨」萬達移動課堂丹寨公開課 
  

　 這是一場以孤獨症小朋友為主角的活動。既然他們是主角，大家就應盡己所能滿足他們的需

求、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按既定思維，要求孩子按部就班。惟當地建設及資源不若一般大

城市，且籌辦者都是成人，難免會以成人想法為出發點進行活動規劃，所以克服期間的難點及

料想不到的突發狀況，反而為組織者帶來不少收穫。

首先是交通

其次是物資、物料

　  既為相對正能量之事，就應

宣傳出去——別說社會大眾，對

集團自己的員工就值得好好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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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因此想四處探索的孩子比例明顯比

室內更高——孩子往外跑，家長自然會跟

上。這就為活動執行帶來了控管問題，因

為丹寨小鎮是開放式環境，而許多陪同孩

子前去的家長為行動不捷的祖輩。

所幸，酒店離活動場地並不遠，故萬達

團隊緊急調動酒店同事，到場協助各盯一

位小朋友。由于活動一開始就出現這種狀

況，因此在蠟染繼續進行的接下來一小

時，萬達團隊需要做到的是保護孩子的安

全，因為「限制」是孤獨症的大忌：綁住活

動範圍，不僅是對他們的不尊重，也有可

能造成反抗行為，影響到其他遊客，進而

帶來外人的異樣眼光，形成惡性循環。

于是在一半孩子做蠟染、一半孩子外出

探索的活動結束前最后一個環節中，萬達

團隊的原則是，在保證孩子來得及回來集

合的前提下，只要去的地方沒有危險，酒店

員工就和家長跟着孩子一起「去看看」。

為了這場特殊活動，萬達團隊提前向酒

店員工傳遞了關于孤獨症的基本知識。鄭

期仁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心態——孩子

的行為，都須帶着正常眼光看待。比如在

茶歇時間，有一兩個孩子急着想喝橙汁，

便不斷試圖按壓果汁鼎；這時酒店員工被

提醒，其責任是「服務」，因此無需遏止，

只要滿足了孩子的需求，問題便能迎刃而

解。

又如，很多孩子久未嚐西瓜，便執著地

重複取用；在一盤吃完和酒店員工從后廚

取出添補的間隙，有些孩子就出現了情緒

上的反應。這時，員工按之前所溝通過的

方法，如星星雨老師所指導：以引導的方式

轉移孩子注意力，安撫孩子。

「從集團領導、政府領導到酒店員工，

只要是成人，我們都一再強調：今天你不

是主角、我不是主角，主角是小孩。既然他

們是主角，我們就應盡己所能滿足他們的

需求、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是按既定思

維要求孩子按部就班。」鄭期仁說道。

技術與服務層面皆有收穫

鄭期仁舉例，在北京辦小型活動，可以

前置作業全在上海完成，前兩天到場布展

即可。但有了這次經驗，下回在特殊地點舉

辦活動，萬達團隊會選擇至少提前一周到

場，而非從北京遙控（這次即便提前了四

天，也遠遠不夠）；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

比喻放在這裡非常恰當。

他進一步解釋道，提前到雖然不能完全

解決物資、物料不足的問題，但卻能提前

預料到結果。比如，一般活動布展最多會

在活動前24到36小時開始，但特殊地點的

應急處理能力絕對不比大城市（北京2小

時能換掉的材料，從丹寨調度可能需8小

時或更久），因此有提前開始的必要性。

比如酒店餐具正常情況下都為陶瓷製

品。但接待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孩子以及

全神照顧孩子的家長時，就需要準備安全

的塑膠餐具，因為這種情況下瓷器破碎的

幾率遠高于平時。

同理，酒店特別為這次活動到宜家採買

了15套兒童桌椅（15張桌子、60把椅子）。

為了不浪費，事前萬達就決定把10套捐予

更有需要的黔東南小學，另5套留在酒店；

除了作為「經驗值」、滿足未來客人的需

求，也讓酒店日后可自主組織類似活動。另

　從技術層面來看，萬達團隊

從這次活動學習到，面對特殊

物件和特殊地點時，現場的前

置作業比平時更重要。

　就服務層面而言，酒店員工

雖對一般、政府、家庭等客人

類型的接待都很熟悉，但面對

平時根本沒機會去酒店的弱

勢群體，員工自是感到非常陌

生。因此在活動前的溝通中，

酒店員工被提醒到更有針對性

地細化服務之重要性。
活動得到的最大收穫是學會正確看

待及服務不一樣的客人。有別于傳統

預期的客人，總會有不一樣的需求；

酒店應做好對應物資和恰當服務方式

的準備。

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品牌部總經理

鄭期仁

　  今天你不是主角、我不是主

角，主角是小孩。既然他們是主

角，我們就應盡己所能滿足他們

的需求、解決他們的問題。

外專為攝影展準備的60個全新畫架，則有

20個運回北京，40個捐贈給純志願性質、

想加強社會宣導但物資同樣非常缺乏的黔

東南攝影師協會。

鄭期仁總結，酒店從這場活動得到的最

大收穫是學會正確看待及服務不一樣的客

人。有別于傳統預期的客人，總會有不一

樣的需求；酒店應做好對應物資和恰當服

務方式的準備。

為善是否應讓人知？

從集團角度，鄭期仁說道，慈善一直都

是萬達集團的DNA，但品牌宣傳並非萬達

投入公益的目的，因此大部分慈善活動都

較為低調。比如此次活動，萬達雖邀了媒

體參與，卻並未期望媒體做事件報導，只

希望借媒體力量加強孤獨症知識的社會普

及。

然而，萬達酒店及度假村在過去一年

確實在市場上有很多「消息」；既然在做

「對」的事情，集團也開始考慮提高宣傳力

度。他們的想法是：首先，做非以短期利益

為考量的「正確」的事情；其次，既為相對

正能量之事，就應宣傳出去——別說社會

大眾，對萬達集團自己的員工就值得好好

推廣；同時，能深入接觸到更多群體的萬

達旗下酒店，也應好好的被運用。集團現

已為此研擬計劃；未來會有更多萬達酒店，

一同推廣慈善。

近日，凱德集團旗下全球知名服務公

寓業主及運營商——雅詩閣有限公司在

東莞、大連、上海、香港、南通、海口和惠

州成功簽訂八份管理合同/合作協定，合

計近1,500套服務公寓單元。這也是雅詩

閣首次進入東莞和惠州，成為當地首個

國際服務公寓運營商。這些管理合同的

簽訂，也進一步擴大了雅詩閣在大連、上

海、香港、海口等地的業務規模。 

一季度剛剛結束，雅詩閣就交出了令人

滿意的成績單，顯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

加上1月份簽訂的廣州馨樂庭番禺悅界服

務公寓，共新增九家物業、超過1,650套服

務公寓單元，規模增速超去年同期，更接

連將十個獎項收入囊中。同時，西安中建

馨樂庭高新服務公寓也于四月正式投入運

營，運營物業再添一員。

目前，雅詩閣在全國33個城市擁有/管

理超過110家物業、21,000多套服務公寓單

元，其中已投入運營的物業達到54家。

毗鄰長沙武廣新城之長沙國際會展中心

的長沙會展宜必思尚品酒店，四月盛大開

業，為中國中南部湖南省的遊客提供全新

住宿選擇。酒店秉承品牌獨特設計的經濟

型酒店理念，以全包價格開業迎賓。

酒店位于長沙市最新中央商務區，是商

務和休閒旅客的理想之選。位置優越，交

通便捷，可輕鬆抵達地鐵和主幹道。酒店

距離長沙南站僅5分鐘的路程，20分鐘即

可到達黃花國際機場。

酒店共設23層，樓高近85米，採用先進

而環保的預製結構施工方法，使得其基礎

架構在26天內完工。酒店內設中央空氣淨

化處理系統，共設325間客房和套房，房內

配備標誌性的宜必思Sweet BedTM寢具，

此外還提供WiFi和客房用品。

長沙會展宜必思尚品酒店總經理吳妮

表示，長沙會展宜必思尚品酒店的開業可

謂時機得宜，正好與長沙市國際會展中心

周邊地區的重大開發步伐，相互呼應。

近日，廣州花園酒店成功舉辦博古斯名

廚晚宴（Led Dîner des Grand Chefs），展

現出色會務服務。晚宴彙聚過百位來自

世界各地的名廚，其中包括來自多家米其

林星級餐廳的主廚，由五位蜚聲國際的

名廚連袂花園酒店專業廚師、服務團隊

獻技，呈現一場難忘的美食盛會。

 2018年5月8日至9日，「博古斯世界烹

飪大賽亞太區選拔賽」首次落戶羊城，

競爭激烈的精彩賽事在白雲國際會議中

心上演。比賽首日賽程結束后，智奧（GL 

Events）集團主席奧利維爾·吉農（Olivier 

Ginon）邀請參與賽事的國際頂級名廚

出席博古斯名廚晚宴，包括法國傳奇名

廚Marc Veyrat、法國米其林三星主廚

Emmanuel Renaut、香港米其林三星日本

餐廳日本主廚Yoshiharu Kakinuma、德國

名廚Stefan Stiller等。 

Hotel Updates
雅詩閣成功簽訂

八份管理合同/合作協定

長沙會展宜必思尚品酒店

四月盛大開業

廣州花園名廚晚宴

展現出色會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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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最重要展會遇上最強大暴風雪

CASE STUDY 

[ 張廣文—英國採訪報道．攝影 ]

今
年的探索英國(ExploreGB)旅交會，

遇上了英國自過去27年以來的最大

一場暴風雪，大風雪在英國被稱為「來自東

方的野獸(Beast from the East)」，完全是

沒有人會想到的一場突然其來的天災。當

時雖將邁入三月，但是歐洲有許多地區仍

然被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襲擊，各地都出

現零下的嚴寒低溫，大雪不斷，也造成許多

災情，包括有數十人死亡。

展會即將開幕，但英國已經連續好幾

天都降下大雪，許多道路被大雪塞住，地

鐵和火車也因此受到影響，英國航空公司

（British Airways）約取消了60班倫敦希斯

羅機場（Heathrow Airport）起降航班。

據BBC報導，這是英國近30年同期最冷

的一次，部分鄉村地區氣溫下探到零下12

度，造成數百間學校停課，許多地區都被

積雪覆蓋。愛爾蘭則是被1982年以來最嚴

重的大雪襲擊，積雪在一夜就有10公分。

英國旅遊局大中華區區域總經理兼中

國及東北亞區代理總經理錢崗表示，暴風

雪加大的第一天就發生在所有代表紛紛

抵達英國的同一天晚上，英國旅遊局為此

需要重新協調很多事項，包括：會議期間

的食物和飲料、接送代表們的交通運輸服

務、機場迎賓策略、教育考察路線等。

突然出現了大挑戰，英國旅遊局也只能

積極面對。而且由于事關近千人的日程，旅

遊局必須非常快速的反應，立刻聚焦當時

的緊急情況，全力展現出本身的團隊合作

精神。

重新安排所有團隊線路

首先，英國旅遊局的產品發展及分配

團隊，在僅僅兩天的時間內，便重新預定

了19場教育考察路線，將所有行程全部

調整；在32小時中，把20 0多位參與者

一一歸類進32個考察團中，一團最多22

人，所有團隊線路全部重新安排。當中，

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環節都必須確定萬

無一失才行。

整個團隊連續24小時都投入工作，而且

每一位團隊成員的電話也一直都處于待命

狀態，所有人都明白，隨時隨地都需要處

理問題，將解決問題視為第一優先目標。

 化整為零、團隊協作

其實，危機處理的核心團隊只有四名員

工，因此在預計的時間內，成功完成了所

有的重新預定和調整，是一項非常驚人的

成就。位處倫敦的所有其他員工以及海外

網絡成員，全部都自告奮勇地加入解決問

題的行列，支持核心團隊，並且將大型工作

一一分割成更小的操作任務。整個處理過

程，所有人都因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漂亮

的展現出不分國家與部門的團隊合作精神

與努力。

錢崗強調，一個活動的成功，可以從很

多方面進行評估，包括一個一個活動之間

的無縫推進和順利結合、有趣的元素、為

主要目的而建立的專業會議、與會者在社

交媒體上發佈的熱門話題、食品和飲料的

提供，以及傳達給客戶的推廣意念和語氣

等。就英國旅遊局而言，團隊高度關注活

動細節，而且活動團隊力求讓每位參會者

都擁有最佳的活動體驗。

旅遊局身為推動英國成為主要度假和商

業目的地的政府機構，除了在活動期間，

積極致力于完善每一個環節，並讓每一位

到訪者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活動是否辦

得好、是否成功，重點也在籌備。籌備過程

中對關鍵細節的拿捏，和大局方向的把控

一樣重要。而拿捏和把控是否合理，是基

于充分溝通基礎上的團隊協作，也是基于

團隊成員間的充分信任。

臨機應變仰賴長期積累

為了迎接來自全世界的買家和媒體，英

國旅遊局將本次活動的籌備時間，拉長達

九個月，但對于氣候的驟變，的確難以準

備。幸好，英國旅遊局和英國本地及海外

市場的旅遊業者，都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

好關係，因此，反映到組織每年舉行的探

索英國(ExploreGB)旅交會，點滴堆疊而成

的現有機制，早已相當成熟了，也才能成功

克服如此大的臨時考驗。

此次活動后，英國旅遊局學習到，本身

團隊非常有韌性，而且成員非常積極的解

決問題，為了解決很難得的危機，反而累

積、增加了很多極具價值的管理經驗。由

于此次突然出現的暴風雪，反而使得今年

的活動，讓參與者格外難忘，不但加大了團

隊之間的凝聚力，也讓整趟活動能在不斷

對暴風雪開玩笑的氛圍中，有趣地推進。

很多參會者反映，雖然遇上了如此大的

暴風雪，但是此次活動依然是他們體驗過

最棒的旅交會之一，也非常期待參與英國

接下來在未來舉行的活動。

主辦單位 ▼英國旅遊局

活動主題 ▼展現英國最好的旅遊目的地和產品

活動日期 ▼   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10日，其中，會議活動在2018年2月28日至2018
年3月2日舉行，而教育考察活動則在2018年3月2日至2018年3月10日上演。

參與人數 ▼來自20多個國家約600名買家，以及英國本地300位供應商

活動場地 ▼   2018探索英國 (ExploreGB)旅交會在紐卡斯爾上演，而中國兩個教育考察團

隊：一個是東南中國組，前往了英國北部，而另一個則是西北中國組，前往了

英國東南部和倫敦。

活動亮點 ▼全球旅遊行業代表和英國供應商們分別進行了多場一對一的桌上洽談，同時

有機會深度的探索英國目的地的魅力。活動期間，在聖蓋茨黑德音樂廳(The 
Sage Gateshead)舉行的主題晚宴，絕對是最高潮。

活動挑戰 ▼最重要的旅遊展遇上了最強大的暴風雪來襲，如何才能順利舉行?

2018探索英國(ExploreGB)旅交會

　 由英國旅遊局主辦的2018探索英國(ExploreGB)旅交會，以展現英國最好的旅遊目的地和

產品為主題，在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3月10日于紐卡斯爾舉行。期間，全球旅遊行業代表和

英國供應商們分別進行了多場一對一的桌上洽談，同時有機會深度的探索英國目的地的魅力。

然而，萬眾矚目的展會，竟然就遇上了近年來最強大的暴風雪來襲，上千位參會人員可能連順利

抵達現場都有問題，那組織方該如何應對這突如其來的考驗，進而完成任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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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y Retreat

Pink Sands Club, Canouan將以卡諾安

島文華東方酒店重新面世，並于今年夏季

呈獻兩個奢華禮遇。預訂或查詢，請瀏覽

www.mandarinoriental.com。

海陸奢華禮遇 
卡諾安島文華東方酒店呈獻海陸奢華

禮遇，讓賓客盡情遊覽卡諾安島以及聖文

森特和格林納丁斯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寬敞偌大的Patio Villa坐落

于酒店的山坡上，賓客可捕捉最迷人的景

色，是放鬆身心的度假首選勝地。海陸奢

華禮遇涵蓋：

•入住Patio Villa雙睡房套房四晚

•入住Churchill Yacht Partners私人遊艇

七晚

•免費WiFi、享用Pirates Kids' Club設

施、水上活動、健身活動及每日迷你吧

海陸奢華禮遇價格由62,000美元起，另

收取服務費。此禮遇由2018年6月1日至2019

年5月31日供應，房間供應視乎情況而定。

尊尚私人噴射機禮遇 
賓客可乘搭全球最大的私人噴射機公司

Air Charter Service (ACS) 安排由邁阿密飛

往卡諾安島的私人噴射機，盡享奢華方便

的體驗。抵達后，賓客可享優雅殖民地風格

的單睡房套房住宿七晚，更可盡情享受酒店

內的設施。尊尚私人噴射機禮遇涵蓋：

•Air Charter Service (ACS) 提供來往邁

阿密與卡諾安島的包機服務

•入住一睡房套房七晚

•免費WiFi、享用Pirates Kids' Club設

施、水上活動、健身活動及每日迷你吧

尊尚私人噴射機禮遇價格由52,000美元

起，包括來往邁阿密 Opa Locka, Florida 

(OPF) 機場與卡諾安島的ACS中型噴射機

服務，最多可容納六至八名乘客。賓客可以

額外付費改乘其他的噴射機類型，或改從

倫敦和紐約市等其他地點出發。此禮遇由

2018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供應。

1,138元起

• 澳門金沙–港幣/澳門幣1,498元起

■入住可享： 
• 雙人酒店住宿（澳門威尼斯人豪華分層式

皇室套房、澳門巴黎人豪華客房、康萊德酒

店豪華客房、假日酒店高級客房或澳門金沙

豪華套房）

•于指定餐廳享用雙人早餐或午餐

• 金光飛航單程船票或下列任一休閒娛樂項

目門票兩張：巴黎鐵塔/貢朵拉之旅/ Planet 

J冒險王國/歷險Q立方或Q立方王國兒童

地帶/水世界

• 免費獲贈包括100多項特別禮遇的《貴賓

尊享優惠》手冊

■ 連續入住兩晚可額外獲得下列其中一項

禮遇：

1)《夢幻巴黎》門票兩張–結合幻象、舞蹈、

雜技與喜劇，為觀眾帶來真正巴黎式風格的

表演（表演秀于2018年3月16日至6月17日期

間上演）

2)雙人精品下午茶–在碧濤意國漁鄉或巴黎

人法式餐廳享用經典意大利或法式下午茶套

餐，或在假日酒店大堂酒廊或康萊德酒店大

堂酒廊品嘗精緻美味的下午茶套餐

3)中國秀《西遊記》門票兩張–表演秀將用

全新的方式詮釋《西遊記》這個經典神話故

事，以吸引更多新時代的觀眾。劇中的舞蹈、

雜技、劇本、武術、魔術以及其他經典的中國

元素必定震撼全場

Room Promotion
澳門金沙度假區
「澳門春魅套票」住宿優惠 

澳門金沙度假區及澳門金沙旗下五間頂級

酒店推出全新「澳門春魅套票」住宿優惠，為

計劃在澳門享受美妙春日假期的賓客帶來一

系列豐富的優惠活動。賓客即日起至7月11日
期間預訂酒店，並于2018年7月13日或之前入

住即可享受每間房價港幣 / 澳門幣1,138元*起
的優惠。連續入住三晚可享受免費客房升級

禮遇。 
■「澳門春魅套票」優惠

•澳門威尼斯人–港幣/澳門幣1,798元起 
•澳門巴黎人–港幣/澳門幣1,378元起

• 澳門金沙城中心康萊德酒店–港幣 / 澳門

幣1,698元起

• 澳門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港幣/澳門幣

Presidential Suite

富豪九龍酒店全新推出「總統套房系

列」，包括型格雞尾酒會及尊貴行政餐飲

等。總統套房位于酒店最高兩層，設計時尚

優雅、別具一格，而且空間感十足，更可飽

覽維多利亞港的壯麗景色。

■型格雞尾酒會

優惠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此套餐最多可

供30位客人享用，16位或以上須額外收取

附加費。費用：港幣10,000元 (星期一至四)、

港幣12,000元 (星期五至日)。

精選優惠：

•使用總統套房四小時 (由下午六時至晚

上十時)

•雞尾酒會美食，包括度身訂造附有公司

商標之紙杯蛋糕

•兩小時無限量供應汽水、冰凍果汁、本

地啤酒及富豪餐酒

•于客房內享用無線上網服務 (適用于

四部電子產品)

附加項目：

•自攜餐酒及烈酒須收取每瓶港幣250元

之開瓶費

•以上套餐價目適用于最多15位，額外人

數須收取每位港幣560元 (另加一服務費)

■尊貴行政餐飲

優惠期至2018年12月31日，套餐適用于

最少4位及最多12位。午餐：西式每位港幣

888元 (四道菜)，中式每位港幣888元 (六道

菜)。晚餐：西式每位港幣1,288元 (六道菜)，

中式每位港幣1,288元 (八道菜)。

精選優惠：

•使用總統套房三小時 (由中午十二時至

下午三時)

• 兩小時無限量供應咖啡及茶、有氣礦泉

卡諾安島文華東方酒店呈獻遊艇、私人飛機奢華禮遇

富豪九龍酒店推出「總統套房系列」套餐 

水及冰凍果汁

• 于客房內享用無線上網服務 (適用于

十二部電子產品)

• 提供標準會議設備

• 提供書寫文具、活動書寫紙板連筆

附加項目：

•自攜餐酒及烈酒須收取每瓶港幣250元

之開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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