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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全球商務旅行協會（GBTA）日前與

Worldware聯合發佈的最新研究顯示，多數

商旅買家（62%）表示，會議和活動的風險

管理正日益受其機構所重視。然而，企業僅

「時然時不然」地會在籌劃會議時進行正

式風險評估，顯見其努力現仍不足。這現象

值得中國市場關注。

GBTA執行董事兼首席運營官Michael 
W. McCormick表示，「各個組織機構在會

議風險管理領域確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不過，目前的努力仍舊不足。」「好的風險

管理，很可能就是打造成功活動和造成巨

大災難之間的差異性因素。雖然有越來越

多機構開始評估會議地點風險的現象令人

鼓舞，但研究表明，很多企業仍需努力。」

「要做到成功的會議和活動風險管理，

組織機構須將風險管理職責明確分配

給個人或團隊，且職責須具備全面性，」

WorldWare戰略伙伴關係高級副總裁

Theresa Thomas說道。換言之，負責風

險管理的人員必須擁有評估與城市及鄰近

地區、場館本身及地面交通（包括公共交通

和私人交通）相關風險的權利。 

這項研究調查了企業如何處理會議參會

者及會議、活動和獎勵旅遊（MICE）旅行

者的安全問題。在籌劃會議時，有1/4的組

織機構從未或很少對特定場所進行正式

風險評估。同樣，24%的受訪者表示，他

們的組織機構從不或很少評估會議地點

（如特定城市或街坊）的風險。

雖然大多數旅行項目都有風險管理方

案，但只有不到一半（49%）的項目包含

MICE資料。缺少的行程資料可能會使企

業難以追蹤旅行者位置，進而確保他們的

安全。有1/3的旅遊買家表示，跟進會議旅

行者的行蹤，要比追蹤短暫出行（如銷售

旅行）者的位置要困難得多。

由于旅遊管理公司、會議平臺和會議管

理公司等預定渠道多種多樣，企業商旅項

目要從多個來源收集MICE資料，也是一種

挑戰。因為，這會限制其可視性，造成企業

難以執行關鍵安全相關責任，如行前批准

或旅行者追蹤等。

在緊急情況下，會議主辦方很有可能會

需要能夠與參會者溝通的方法。絕大多數

（80%）的受訪者說，他們有時有會議危

機溝通計劃，但只有36%的人說，計劃總

是到位。

這些弱點應當不會持續很久，因為大多

數旅遊買家都同意，會議和活動風險管理

日益重要。儘管一些旅遊買家目前尚未有包

含MICE資料的風險解決方案，但也有可觀

的份額（28%）計劃明年開始採用。

該研究在2018年11月8日至2018年11月29

日之間，對126名美國和加拿大的旅遊買家

進行了線上調查。差旅經理、差旅買家及採

購專業人士具備受訪資格。

旅遊搜尋引擎skyscanner.com.hk日前宣

佈與全球航空公司聯盟星空聯盟合作，讓

旅客可直接在星空聯盟的網站搜索旗下共 
28 間成員航空公司的航班及票價，並進行

預訂。

此項功能運用了Skyscanner的全球航

班搜尋技術，能直接連接至聯盟成員營

運商的網站進行交易。Skyscanner 策
略合作高級總監Hugh Aitken表示：

「Skyscanner所做的每件事均以旅客為中

心。我們銳意以專利技術及功能，簡化旅遊

搜索程式。我們與星空聯盟合作推出的此

項全新功能，引證了我們致力通過協作來

為顧客的旅遊規劃和體驗過程帶來更大效

益。」

星空聯盟數碼服務總監Jeremy Drury
說道：「為回應顧客給予的寶貴意見，我們

與Skyscanner合作推出此項聯盟營運商票

價的搜尋功能，讓我們成員的飛行常客可

更輕易地向聯盟成員航空公司進行預訂，

並同時享用星空聯盟的福利。所有可以在

我們成員網站上預訂的項目，現都已經適

用于我們的網站。未來，我們期待有更多機

會繼續與Skyscanner合作。」

Skyscanner宣布
支援星空聯盟多營運商行程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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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悅全球營運大中
華區總裁何國祥先生
（左）、首旅如家酒店
集團總經理兼如家酒
店集團董事長暨首席
執行官孫堅先生（右）

邁阿密國際機場攜手SITA
部署生物識別離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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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悅攜手如家共創全新酒店品牌
聚焦中高端商旅市場

[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Airport

凱悅酒店集團與北京首旅酒店（集團）

日前正式宣佈，凱悅旗下關聯公司將攜手

如家酒店連鎖（中國）有限公司（北京首旅

酒店集團下屬全資公司）共同打造合資酒

店管理公司，並創建全新酒店品牌。即將

面世的新品牌將面向中高端市場，期為蓬

勃增長的中國年輕商旅出行人士提供優質

旅行服務。

全新的合資公司將借重雙方所長，充分

利用首旅如家酒店集團作為國內最大連鎖

酒店品牌之一的規模和實力，同時融合凱

悅為賓客提供優質入住體驗的雄厚經驗，

共同開拓中國不斷增長的旅遊市場。

通過新創立的合資公司，凱悅和首旅如

家將共同打造一個面向中高端市場的全新

酒店品牌。調查顯示，國內中高端市場正在

蓬勃發展，但與之相應的服務尚且不足。為

更好地滿足中國賓客的需求，這一全新酒

店品牌將根植于中國，並滿足中國年輕一

代遊客不斷變化的需求，使其獲得無縫、舒

適和便捷的旅行體驗的期望。

首旅如家酒店集團總經理兼如家酒店

集團董事長暨首席執行官孫堅先生表示，

「本次合作將是我們在中國中高端酒店市

場重要進程，結合凱悅在高端酒店方面的

優勢、服務品質與如家在中國市場的龐大

網路及快速開拓能力，由雙方形成合力在成

長中的中國旅遊市場繼續開拓，將為中國

消費者乃至整個酒店行業帶來機遇。」

凱悅全球營運大中華區總裁何國祥先

生表示，「凱悅進入大中華市場已有50年

歷史，目前在大中華地區已有70家已開業

酒店，並有其他100余家酒店正在籌建中。

此次與首旅如家的合作，也將幫助凱悅

進一步加深對中國市場的洞察和理解，

擴大其品牌影響力，並獲得更多賓客的青

睞。」

加強高端市場的佈局

何國祥先生進一步說道，「凱悅旗下的

所有品牌在各自細分市場均為高端定位，為

各自的消費客群提供高品質服務；即將推

出的新品牌也不例外。目前中高端酒店市

場仍有巨大發展空間，特別是商務部分，我

們希望通過加強在這一市場的佈局，進一

步踐行我們對中國市場的承諾。」

預計2020新品牌項目問世

「目前合資新品牌獨立公司已運作近8個

月，未來首先將以一線城市北京和上海為

主，項目涵蓋新建以及原有酒店項目改造，

期待能為更多中國客人帶來個性化的酒店

服務，預計最快2020年能向業界呈現全新

酒店品牌項目。」

融入年輕商旅新元素

孫堅先生也在發佈會上表示，「新品牌定

位介于和頤至尊和凱悅集團旗下品牌凱悅

嘉軒之間。中國酒店市場變化太快，必須緊

隨市場動向轉變，基本上在這之間的中高

端市場還有很多細分的空間，未來新品牌

以現有的中高端酒店品牌配套設施做減法

不斷完善，並融入趨勢新元素，包括年輕化

主題、空間打造、社交活動、黑科技等年輕

商旅人士所喜好的軟硬體服務。同時，必須

兼具考慮市場回報價值，以吸引更多國內開

發商業主。」

孫堅先生進一步表示，「此次成立的合

資公司由雙方共同注資，共同發展全新品

牌，形成最具戰略意義的合作伙伴模式，以

投身于競爭激烈而複雜的酒店市場。我們

的最終目的是開創一個擁有國際支持的本

土酒店品牌，這不僅是此次合作的獨特之

處，也將是我們最重要的競爭優勢。我們相

信，無論對首旅如家還是凱悅，以及中國消

費者，都將通過此次合作達成共贏。」

另據透露，未來新品牌在忠誠會員計劃

方面，消費者可以在雙方現有集團旗下預

定管道進行預訂，並在首次入住時可以選

擇加入其中之一會員進行積累。作為中外

酒店集團又一合作案例，對于未來是否有

機會佈局海外市場？雙方都表示先在國內

市場紮根試水，一旦市場取得良好成績，首

旅如家也將借凱悅酒店集團在全球市場平

臺考慮將新品牌往外發展。

國際航空電訊集團（SITA）近日宣佈，

邁阿密國際機場正式部署SITA生物識別

離境技術。從邁阿密國際機場搭乘德國

漢莎航空461次航班飛往慕尼克的旅客可

快速「刷臉」登機，無需出示登機牌或護

照。

邁阿密戴德市長Carlos A. Gimenez
表示，「邁阿密國際機場一直以來都在探

索簡化和提升旅客出行體驗的創新方案。

我希望生物識別離境技術能在整個邁阿密

國際機場得以充分利用，提高旅客服務水

平。」

識別驗證流程耗時不到2秒
邁阿密國際機場、漢莎航空、美國海關和

邊境保護局（CBP）以及全球航空運輸業領

先的IT服務提供者SITA展開精誠合作，在

漢莎航空登機口通過攝像頭掃描確認旅客

身份和授權旅行。CBP表示，面部識別驗證

流程耗時不到2秒鐘，匹配率高達99％。預

計今年，邁阿密國際機場也將與其他航空

公司合作部署生物識別登機技術。

改變所有旅客的出行方式

「每天入境的國際遊客高達近百萬人

次，CBP在歡迎遊客到訪美國的同時，利

用各種技術確保全球旅遊業的安全與增

長」，CBP邁阿密港口總監Christopher 
Maston指出，「我們與邁阿密戴德、漢莎

航空和SITA密切協作，切實提升了旅客在

邁阿密國際機場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有助

于推進生物識別出入境系統項目的開展，

並改變所有旅客的出行方式。」

漢莎航空集團產品管理地勤和數字服

務部高級總監Bjoern Becker博士表示，

「漢莎航空是數字化和創新領域的行業先

驅和潮流領袖，我們為此十分自豪。生物

識別登機技術是該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它打造了一種高效、輕鬆的旅行方式，可加

快登機流程、改善安全性。我們很高興能

成為在邁阿密國際機場率先引進這項先進

技術的航司。」

2018年2月，邁阿密國際機場在中央大廳

E區部署了美國首個生物識別入境設施，

通過面部識別對所有國際抵達旅客進行檢

查，生物識別離境技術則緊隨其后。使用

生物識別入境設施的航空公司旅客處理時

長降低了80％，該設施還從全球80項提名

中脫穎而出，斬獲2018年國際機場評審獎

旅客體驗和無縫旅行大獎。

邁阿密國際機場總監兼首席執行官

Lester Sola表示，「與CBP和SITA攜手

合作，為邁阿密國際機場的漢莎航空旅客

提供這項尖端技術，我們倍感自豪。生物

識別技術是我們為實現機場基礎設施現

代化並打造無縫旅行而採取的重要方案之

一。」

SITA和邁阿密國際機場已合作研發了多

項創新旅行體驗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機場

移動App：Mobile Passport Control和MIA 

Airport Official。

SITA美洲區總裁Diana Einterz表示，

「我們通過創新合作改善了旅客體驗，這

是我們在邁阿密國際機場取得的另一項

巨大成功。我們與美國CBP、各大航空公

司和機場緊密合作，旨在設計一個可滿足

各方需求的無縫生物識別離境解決方案。

SITA Smart Path™ 是一種基于行業標準

的通用登機口，可支援邁阿密國際機場的

其他航司使用。」

（
提
供‧

S
I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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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須重視差旅和稅務費用成本管理
Cost Management

[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瑞士食物博物館探索吸引中國客人的元素

Venue

[ 鐘韻—採訪報道．攝影 ]

底特律車展轉于夏季舉行 帶動夏季總體旅遊市場

Detroit

在全球化和數字化成為經濟發展關鍵字

的當下，中國跨國企業需要更加敏捷地對

跨國業務相關法規和政策有所理解，推動

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而提升企業運營效率

和員工效率，降低總體成本，這已成為中國

企業在全球舞臺上贏得競爭的重要要素。

「從成本管控的角度看，作為企業最首要

的可控成本之一，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的

員工薪酬和稅務管理亟待得到更好的優化

和調整。」SAP Concur大中華區總經理

林星華先生表示，展望2019年，企業需要把

握全球稅務政策尤為關鍵，從而緊密把握

未來發展趨勢。

他進一步解釋，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市場

趨勢，每個國家對入境長期工作的外籍人

員採取不同的工作簽證和跨境稅收規則，

這就給開展跨國業務的中國企業帶來了更

多挑戰。因為跨國家的長期工作簽證和跨

境稅收的政策不同，如果公司無視這個問

題，可能會對員工個人和公司造成巨大稅務

負擔。最糟糕的情況是，公司還可能因違反

簽證規定而面臨巨額罰款，造成金錢和信

譽的雙重損失。另一方面，企業如果掌握員

工海外差旅的跨境增值稅退稅的能力，也

將獲得可觀的退稅收益。

2019年，中國企業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需要更智慧地應對跨境工資稅、增值稅退

稅等複雜性問題。

SAP Concur在自有的差旅生態系統中集

成了全球領先的增值稅退稅企業VAT IT，

可以提供專業的退稅可行性分析，編制退

稅申索資料並將其提交給相關的稅務機

關。同時，借助全球25年的經驗和成熟穩定

的雲架構系統，SAP Concur可支援多語言，

並熟知多國稅務政策要求，全面滿足中國

企業進行全球差旅和費用管控的需求。

加強財務和IT部門的緊密合作

與此同時，他也建議，在數字化轉型的驅

動下，會推動企業內部加強財務和IT部門的

緊密合作，以進一步提高效率、節約成本並

支援業務發展。

SAP Concur曾與Forrester咨詢公司共同

調研，報告顯示超過70%的財務管理人員

正在或計劃將雲計算等IT技術應用到差旅

費用管理系統，這也是其推動財務數字化

轉型的重要步驟之一。

舉例來說，在新的一年IT部門希望公司

增加IT預算，提供更多投資以支援包括

雲部署、人工智慧、機器學習在內的自動化

技術專案，這就離不開財務部門在預算決

策上的平衡和協助；同樣，隨着企業對于

保護資料隱私的重視性逐步攀升，IT部門

將更緊密地與財務部門合作，提供可靠有

力的技術支援，為財務的各項資料安全和

資料隱私保駕護航。

他總結指出，企業不僅要實現自身業務

升級去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還要周全地

在差旅和費用管理方面多維度、多視角的

全面佈局。具有現代思維的企業管理者，不

僅要關注更具便捷性和洞察力的差旅生態

系統和基于大資料的機器學習技術，還要

全面熟知國際市場中的資料安全法規和跨

境稅費政策，以及細緻地考慮員工滿意度

和履行員工關懷責任，這樣才能真正將高

效的差旅和費用管理落到實處置。

↑SAP Concur大中華區總經理林星華先生

30年前面世的食物博物館利用展覽和活

動從個人和世界角度探討食物的各種面向，

同時也為以瑞士為目的地的MICE市場提

供有意思的場地和活動選擇。目前正逐步

拓展中國市場。

日內瓦湖上有一個著名的照相景點：插

在湖裡的一支八米高叉子雕塑，雕塑后

面，就是其所屬的「Alimentarium食物博

物館」。這也是全球唯一一家專注于餐飲

和營養的博物館。食物博物館除了展覽之

外，也提供針對FIT、家庭、學校和小團的

體驗活動，以及能為MICE客戶量身定制

的活動和場地。

A l i m e n t a r i u m
營 銷 及 傳 訊 總 監

Laurène Weguener
介紹，食物博物館展

覽的第一部分以食物

為主題，利用展品（比

如古埃及消化未完的

蛋糕）和互動科技表現出食品從誕生到下

肚的旅程，及其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第

二部分聚焦社會，以觀、聽、嘗和實驗的方

式，從文化角度分析食物在世界不同角落

的社交功能及其與宗教的關係。第三部分

的主題是身體，以幽默的風格呈現食物消

化的過程及其對腦、五感和身體造成的影

響、不同的人體須運動多久才能燃燒掉食

物的熱量等科學知識。緊接着是成人、兒

童都能玩得很開心的增強現實遊戲室；從

玩樂中，客人總會學到新知。

此外，博物館也有專烹調應季菜品的餐

廳及種植蔬果、香草的花園，以及可為大

團或企業活動量身定制的廚藝課程和烘培

坊，讓客人真正透過學習、玩樂和動手，全

方位瞭解博物館的內容。除了包括中文在內

的多語言導覽，博物館今年起也會推出中文

語音導覽。

針對MICE客戶，她舉例，食物博物館可

舉行150到200人的主題性企業晚宴和精緻

雞尾酒會；參會者可和現場烹調的大廚互

動並用餐。為保證品質，人數較多到活動可

分成數個小組，輪流參加15到18人到工作

坊、參加會議和參觀博物館。博物館現場有

會議室、活動空間、許多營養專家及專注于

歷史、文化和科學的策展人。出于博物館自

身的特質，除了家庭遊客之外，近年它對想

研究特定主題的專家和科學家的針對性吸

引力也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對于想接觸一些新鮮話題的

企業活動來說，博物館將食物與情感做連

結的特殊舉措也使其成為很好的場地選

擇。Laurène Weguener說道，中國儘管已是

食物博物館的亞洲最大客源市場，但遊客

人數其實仍不多；博物館正在探索將更多

吸引中國客人的元素，並會逐步拓展中國

市場。她笑道，目前已有很多中國客人會去

日內瓦湖的「大叉子」拍照，所以第一步是

讓客人知道食物博物館就在叉子后邊，且

是有意思的企業活動和團建場地。

第三十屆北美國際車展日前在美國底特

律拉開帷幕。今年為該展最后一次在冬天

舉行。明年起的六月新展期將為包括中國

展商在內的參會者帶來更多便利，同時也

為底特律市旅遊發展創造新機遇。

固定于每年一月舉行的北美國際車展

（或稱底特律車展）日前在底特律拉開帷

幕，但為重振昔日光輝，該展會2020年起將

轉于夏季舉行。據瞭解，底特律車展曾經是

大小車企不可錯過的重要展會，但隨着高

端品牌紛改在洛杉磯或者同期舉行的拉斯

維加斯消費電子展進行展示，該展會近年

不斷縮水。很多人將此歸咎于底特律冬季

的冰雪和嚴寒。

展會明年挪到夏季舉辦，除了展商布展

成本和時間將因避開年底數個假期而降

低，展場還可擴至戶外，並提供試駕。這些

都為包括中國車企在內的展商提供了友好

度大幅提升的參展環境。此外，據悉，參會

者更是紛紛對于在溫暖、清朗的時節中在

參展之余探索底特律的旅遊資源和美食美

酒表示興致盎然。底特律本身近幾年正經

歷一場城市復興；這將很好地由MICE帶動

底特律夏季總體旅遊市場，為底特律旅遊

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對于這場重要展會的新變化，底特律

會議及旅遊局執行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Michael O’Callaghan指出，中國市場也將

受到影響。一方面，目前中國的汽車銷量達

到每年2,800萬輛，世界主要車企都已進入

中國市場；通用、別克和福特汽車也都非常

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對于底特律的汽車公

司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底特律車展對于中

國的汽車廠商也意義重大；特別是計劃近

期內進入美國市場的廣汽集團，在該展中

也佔有極大的展位面積。

從這些角度來看，展期調整，將有利于

底特律的中國MICE市場發展。Michael 

O’Callaghan說道，底特律會議及旅遊局一

直以來都和密西根旅遊局及密西根州政府

一同在中國開展營銷活動及參與其貿易代

表團；未來將進一步向中國遊客宣傳密西

根州和底特律旅遊資源。

[ 鐘韻—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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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會議目的地，
    深挖目的地特色

 如何成功打造會議目的地並且形塑出獨有的特色？答案是必須從中

國各地城市去深挖與瞭解，每一個地方的作法和關注點不同，要找到適

合目的地的優勢，才能真正打造出會議目的地的特色。

任
何一個目的地擁有了完善的基礎會

議服務，就會讓會議主辦方願意勇

敢的將活動選擇在該目的地舉行。但要凸

顯目的地的特色，是要經過挖掘，不是經

過打造；只要目的地挖掘內在文化，吸引外

地人感受到政府與城市的熱情，並體會到

當地文化，就能成功。

要打破等級觀念

欣欣翼翔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公司創

始人劉平認為，目前中國各城市舉辦會議

差別不大，不缺技術、燈光效果，但是缺的

是特色。要有特色，首先要打破等級觀念，

如此才會改變發言者的順序，也會調整儀

式內容，與其一個局長發言推介目的地，

不如找當地作者介紹目的地，讓人熱愛城

市。經濟、文化，甚至候鳥聚集地，都是可

以成為推動一個地方會議的引擎。

參會者更關注的是內容

長沙市會議產業協會會長黃芳強調，舉

辦會議重點不在于請了多少大的領導，沒

有開場音樂、沒有主持人、燈光效果很簡單

都沒有關係，只要內容豐富，會議更有意

義。與其討論怎麼做，不如找目的地直接

分享最近做了什麼。所有參會者更關注的

是內容，有收益就會再來參加。

要找到一個感動點

杭州遠成會議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陳

文耀指出，要打造一個會議目的地，必須

要有一個感動點，不管是國際會議周、一

首歌、一本書、一場音樂會，還是一個新穎

的推廣策略，只要目的地挖掘內在文化，

吸引外地人感受到政府與城市的熱情，並

體會到當地文化，就能成功。

杭州市會展協會秘書長舒濤補充道，會

議目的地的打造，是一個綜合過程，也離

不開四個層面，也就是政策、服務、設施、

產品。而過程當中，政府、企業、會議主辦

方都會有不同的定位和角色，但有時三方

的需求是一致的，如高標準、高質量的服

務，這是整個行業共同面對的問題；任何

一個目的地擁有了完善的基礎會議服務，

就會讓會議主辦方願意勇敢的將活動選擇

在該目的地舉行。

特色要經過挖掘，不是打造

目的地的特色如何凸顯？答案是要經過

挖掘，不是經過打造。以杭州為例，杭州會

議口號，不像其他城市以宏觀角度定位，而

是聚焦在「杭州會不同」，爭取想要追求獨

特體驗的主辦方。目的地需要以客戶群、市

場群為主要需求方，來制定當地應該打造

什麼樣的形象牌和介面。

這樣的營銷價值對會議組辦方是一個虛

擬的價值，像是杭州舉辦過G20，會議有背

書，在當地舉行活動會一樣的高大上。杭

州建立會議大使、成立競標中心都是具體

的作法。

欣欣翼翔國際會議與獎勵旅遊公司

創始人劉平

杭州遠成會議服務有限公司

總經理陳文耀

長沙市會議產業協會

會長黃芳

CCBA中國會議會展聯盟

會長李建明

建立標準行業才能向前發展

CCBA中國會議會展聯盟會長李建明表

示，要打造會議目的地，要思考幾個問題，

政府會議如何制定標準？國際會議如何制

定接待標準？半政府的行業協會會議如何

制定標準？科協與分會標準又如何？學術

會議的標準為何？MICE行業世界五百強企

業的會議，以及國內企業的會議，這些如何

制定標準？而體育賽事、節慶、服務行業的

培訓市場，以及服務商如何制定標準？各

省特色不同，因此標準因地而異。會展相關

的政府單位要知道當地的旅遊資源和地方

特色，才能打造會議目的地的特色。

整體來說，會議細節決定成敗，會議目

的地的接待標準細化的事項太多，標準建

立出來才能真正讓行業向前發展。中國現

在很多城市都在大力推廣會展，投入大量

資金，但是在標準上仍很空泛，因為很多

接待行業人員都是從旅行社轉型而來，連

PCO的收費標準到底怎麼制定都不清楚。

MICE產業都是以服務為收費關鍵，行業協

會被推向市場要生存也很難，沒有政府支

持更難。因此，未來整個行業都需要接受

培訓，如果能領證更好。

杭州市會展協會

秘書長舒濤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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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世博城建成后，預計每年

實現行業收入30億元，拉動青島

新增GDP 200億元。

200億元

SPECIAL REPORT

昆明市博覽事務局務局務 局長李華生表示，當

前，發展會展業綜合優勢和機遇凸顯。昆明

非常重視會展業的發展，並將圍繞「一「一「 個中

心，兩個高地」來打造會展產業，即圍繞昆

明市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這個中心，

打造國際會展之都和會議目的地城市。

他指出，昆明會展業發展的優勢日益凸

顯：

▼  政策優勢方面，一係列關于扶持企業發

展、政策資金支持等條例的出臺，為昆明

發展會展業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  氣候優勢方面，適合一年四季舉辦會議

和展覽，顯現出會展「淡季不淡」的特

點，也展現出春城花都的特色；

▼  文化文化文 優勢方面，歷史文化文化文 、民族文化文化文 、都市

時尚文化文化文 、邊疆異域文化文化文 在此交匯交融，

為會展業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文化文 底蘊；

▼  區位優勢方面，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建

設的深入實施，昆明從開放末端轉變為

開放前沿與輻射中心，面對南亞與東南亞

龐大的市場；

▼  交通優勢方面，昆明航空、鐵路、公路交

叉的現代化綜合交通體係建設發展迅

速，交通立體網絡正在逐漸形成。

到2020年末，全市展覽面積增長到500

萬平方米，力爭實現昆明市會展業的產值從

「十「十「 二五」末的18億元增長至41億元，年均

增長率達到18%；會展業對全市相關產業的

拉動效益從「十二五」末的160億元增長至

400億元。昆明市博覽事務局將落實「三個

推進，四個實現」，即推進世博聯盟大會、

綠色產業大會、永不落幕的南博會會展項

目的策劃和打造，全面實現「會「會「 展 旅遊」、

「會「會「 展 大健康」、「會「會「 展 綠色生態」、「會「會「

展 國家植物博物館」的昆明會展模式4種

形態。

全市還將整合會展場館資源，建立現代

會展產業資產管理運營體係，培育一批具

有國際影響力的綜合性和專業性品牌展

會，形成以區域性會展為基礎、國家級和國

際性會展為龍頭的會展業發展格局。

隨着2013年11月昆明市博覽事務局成立、

《昆明市會展業促進條例》率先實現會展行

業立法、會展行業統計監測體係建設走在全

國前列，同時，會展會議管理條例也有扶助

政策支持產業的發展，翻開全新的一頁。

＞昆明市博覽事務局務局務 局長李華生

昆明會展業營業收入

昆明
圍繞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圍繞建設區域性國際中心城市

商業、設施、休閒體驗須達到完美平衡
會議離不開休閒，隨著會議商務旅行在亞

太地區的興起，「商務休閒」這一概念也受到

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促使亞太地區的會議

城市更加努力將休閒娛樂的機會與繁忙的商

務旅務旅務 行結合起來。根據經濟學人智人智人 庫所發布的

《2019年商務休閒風向標：工作娛樂兩相宜

的亞洲頂級城市》報告顯示，在亞洲的頂級會

議商務休閒城市中，蓬勃的商業活動、高品質

的基礎設施和一流的休閒體驗達到了完美的

平衡；與此同時，一些較為不起眼的城市也表

現突出。

亞洲會議商務休閒環境最好的城市並不一

定是最宜居的城市，這是本調查的一個重要發

現。雖然本項調查的具體調查問題受到了「全

球宜居城市指數」（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的啟發，但一些調查發現卻大相徑庭。例如，新

西蘭的奧克蘭和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作為比較

富裕的城市，在宜居城市排名中遙遙領先，但

在商務休閒城市排名中表現卻不盡人意。與此

同時，北京和上海雖然一直被認為居住舒適度

沒那麼高，但它們在商務休閒方面卻表現出了

強勁的增長勢頭，雙雙入選四星城市。

本調查還對商務休閒體驗的具體事項進行

了評估，例如理想的商務旅行有哪些要素？商

旅人士會尋求哪些休閒體驗？在商務旅行的要

素方面，交通便捷程度排在了第一位，街道/城
區的安全程度和秩序以及商務設施的品質緊隨

其后。在休閒活動方面，外出就餐以壓倒性優

勢佔據首位，參觀當地歷史遺產和參觀美術館/
畫廊分別位列第二和第三。

報告編輯表示，「亞太地區城市應該注意：

為商旅人士提供休閒娛樂體驗，是從已經十

分飽和的商業旅遊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關鍵。

在我們的‘商務休閒風向標’中排名靠前的一

些城市，在這個這個這 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亞洲其他城市可以從這些城市中吸取經驗，

努力將商務旅行和休閒娛樂更加緊密結合，

為商旅人士提供更加便捷而豐富的旅遊體

驗。」

該調查亦顯示，會議商務之余的休閒娛樂

是擴及到文化特色的展現，目的地城市應深

入思考。

廈門會展協會會長鄭智介紹到，建設會

議目的地，要重視協會，也要讓協會發揮作

用，因為協會是最接地氣的，並與產業密切

結合，更能提供政府單位在制定標準上專

業與符合城市的意見。

廈門是最早提出會議扶持政策的城市，

當地產業基礎弱，不適合做展覽，腹地與市

場較小，但舉辦會議具有獨特的優勢，包括

城市繁榮、環境優美、交通發達、高開放度

等。另一方面，建設會議目的地必須發揮三

個積極性：要發揮政府的積極性、要發揮

企業的積極性，要發揮行業

協會的積極性，讓行業協會

作為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交

流橋樑，代表企業提出一些

建議，推動舉辦一些活動，

在政府支持下，組織企業參

與活動。

廈門另通過「國際會展

長沙市會展工作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羅慶

龍說明到，長沙在沙在沙 會議上的名氣仍與其他城

市，像是海口、三亞等有一有一有 定的差距，不過，

長沙這些年也在致力于打造會議目的地城

市，積極參與行業展覽與會議，推廣當地優

勢。近期長沙推出了大型會展中心，待二期

工程完成后，其總面積將達到26萬平方米，

同時，也在動工建立一個全新10多萬平方米

周」打造廈門作為會議目的地，並且借此

學習境內外最佳實踐方法與先進經驗，以

規劃目的地的建設。「2「2「 018年廈門國際會

展周」主要由廈門國際會展周高峰論壇暨

海峽會展合作論壇、金磚暨一帶一路中外

會展合作論壇、亞洲高校會展教育合作論

壇暨第十屆中國會展教育年會、廈門國際

會展周項目對接洽談會、國際獎勵旅遊精

英協會（SITE）中國高峰會等五大板塊組

成，而且參會嘉賓國別、地區超過30個，有

近兩百家企業、協會，300位專業買家，超過

1,600名中外嘉賓參會。

此外，廈門已建立了會議

型酒店成立的評價條件，這

對打造會議目的地城市很有

好處。未來希望城市對于會

議服務標準作更多細緻的調

研，推出來的規則能切合實

際需求，並沒有執行困難。

的大型會議中心。而北辰集團也在長沙打

造一個10億元的會議中心。

另外，長沙在會議扶持上的力度也是比

較大的。當地成立了會議協會，整合會議資

源，提升服務水平，強化行業標準，進一步

達到政府與協會連動的目標。長沙的酒店

也積極和會議協會互動，並致力于會議服

務的提升與標準化。

＞長沙市會展工作管理辦公室副主任羅慶龍

長沙
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

廈門
不適展覽，舉辦會議獨具優勢不適展覽，舉辦會議獨具優勢

＞廈門會展協會會長鄭智

新增GDP 200億元。新增GDP 200億元。新增GDP 200億元。

2015

2016

2017

(單位：億元)

21.88

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

2017

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成立會議協會 加大扶持力度

26.1

18.48

青島西海岸新區獲批4年多來，通過打造

「啤酒之城、音樂之島、影視之都、會展之

心」四張城市名片，不斷提升城市軟實力和

綜合競爭力。

青島西海岸新區會展辦副主任丁善寶認

為會議目的地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是要

跟城市發展主題相結合，青島西海岸新區

重點發展海洋經濟、軍民融合；二是硬實力

和軟環境的打造，要確保當地有設施才能

擁有接待承載能力，同時，要有行業的規

劃，才能引導會議行業的健康發展。

他指出，今明兩年將有超過40個全國大

型展會，以及各類展覽、會議、論壇、城市

節慶活動在西海岸新區舉行。聚力節慶展

會，可以形成城市品牌宣傳打造的爆發力。

近年來，東亞海洋合作平臺黃島論壇、青島

國際啤酒節、金鳳凰獎頒獎典禮、國際海

洋技術與工程設備展等一系列國際性節慶

展會的成功舉辦，成為西海岸新區招商引

資和對外宣傳的視窗，極大地提升了新區的

軟實力。

青島世博城建成后爭取每年舉辦展覽50

場以上，總展覽面積 100萬平方米以上，參

展人數超過300萬人次。提供長期直接就業

崗位1萬個，間接增加就業崗位5萬個。預計

每年實現行業收入30億元，拉動青島新增

GDP 200億億元。

＞青島西海岸新區會展辦副主任丁善寶

青島與城市發展主題相結合

業

會

交

些

參

展

政府的
積極性

企業的
積極性

行業協會
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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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 BTMice_19Mar Gatefold.indd   2 5/3/2019   上午11:56



SPECIAL REPORT

獎勵旅遊目的地決策有5大基本考量
[ 鐘韻—採訪報道 ]
從獎勵旅遊團的組織者來看，目的地與活動

成功與否同樣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相關調查

顯示，獎勵旅遊決策者對于目的地的選擇有五

大基本考量：交通時間、行動便利性、服務品

質、性價比、安全性；滿足這五大考量后，目的

地特色便成為決勝關鍵。

C&IT Calum Di Lieto介紹，據相關調查報

告顯示，影響獎勵旅遊決策者目的地選擇的第

五大因素是交通時間。如果深挖，可以瞭解到

這其實和旅遊者對目的地體驗對預期有關。比

如，如果去塞倫蓋蒂看動物大遷徙，客人多少

會知道從起始地到大象棲息地之間，八成沒有

數小時直達到航班。這種預期會和交通時間相

互抵消。但如果是去拉斯維加斯，客人就不會

想全球到處轉機才抵達最終目的地。雖然近年

有越來越多獎勵旅遊團朝山頂、深林等冷門處

探索，但最終讓參會者舒適、有效率地抵達目

的地，還是主辦者的重要任務。

第四大因素是目的地的行動便利性。有相關

調查總結，至2025年，身心障礙人口將占全球

人口40%。這不是說未來人人都會需要靠輪

椅來行動，而是說無論

從視力、聽力或肢體行

動能力等各種角度來

看，活動組織者和目的

地供應商都需要加以考

慮，如何讓所有參會者都能在目的地順利活

動。比如，假如酒店或活動會場連最基本的

輪椅坡道都沒有，目的地、組織者和供應商的

品牌都會得到很大的損害。

影響力排名第三的是服務品質。無論是酒

店、機場或商店，客人對目的地的第一印象會

很大程度地影響其後續體驗感受。要避免參

會者對對目的地苛刻評價，從酒店前臺、活動

會場到交通工具，服務水準從頭到尾保持一

致非常重要。

排名第二的是性價比。

至于影響獎勵旅遊目的地決策的第一大

因素，不令人令人令 意外地，就是安全。政治穩定和

目的地安全性對于獎勵旅遊團來說，至為關

鍵。雖說現實情況是全球沒有哪一個角落真

的絕對安全，也沒有哪個目的地可以永遠杜

絕危機，但目的地和活動組織者可以讓參會者

「感到」安全、感到自己被照顧得很好。以組

織者為例，一定要做好員工培訓，確保所有現

場員工都能和參會者保持良好地溝通、發生

意外時不會恐慌，這樣客戶才會覺得「一旦」

有事發生 可以保持鎮定

城市的評分基于一項針對全球1,500位商

旅人士的調查，調查要求他們就交通便捷程

度、消費品和服務的供應等一些影響商務旅

行體驗的因素進行評分，總分為五分。城市

的得分決定了城市的排名和星級評定，五星

級城市高于平均水平，一星級城市則低于平

均水平。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1 東京 2 新加坡

3 悉尼 3 香港

5 墨爾本 6 上海

7 北京 8 大阪

9 珀斯 10 首爾

五星級會議商務旅行城市

亞洲商務休閒頂級城市排名 Incentive Travel

來人人都會需要靠輪 有事發生，可以保持鎮定。

交通
時間

行動
便利性

服務
品質 性價比 安全性

亞洲最佳商務休閒目的地
–東京

東京：在亞洲地地區的26個城市中，東京

以其對遊客的巨巨大商務和休閒娛樂﹣即

「商務休閒(Bleeisure)e)e」吸引力佔據榜首。

新新加坡、悉尼尼、香港和墨爾本：根

據經濟學人智智庫 ( T h e E c o n o m i s t
Intelligence Unit/The EIU)最新研究中

的量化指標評評定，新加坡、悉尼、香港

和墨爾本同日本本首都東京一起入選「五

星級」商務休閒閒城市。

上海和北京：商商務休閒環境排名超過了

其在宜居城市指指數中的排名，這得益于

其不斷完善的商商務基礎設施。

澳大利亞：一些些較小的城市雖然宜居程

度得分很高，但但是由于提供給商旅人士

探索當地文化的的機會等較少，排名也並

不靠前。

五星城市 四星城市 三星城市二星城市 一星城市

東京 上海 大阪 台北 曼谷

新加坡 北京 珀斯 廣州 阿德萊德

悉尼 首爾 吉隆坡 深圳

香港 孟買 雅加達

墨爾本 惠靈頓 胡志明市

布里斯班 科倫坡

新德里 河內

奧克蘭 馬尼拉

昆明

東京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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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電話

電力

信用卡

電視

ATM

銀行卡

網絡

PayPal

YouTube

臉書

推特

遊戲Pokeman

MICE MARKETING

善用FOMO情緒 為活動創造無死角營銷
Social Strategy

近期歐美社交媒體特別流行的一個詞是

“FOMO”，意思是「錯失恐懼」，也就是

在步伐快速的社交媒體時代，人們生怕自

己一不留神就錯過了精彩事件，與社會脫

節。對于展會活動，製造FOMO實際上可

以成為有利的營銷工具。

縮寫為FOMO的「Fe a r of M i s s i n g 

Out」，指的是因擔心與社會脫節而感受到

患得患失的情緒，也稱為社群恐慌症。這

可以說是社交媒體的產物。對于活動營銷

者來說，如果成功「製造」FOMO，其實可

以為活動帶來很好的效益。

相關調查顯示，推廣活動及轉化註冊者、

現場與參會者緊密交流，是展會營銷的兩

大挑戰。據Soliman Productions總裁

及首席執行官Sarah Soliman Daudin與

展會機構合作的經驗反映，很多展會活動

的營銷推廣往往都太晚開始，展會期間只

求活動順利完成，展會結束后，主辦方又遲

于向參會者溝通來年計劃。將FOMO概念

融入展會營銷計劃，是克服這種挑戰很好

的方式。

會展活動如何製造FOMO？首先，需要

有內容。無論是醫藥、零售或汽車，任何產

業都有可以分享的故事。相對于「什麼」和

「怎麼」，人們更關注的是「為什麼」，因此

展會的責任是準確、有效的把故事傳播出

去。將視聽與數字媒體進行融合，是很有效

的傳播方法。

為什麼要注重視覺效果？相關研究顯

示，有65%的人是視覺型學習者。如果每週

向潛在參會者發送大段大段文字內容的電

子郵件，如何與對方產生共鳴？再者，人們

瞭解世界的方式有83%通過視覺、11%通過

聽覺，且大腦處理視頻信息的速度較文字

高出6萬倍，故以視頻方式將兩者良好結合，

可以很有效地將信息深植目標群眾的腦海

裡。要注意的是，視頻的視覺和聲效品質都

不可忽略，因為一旦人們需要費力去瞭解信

[ 鐘韻—採訪報道 ]

↑Soliman Productions總裁及首席執行官Sarah 
Soliman Daudin 

善用FOMO創造有利營銷

●視覺效果

●數字媒體

●傳播針對性

  主題

●製造期待感

建立內容 建立內容

策略

（
攝
影‧

鐘
韻
）

翻    與目標客戶的互動翻    翻    與目標客戶的互動與目標客戶的互動轉

 對任何一個品牌來說，現在要與眾不同，必須要在一切的雜亂聲

音之中，脫穎而出。要取得消費者的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

要聚焦于體驗型的消費，也要抓住會議組織者的目光，雙管齊下才能

盡可能掌握各種生意來源。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在當今快速向前邁進的時代，明天其實

都可以算成是昨天了。現在所有人存在于一

個奇怪的組合之中，不但有石器時代的情

緒、中古世紀的信仰，還有神一般的科技。

簡而言之，現在的時代可以用四個詞來形

容，變化多端、不確定性高、複雜程度高、

模擬兩可。

M C I亞太地區首席運營官O s c a r 
Cerezales表示，現今社會資產、債券、匯

率市場變化多，缺乏穩定性，而且難以預

測。通貨膨脹指數的計算、退休基金的處

視22年、ATM18年、銀行卡12年，但是現

在的產品很快就能達成目標，如網絡7年、

PayPal 5年、YouTube 4年、臉書3年、推特2

年，遊戲Pokeman甚至只花了19天，完全體

現出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念。

以前世界前五百強的企業，生命週期平

均可以到67年，現在一個公司可能25年后

就不見了；未來一個公司存活多年，不會是

常態。因此，持續追求改革、面對顛覆，是

任何企業都必須接受的現實。現在的社會

已經超越了1784年的蒸汽革命、1870年的

電力革命和1969年的電腦革命，現在要面

對的是智慧革命。機器人、人工智慧已經和

生活密不可分。消費者越來越有決定權，在

對內營銷時，要注重的是吸引、轉化、使之

有趣和確定生意成型，而在對外營銷時，重

點是要面對客戶不接受電話推銷、廣告打

岔、及其不被人理會廣 告與垃圾郵件。

競爭者眾 強化消費忠誠

對任何一個品牌來說，現在要與眾不同，

必須要在一切的雜亂聲音之中，脫穎而出。

每個人每天接受的訊息量在1970年僅500

條，到了2017年已經達到5千多條。因此要

在經濟層面找到重度使用的人，再從情感上

下手，找出高度互動的人，這樣才能聚焦到

超級消費者。這些消費者往往在行動上非

常忠誠，互動的消費者往往會有9成願意頻

繁地採購同一個品牌，同時願意在每一次

消費上多花60%的金額。

要追蹤消費者，郵件、搜尋、線上廣告、

網站、直接郵件、手機廣告、傳統媒體都是

不錯的渠道。而社交媒體、內容營銷、活動

會議、網絡演講等方法皆很具挑戰性。另

外，要取得消費者的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除了要聚焦于體驗型的消費，也要抓

住會議組織者的目光，雙管齊下才能盡可

能掌握各種生意來源。就會議而言，會議室

可以驅動經濟的，每年會議對美國經濟的

影響力達到8,450億美元，不容小覷。其實，

會議產業所製造的工作機會，比汽車行業、

醫藥行業、石油和天然氣產業都還多。

整體來看，現今要面對的最大挑戰，就

是消費者很容易分心，產品都是在工廠中

製造出來的，但是品牌必須從腦子中建立

起來才行。

創新發展 優化數據智慧

創新是市場上最熱門的名詞，其發展階

理機制都可能改變，因此要看出未來會發

生什麼大改變，非常困難。要釐清目前金融

市場的新秩序，必須熟悉不斷擴展與持續

複雜化的金融工具和法律規範，加上持續

複雜化的市場，這些都是專家以往沒見過

的；大環境下造成模擬兩可的心情，也讓人

不知道如何下手、從何下手。

適者生存 生命週期縮短

過去一個產品要達到5,000萬位使用者

的目光，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像是汽車62

年、電話50年、電力46年、信用卡28年、電

達到5,000萬位使用者目光
所花費的時間 (年)

0.05 (19天)

62

                     50

                   46

          28

       22

     18

  12

     7

    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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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線上到線下又回到線上的活動

是被認可的渠道，每個企業都必須通過

數據來增進智慧，而且要記住社區的參

與能使活動事半功倍。商務活動不只跟

旅遊相關，也和經濟成長緊密相連。所

有有效的生意模式，都是可以重複的，

而且可以規模化的。

MICE MARKETING

息，大腦很容易直接「關機」。

其次，應建立內容策略，將各種主題針

對性地向目標市場傳送（比如工程論壇發

向工程師）；廣泛搭上搭上搭 熱門話題和關鍵字，

成為目標受眾最習慣的信息來源；善用各

類社交媒體，不放過任何角落。

而且，不要等到活動臨舉行前才開始對

外傳播信息。不僅在前一年活動期間，便可

借着向參會者告知來年的活動創意和計劃

來製造期待感（而不是等到活動都過去三

個月了，才去喚醒參會者的記憶），在接下

來一年的時間裡，也可以不斷靠文字、直播

或45到60秒的視頻故事等方式，將參會者

帶進來年展會活動的世界裡——讓人們覺

得如果不來參加，肯定就錯失了什麼，也就

是FOMO。

很多人多人多 會誤以為視頻營銷的成本肯定高

昂。但事實上，吸引贊助不僅有利于降低成

本，贊助商更能直接為活動的FOMO營造

帶來貢獻，在網路上製造話題擴散的良性

循環。

翻    與目標客戶的互動
段包括了理念成形、推出市場、面對市場風

險等孵化階段，以及商業化、成長等加速階

段。讓客戶感受到驚奇的同時，也必須追求

ROI的目標。這時候，跨文化能力、社會智

慧、跨學科、虛擬協作、適應性思維，以及

認知負荷管理等，都是每個企業必須擁有

的實力。

任何產品要成功，都不是直線一路向上

的發展，而是經過起起伏伏，不斷調整，

才能找到最適合市場的最佳模式。未來線

上到線下又回到線上的活動是被認可的

渠道，每個企業都必須通過數據來增進智

慧，而且要記住社區的參與能使活動事半

功倍。商務活動不只跟旅遊相關，也和經濟

成長緊密相連。所有有效的生意模式，都

是可以重複的，而且可以規模化的。

瑞士旅遊局首席執行官 M a r t i n
Nydegger舉例說明，瑞士通過三大方向，

轉變與觀眾互動的方式。一為持續發展自

己的活動概念；二為分段導向的方法會帶

來更多的生意；三則是不同凡響的體驗，就

會導致不同凡響的結果。瑞士旅遊局的目

標就是將瑞士打造成為一個度假、旅遊和

會議目的地，並且在且在且 全球各地和瑞士政府、

旅遊伙伴伙伴伙 一起提升瑞士形象。

會議對瑞士而言，非常重要，代表了630

萬晚酒店客房過夜數量、19%的瑞士酒店

過夜份額、每天平均345美元的消費，以及

21.7億美元的預計營業額。在2017年，德

國、美國、中國、英國、法國為前五大市場。

很多遊客對瑞士的印象就是非常有效率的

交通、美麗的風景、高品質的安全生活、乾

淨、現代、進步，以及溫暖的居民。旅遊業

對瑞士而言，占到4%GDP，是前五大出口

產業，有17.5萬個工作機會，並且支撐着2.5

萬個中小企業。酒店過夜數量達3,550萬間

夜，當日拜訪的客人達2億人次，整體旅客

數量約3億人次。

以往要和不同國家的旅遊行業宣傳，往

往通過路演或是宣傳活動，但是這些效果

都不如預期，因此瑞士旅遊局重新思考，如

何宣傳才能達到真正的效果，與其在同一

天中，通過背靠背的演講、會議、交流活動

進行推廣，廣，廣 不如邀請旅遊業者親自到訪當

地，在奢華小屋、木工工作坊、滑雪場等不

同的場地中感受場地的優勢、亮點，以及多

元性。同時，在一系列瑞士居民的日常作息

中，感受當地人的生活，像是一邊品嚐典型

的瑞士早午餐，一邊互動交流、體驗滾動起

司的活動、擠牛奶比賽、在瑞士議會議會議 前丟旗

子、參觀景點、教堂、城堡等，感受當地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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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MACAU

擴大澳門會展影響力
投資未來發展需求

澳
門會展業一直朝會議為主、展覽平

穩發展的步伐邁進。澳門會議展覽

業協會副理事長林偉濠表示，雖然目前政

府對會展行業資助減少，但政策上仍大力

支持，同時通過同業自力更新，展與展緊接

舉行，成效不俗。縱使未來經濟或「穩中有

變」，但去年國際性組織對澳辦會展評價

較高，預料今年會展業穩健發展，不會大升

大跌，前景樂觀。

另一方面，港珠澳大橋開通早期還未看

到成果，但長遠看大橋對澳門各行各業都

有利，特別是交通方便，對會展吸引外國客

商、內地客商都有優勢，增加他們對澳門的

興趣，未來會展落戶澳門舉辦的機會就會

更大。

惟現時行內人員少，人才十分緊張，特別

是每逢年底澳門展覽數量增多，人手不足唯

有招聘兼職幫補，例如水電、搭建工人等。

行業亦渴望培養新人入行，包括走進校園

宣傳推廣，讓學生及早瞭解行業。

澳門展貿協會副會長詹國銓預料，今年

會展行業整體發展較去年增長，因不少內

地客商、葡語系國家客戶渴望通過澳門橋

 澳門政府大力支持會展業發展，

以配合產業和經濟適度多元。澳門

會展業界普遍認為，去年行業整體

發展向好，預料今年仍可吸引不同

展會落戶，如能充分發揮港珠澳大

橋的優勢並順利解決現存的問題，

投資未來發展需求，在引客來澳參

展方面會有所增長。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樑把產品輻射至其他地方。此外，港珠澳大

橋開通后交通快捷，有助澳門的會展和物

流，只要澳門善用自身優勢，無懼珠海、香

港同業競爭；且澳門會展業不斷在軟硬體上

作更新，相信可配合未來增長發展需求。

須解決港珠澳大橋
人貨通關不便

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表示，港

珠澳大橋開通，有助吸引人流，特別是主要

接待國際會議賓客的場地。不過，大橋開

通初期國際客體驗不太理想，來澳門參會

幾天，拿着大型行李需先從香港機場坐穿

梭巴士到大橋口岸，再坐車到澳門，然后再

到酒店，十分周折。目前來說，國際客有一

半認為從香港機場坐車來澳門不太方便。

若攜帶小型行李，則尚可接受。未來希望提

升通關體驗，早前公佈「加強澳門至香港機

場的跨境巴士合作」，香港機管局短期內會

進行相關招標，爭取盡快提供服務。相信

機場跨境巴士投入運作，有助提升交通體

驗。

其次，大橋香港至澳門段尚未開通貨物

通關，期望盡快通關，以減少時間及成本。

早前向物流業瞭解可減少一半成本，特別

是提升效率。時間上，經大橋來澳可能只需

數小時，船運可能需兩三天。長遠來說，當

香港國際機場限制區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人工島的封閉行車橋落成，國際會展

客可以過境性質經香港來澳門，更有利吸

引國際客。如一個國際會議有印度客，入境

香港需要簽證，來澳門則不用，現在建議他

們取道機場船以過境性質來澳，未來當封

閉行車橋落成，可直接坐車來澳門。

今年將有多個國際會議在澳門舉行，現

已商討包車形式經港珠澳大橋來澳門。雖

然這些國際會議幾年前已成功競投，但因

着大橋的賣點，可吸引更多會議客來澳門。

據估計，今年國際會議客人將有雙位數增

長。今年九至十一月，部分會議場地已相當

爆滿。一來多了會議在澳舉行，同時今年是

雙慶年，不少活動舉辦，故旺季會議場地十

分緊張。澳門會展業進入提質發展、汰弱留

強階段，應堅定精準扶持，宜增場地供應

拉動需求，並以「會議+展覽」強化效益，促

進行業良性循環。

何海明強調，長遠而言會展業要成經濟多

元助推器：

■ 一、要增會議設施、場地，以優質供應

拉動需求；

■ 二、解決通關問題，目前部分展品進澳

以進出口標準通關，需檢疫、認證，窒

礙參展商參展；

■ 三、重視人才，要留住人才、培養人才、

引進人才，現時行業面臨人手不足，且

會議競投人才多年未有增長。

■ 另一方面，要令各行各業在會展業中得

益才能增加其對會展業參與度，跨界

合作、會展+旅遊、會展+美食等，都是

增加會展影響力、提高社會參與度的

方向。

目前行業制約包括場租、搭建成本高，人

力資源供應不足，缺乏專業觀眾等。像專業

觀眾由于缺乏產業支持，展覽首日熱鬧，到

實際洽談階段冷清，以致未能發揮理想效

果。他認為，政府若能打造新場館，一來助

吸納宗教、政府主辦會議，利多元會展，再

者助業界降低成本。

澳門的會展企業以中小企為主，而會議

的規模和形式相對地較多樣化。在會展業

的成長過程中，食品及酒類上述展品進入

內地的報關及檢驗檢疫程式較長。而上年

年底公佈的CEPA《經濟技術合作協議》，

已明確表明要「鼓勵兩地相關部門簡化展

品檢驗檢疫手續，並探討進一步促進展品

通關便利合作協議，便利兩地展品通關」，

為解決兩地展品通關問題指明了方向。

接下來，澳門貿促局將繼續加強政策引

導、優化資源投放、提升服務水平，研究爭

取更多元化的優質會議及展覽項目長期落

戶澳門。例如，以融資租賃、酒店服務、餐

飲等主題的活動，以會展業為抓手，擴大其

他行業的發展空間。貿促局計劃：

一、在香港國際機場或港珠澳大橋香港

口岸設點為來澳會展客商提供協助；

二、先行先試利用科技元素及通過廣州

代表處，為大灣區客商來澳參會參展提供

便利服務。當中包括開發「澳門會展通」手

機應用程式作為出入境「綠色通道」憑證及

電子入場證；

三、鞏固並提升品牌項目的成效，從多方

面豐富「粵港澳大灣區」、「葡語國家」及

「一帶一路」等元素。

澳門貿促局代主席劉關華指出，「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作為國家層級戰略，是新時代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澳門

憑借「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與葡語

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定位優勢，從「+

澳門」的角度出發，讓澳門的會展業與灣區

兄弟城市的優勢產業有機結合，共同拓展葡

語國家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等

國際市場。貿促局于2月27日假中土大廈舉

辦「會展競投策略工作坊」，借由工作坊，

讓組織者更瞭解如何競投國際性會議落戶

澳門，並借此機會促進業界交流，推動會展

業健康發展。培訓活動由貿促局會展顧問

邁克·威廉士主講，現場分享了競投會議的

策略，同時，曾成功競投國際性會議的澳門

會展業界人士，也分享了經驗及心得。

1.�在香港機場或港珠澳大橋
���設點為來澳會展客商提供
���協助；

2.�利用科技元素及通過廣州代表處，為大
灣區客商來澳參會參展提供便利服務，
如出入境「綠色通道」憑證及電子入場
證；

3.鞏固並提升品牌項目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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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及澳门瑞
吉金沙城中心酒店一向走在商务会议潮
流最前，以「澳门盛会」主题活动为活动
增添澳门情怀，为商务会议团体策划增
加优势，承传澳门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创意美食城市。 

             以澳门文化及殖民地历史建筑作背景，配合
富有本地元素的娱乐表演及特色美食佳肴，充分体现出
澳门的传统文化精髓，为活动注入澳门情怀，更显不平
凡。主题活动打破一般传统宴会体验，以有趣及互动的
方式，通过味觉、视觉和听觉，带领宾客穿越到澳门的
1960年代，投入非一般的胜地魅力。 

整个宴会厅被布置成繁华的澳门街头，让宾客仿佛
置身于东望洋灯塔、龙环葡韵、妈阁庙、大三巴等著名
地标建筑物。身穿传统葡国土风舞服饰的宴会服务员
会为宾客送上特色美点，如葡式辣爆谷和新鲜葡挞，而
打扮成渔民的宴会服务员则挑着担子，带着载满马介休
球及沙丁鱼多士等酒会小吃的竹篮让宾客恣意品尝，还
有穿上澳门村民服饰的宴会服务员踏着怀旧三轮车，于
盛载水果酒的陶瓦桶，以杓子为宾客舀酒，为宴会再添 
乐趣！ 

「澳门盛会」主题活动有一系列精彩现场娱乐表演
可供选择，以互动有趣的形式，让宾客亲身感受旧澳门
风情，包括传统中国书法家为宾客题名字，中式绳结家
及剪影家亲手为宾客制作纪念品，或是命理家即场为宾
客预测运势。想令宴会更精彩、更热闹的话，可选择热
情的拉丁舞表演，展现澳门作为葡国殖民地时期的拉丁
文化；又或者葡萄牙著名的法朵（Fado）音乐演出，以
美妙歌声为盛会助兴。 

精彩团队建设活动
从世界先进的会议设施，到细致入微的专业会展统筹
团体，以至高灵活性的特大会议空间，均可满足各个要
求。会议期间，还有一系列与别不同的趣味团体工作
坊，包括：非凡厨师烹饪大赛、调制你喜爱的鸡尾酒、健
康团队大比拼及体现自然走进路环，让团队进一步互相
增进感情，加深了解。 
 

一站式的灵活方案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及澳门瑞吉酒店位处璀璨的路氹金
光大道，地理位置优越且彼此邻近，两家酒店的客房均
能通过电梯直达会议楼层，方便与会人士。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拥有超过4,000间风格时尚的客
房及15,000平方米的会议场地，其中面积达4,891平方
米的无柱式喀什大型豪华宴会厅，可同时招待5,000位
宾客，而113个会议室灵活多变，可配合不同会议场地的
要求。 

澳门瑞吉酒店拥有400间典雅精致的客房，先进的
设施与传统中国建筑元素在此完美融合，628平方米的
阿斯特宴会厅更是举办董事会议或盛大庆典活动的不
二之选，此外，酒店还拥有5间富有自然采光的小型会
议室，并提供量身打造的全天候管家服务。 

凭借宽敞灵活的会议场地、豪华完善的宴会厅、风
格时尚的酒店房间、澳门喜来登大酒店及澳门瑞吉酒店
可以因应客人不同的要求，作出一站式的方案吸引着不
同规模和需求的商务会议策划团体。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      澳门瑞吉酒店及  

以「澳门盛会」作主题， 
为活动增添旧澳门情怀

「澳门盛会」

「澳门盛会」

「澳门盛会」每个细节都散发着澳葡特色的氛围。

优雅灵活的阿斯特宴会厅。

「澳门盛会」让宾客置身于1960年代的澳门。

全新“超悦所想”提供一系列的精选礼遇，活动
策划人及与会者可享双重优惠，预订越多，享有
的优惠越多。 

 预订日期
由即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入住日期
由即日至2020年12月18日

精选优惠
于推广期内预订活动，可享影音设备租贷、 
娱乐及休闲活动、指定场地举办之鸡尾酒会、 
指定餐厅、水疗及购物之优惠 。  

预订越多，享有越多下列优惠*：
• 每日预订25至100间客房，可享1项优惠 
• 其中一日预订101至150间客房，可享2项优惠 
• 其中一日预订151至200间客房，可享3项优惠 
• 其中一日预订201间客房或以上，可享4项优惠 

1. 总账单九五折优惠 
2. 每预订25间客房可获1间免费客房
3. 每预订25间客房可获1间免费客房升级
4. 金光飞航船票半价优惠

*只适用于每晚至少预订25间客房及连续入住两晚或 
以上、并购买标准会议套餐或标准晚宴套餐的团队

如欲预订或咨询，请拨打+853-8113-0700或
发送邮件至 sales.macao@sheraton.com 
以联系酒店销售团队。 
**受有关条款及细节约束

“超悦所想”澳门会议优惠

BTmiceChinaAdvertorial

澳门特色主题茶歇
澳门喜来登大酒店及澳门瑞吉酒店考虑到会议日程繁
忙的商务客人，特意准备了两款融合澳门本地特色为
主题的茶歇供会议筹划者选择，分别为「澳门特色」及 
「点心车」主题茶歇。与会者在充满效率地进行会议同
时，也能一尝澳门风味美食，体会这座城市丰富深厚的
美食文化。「澳门特色」包含多款澳门具代表性的咸甜
点心，如猪扒包、杏仁饼干和木糠蛋糕，展现出这块美
食之地独有的中葡交融饮食文化；而「点心车」则以竹
制蒸笼盛载多款热腾腾的精巧点心，让宾客细味广式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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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地會展業者創造更多機會及方向
Pain Points

當前，一般會展業存在有五大痛點，包

括人才、基礎設施不平衡；前景廣闊但發

展較緩慢；會展業管理規範有待加速；新

型技術應用不平衡。同時，在很多國家和

地區普遍存在智能展館設施不足，信息技

術、新興科技應用落后；會展業欠缺獨立

統籌機構；會展人流吸引力、廣告投放、

資金投入不足及會展從業人員的專業技

能和管理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

距等問題。澳門亦須對這些議題多加關

注。

➡	會展物流、人流上
 仍有很多限制

擔任澳門會獎盛事協會會展旅遊課程

講師的英國MCI經驗總經理基姆·邁爾

(Kim Myhre)指出，近年澳門發展迅速，

會展商業活動不斷增多，商業酒店有很大

發展空間。特別是港珠澳大橋開通后，澳

門更有條件進步。但目前在有關會展物流

和人流上仍有很多限制，如對國際旅客入

境仍有很多審查條件，加上澳門以博彩聞

名，部分國際會展活動在選址上有所顧

忌。

➡	會展賣點未見清晰
 須作出改變

而柏林營銷顧問公司SoolNua管理合

伙人派翠克·德萊尼(Patrick Delaney)
則認為，現時澳門辦展賣點未見清晰，只

知澳門可提供好的酒店和設施。隨着來澳

參與會展的商業人士越來越多，他們在會

展旅遊上更願意花錢，希望獲得豐富的旅

遊體驗，故在接待方面要作出改變，先瞭解

商業人士的期待，再設計適合的內容，利

用相關事物的背后故事為賣點，迎合高質

素的旅行者需求。

➡	會展公司
 資源不利發展本地品牌

一名澳門旅行社業者分享到，澳門現時

有不少為國際會議提供服務的機構，但當

細心觀察就會發現離不開的是旅行社、酒

店，真正的會議展覽公司比重是最少的，

因為國際會議最大的利潤就在于場地租金

和酒店房間，剩下來才是給會展公司的策

劃和製作等費用。然而，向政府申請補貼

資助的會展公司往往被社會認為政府給了

很多資助，其實這些資助都是轉交給酒店

和場地主。現在整體資助減少了，加大了辦

展的壓力。

當然能舉辦一個純商業運作的國際會議

是最好的，要成功舉辦這類型的會議是需

要有足夠的內地或國際人脈及行業關係網

絡，因此並不是一般新的組展公司能夠做

到，也是因為這點，令到澳門的會議展覽公

司主要擔當服務供應商角色，很難發展起

本地品牌展會。 

展覽行業分成很多類別，當中最核心的

就是策劃展覽公司，他們承受最高的風險，

也可以說是這個產業的推動者，現在澳門

忽略了鼓勵建立本土品牌會議的政策，實

則應該推動本土會展行業多方向發展，在

推動政府品牌展覽會議時，多給機會予本

地會展公司參與。近來政府提到有展覽靠

售門票便可以收支平衡的例子，這些項目

並沒有申請會展激勵資助，其實主辦單位

把展覽項目調整為旅遊項目，吸引旅客過

來參觀，轉去其他政府部門申請比會展激

勵更多的資助，這類活動不算是經貿型的

會議展覽。

他指出，政府未來可加大力度推動與澳

門本土產業相關的經濟活動，推行一產業

一展會的政策，配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

為協助各產業與海內外同行交流合作搭建

平臺，這樣政府的資源花得其所，更有助

各行業真正邁向大灣區及國際市場。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五年規劃提及，需要

推動澳門會展企業數量增長，這方面實在

增長比較緩慢，因此澳門會展業還在成長

的階段中，還需要更多的精準政策推動，在

粵港澳大灣區會展產業中精準脫穎而出。

應演活澳門
「小而優、小而精」的角色

MCI亞太區首席運營官奧斯卡·塞雷薩

萊斯(Oscar Cerezales)補充道，澳門在

會展上的最大賣點，第一是優質的基建服

務；第二是鄰近內地、香港的地緣優勢，人

流及經濟往來上都有很大空間；第三是澳

門是個富有的城巿，失業率極低，若可把

有關信息帶出，向世界展示澳門可用這些

優勢去支援會展產業的成長，相信可吸引

不同的會展落戶澳門。

溫哥華、多倫多、墨爾本會展業非常成

功，因有政府資助；西班牙巴塞羅那及奧

地利則以合作方式吸引外來大型團體到

當地辦展。阿根廷雖然連會展主場館也沒

有，但勝在政府、業界及其他組團會議機

構共同合作，參與大型會展的競投，因此

效果相當好。

他表示，澳門地方雖小，但有很多機遇，

小地方仍有其吸引力。但澳門會展人才培

訓上，宜彈性處理，建議從香港、內地引進

以彌補自身不足。

同樣的，記者從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了

解到，會展業發展委員會主席、經濟財政

司司長梁維特于2019年1月舉行的2019年

第一次平常全體會議上表示，特區政府近

年在以「會議為先」推動澳門會展業發展

的工作上已取得一定成果，2017年本澳會

展業的行業增加值總額為35.48億澳門元，

約佔所有行業增加值總額的0.9%，與2015

年的14.4億相比上升近147%。與此同時，

2018年通過“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

服務”引進千人規模以上的會議共28個，

按年增長近五成。去年各項展會合共引導

超過3.5萬名會展客商到不同社區遊覽及消

費，為本地社區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活力。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有助澳門加速融入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也有利于區域間的多向合

作。

然而，在澳門延伸服務同時，臨近地區

包括香港、珠海，以至大灣區內的各個兄

弟城市亦會加大投入力度以提升自身的吸

引力，因此，澳門會展業需思考如何增強自

身競爭力，包括人才競爭、客源分流、軟硬

件設施以及鄰近地區的政策溢出效應等，

至于如何更好地善用自身優勢，可以從「+
澳門」的角度考慮，演活澳門「小而優、小

而精」和「精準聯繫」的角色，預早做好

規劃部署，與鄰近地區共同實現「在競爭

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最終達至共同進

步」，這將是澳門會展業未來發展的重要

課題。

整體來看，澳門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包

括現有的優質基建、地緣好處，並以城巿

富裕作為賣點，吸引更多國際性會展活動

落戶，逐漸提升知名度，讓國際知道澳門

願意把資源投放在會展業。

澳門會議及展覽統計  (提供：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統計指標 單位
  最新數據   最新數據(月/季度) 變動(%)

   (年度變化%)  

年度   2017  2018第二季  2018第三季  

會議及展覽數目 項

  1,381  327   311 -4.89%
  ．會議:1,285 ．會議:316  ．會議:283
  ．展覽:51 ．展覽:9  ．展覽:19
  ．獎勵活動:45 ．獎勵活動:2  ．獎勵活動:9  

會展活動與會及 
人  190.1萬人次 41.1萬人次  69.7萬人次 69.59%

入場人次

來澳參加會展 
澳門元

  3,456  
3,826   2,581 -32.54%

旅客平均消費   (+28.0%) 

新形勢下 澳門構築智能會展未來
Intelligent MICE

由澳門中國國際會展集團有限公司主

辦的首屆「澳門國際協會大會暨展覽」，

日前在澳門威尼斯人會展中心舉行，其

為針對專業協會組織與會展業界的B2B
商業平臺。第一屆澳門國際協會大會暨展

覽，大會主題論壇定為「跨界創新，構築

智能會展未來」，探討新形勢下會展業發

展的一種新模式。

現場多位嘉賓分享了會展業的發展方

向。大會匯聚了來自9個國家與地區的77個

協會組織的百余位資深管理者；其中，展

覽會展覽面積近4,000平方米，89家企業參

展開展資源對接。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國際協會大會暨

展覽組委會主任劉雅煌表示，隨着澳門經

濟適度多元化，會展業逐漸成為澳門經濟

新引擎，與海內外的交流合作不斷加深，

形成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智

能會展」是新形勢下會展業發展的一種新

模式，需要有「六力」支撐：一是市場驅動

力；二是政府宏觀調控力；三是地理空間

聯結力；四是智能會展的創新力；五是創

新會展文化的協同力；六是資本有效運作

的推動力。

他指出，在新時代高科技發展大潮中，

智能會展應運而生，智能會展是時代「倒

逼」產物，也是產業升值的要求。未來會

展主要體現在智能共用化、移動數字化。

融入「互聯網+」的會展就是大數據時代的

「數字化會展」，而「數字化會展」的必然

趨勢是智能化。「智能會展」能發揮精準

定位，在參展過程中獲得會展以外的疊加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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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地會展業者創造更多機會及方向

新形勢下 澳門構築智能會展未來

信息技術能催化會展經濟，簡單來說，

「智能會展」就是以信息技術的手段，為

展商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工具，包括：

搭建智能平臺，雙線（線上、線下）互動、信

息服務如展會信息、場館位置及導航等、

展會互動營銷及電商服務、大數據分析應

用及精準營銷服務，以及互聯網數據安全

問題。

而打造一個完善的「智能會展」需要「六

化」思維，立足國際化視野，通過市場化的

競爭、專業化的服務，引進培育品牌化會展

項目，加快發展智能化經濟會展，構建智

能會展綠色化未來。通過「一會多地」帶動

「一程多站」會展旅遊發展，努力將澳門打

造為國際一流展覽中心城市，粵港澳大灣

區知名的國際會議目的地，創意城市、節慶

之都，將澳門打造為中國會展產業示範城

市。 

去年，GED 2018會展業專題分享會上，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澳門展貿協會、澳

門廣告商會及澳門會展產業聯合商會等澳

門會展業界還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簽訂了

聯合備忘錄，提供個性化專屬金融服務，

促進智能會展發展。因應現時澳門會議

展覽行業升級發展，結合《澳門特別行政

區五年發展規劃》中指出打造智能城市的

政策方針，雙方同意通過建立戰略合作關

係，加強互動溝通、發揮各自所長，針對澳

門業界之會議展覽業務電子支付模式的建

立、推廣與落地實施，雙方合作互補推動，

力促行業發展。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將向會展業界四會提

供各類支付清算、網上及線下銀行卡收單

服務，以及各類融資擔保等個性化專屬金

融服務，為澳門會議展覽行業的智能轉型

發展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援。

智能發展
六力支撐

● 市場驅動力

● 政府宏觀調控力

● 地理空間聯結力

● 智能會展的創新力

● 創新會展文化的協同力

● 資本有效運作的推動力

● 立足國際化視野

● 通過市場化的競爭、專業化的服務

● 引進培育品牌化會展項目

● 加快發展智能化經濟會展

● 構建智能會展綠色化未來

提升競爭力 澳門構建國際會展人才基地
Talent Pool

由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主辦的會展人

才發展論壇，日前在澳門旅遊塔舉行。現

場探討澳門會展業如何配合特區政府政

策，積極響應「人才培養長效機制」建議，

為對澳門會展產業有興趣之人才提供更

多的交流學習平台，為澳門會展業注入新

元素。

本屆論壇關注多個會展人才相關議題，

如「改進研究生教育 支撐創新性發展—

澳門會展教育的挑戰和機遇」、「與政府

共建跨國企業的人才戰略」、「大型綜合度

假村如何通過人才的多樣化來驅動未來發

展」及「大灣區機遇-吸引及培育年青會展

人才」，從會展教育、跨國企業人才戰略、

人才多樣化，及培育青年會展人才等方

面，加以探索及分析。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表

示，澳門會展業要持續得以發展，必須著

重人才的培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成立

青委會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年輕新一代。

他希望本屆論壇通過各企業高管及專家的

分析，促進行業人才發展，不斷提升澳門

會展業的區域競爭力及國際影響力。

其實，在特區政府支持下，澳門業界已

把會展培訓列入議程，而且澳門註冊會展

經理畢業生更是全國最多。另外，也深入學

校普及會展課程、舉行會展策劃比賽等，

加強人才培育。現時澳門會展從業員3,000

名，且逐年增加，惟中高端會議競投人才、

會展策劃人才需求仍大，期望政府擬推出

的優才科才先導計劃可把業界中高端人才

缺口考慮在內。

他表示，政府已對澳門成熟會議展覽資

助逐年減少，部分品牌展、主題已能走向

市場化，國際會議資助亦由過去3~4成減

至5~10%，惟面對周邊地區各政府加大對

行業投入，澳門政府應「扶上馬送一程」精

準扶持潛力項目。

出席的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副會長張

敏指出，澳門「會議為先」方向成效顯著，

應要堅持，但會議為中心的產業要「做大

做強」必須依靠人才。會議人才門檻高，對

人才的要求較展覽業更高，更涉及產業研

究、市場研究、受眾研究等，並不簡單。

培養行業領域中高端人才

澳門在會展人才培養發展領域有着先發

優勢，首先制度、政策調整相較靈活，其次

可為葡語國、亞洲、「一帶一路」國家提供

個性化市場服務。倘可在澳門構建國際會

展人才基地，行業自身發展過程可培養行

業領域中高端人才，令其提質發展，同時亦

可發揮自身優勢。

他表示，澳門目前會展業的發展情況是

健康的，其中在會議業方面取得較大的成

就，尤其是學術會議的發展獲得了全球關

注。而且澳門擁有發達的服務業、完善的

會展設施、高端酒店及特色餐飲，同時亦

有一批經驗豐富的會展從業人員，有助于

澳門會展業走「會議為先」的發展策略。粵

港澳大灣區的挑戰與機遇，為澳門會展教

育鞏固先發優勢、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出了

迫切要求，澳門有必要在服務國家戰略中

形成特色優勢，為國內、乃至「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培育會展業人才。

創造留住頂尖人才的環境

而勵展博覽集團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

李雅儀認為，企業應創造吸引及留住頂尖

人才的環境，其中在吸引人才方面，涉及

企業品牌在市場中的聲譽及影響力、招聘

渠道的使用、在職員工及領導的表現等方

面，並制定一系列獎學金或扶持計劃；獲

取人才方面，要從候選人經驗、明確的工

作標準、高效的面試、招聘速度與流程及

薪酬與整體待遇等方面考慮。

霍尼韋爾亞太區政府事務高級總監陳

艷則就大灣區人才政策提建議，注重留住

現有人才、以人才引人才；打破粵港澳人

才三地來往工作許可、居住許可的限制；

允許在港澳外籍高層次人才申請永久居留

等。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秘書長、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補充道，貿促局通

過支持會展業界與國際會展權威組織合辦

國際專業認證培訓和認證課程，如註冊會

展經理培訓課程(CEM)、高級會展管理國

際認證課程(EMD)等，支持會展業提質發

展；至去年底已培養238名本地CEM會展

註冊經理和88名本地EMD高級管理人員。

2018年首次預留上述課程部分名額給大灣

區、葡語系國家會展從業員。同時，貿促局

主辦會展活動期間，均有招募本地青年擔

任工作人員，提供實踐及培養機會。而且與

會委員建議參考時間銀行的做法，鼓勵本

地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會展實習活動，並通

過積分卡助業界吸納人才；也有建議進一

步優化人才培訓和支援措施。

還會關注港珠澳大橋交通配套，冀做好

軟硬件規劃和指引，進一步提升澳門會展

業在高端客商方面的接待能力。

此外，會展業發展委員會本年度第一次

平常全體會議于2019年1月16日在中土大廈

19樓多功能廳舉行。席間除通報澳門貿易

投資促進局現有的會展業支持政策及措施

外，還就會展業人才現況分析報告及鄰近

地區對會展業發展的支持舉措展開討論，

並咨詢委員們對澳門會展業發展的應對措

施等意見，借此優化及推動本澳的會展業

發展。

智能發展
六力支撐
智能發展
六力支撐

智能發展
六力思維
智能發展
六力思維
智能發展
六力思維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

 澳門會展業要持續得以發展，必須著重人

才的培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成立青委會

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年輕新一代。

 貿促局通過支持會展業界與國際會展

權威組織合辦國際專業認證培訓和認證

課程，如註冊會展經理培訓課程(CEM)、

高級會展管理國際認證課程(EMD)等，支

持會展業提質發展。

校普及會展課程、舉行會展策劃比賽等，

加強人才培育。現時澳門會展從業員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理事長何海明

才的培養，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成立青委會

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年輕新一代。

澳門構建國際會展人才基地澳門構建國際會展人才基地

＞會展業發展委員會秘書長、澳門貿易投 資促進局代主席劉關華

（
攝
影‧

張
廣
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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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張
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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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PORT

越南首座民營雲頓國際機場落成啟用 
縮短交通時間 前往下龍灣更方便

Vietnam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位于越南東北部廣寧省（Quang Ninh）

的雲頓國際機場（Van Don International 

Airport）自2019年1月正式落成啟用，這是

由太陽集團（Sun Group）投資建造的首

座越南民營機場，日前也隨着太陽集團亮

相東盟旅遊論壇TRAVEX國際旅遊展覽

會。

據太陽集團于展會現場介紹，目前越南

航空已開通航線，今年雲頓國際機場將進

一步開通往來臺灣、南韓、日本、中國、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與柬埔寨等亞洲國家

航線；越南國內航線將接連廣寧、順化、峴

港、芽莊、大叻和富國島等地，遊客未來前

往下龍灣等旅遊景點將更方便。

雲頓國際機場位于越南東北部廣寧省，

2015年動工興建，面積約325公頃，投資額

為7兆4,630億越南盾（約3.21億美元），機

場跑道長3.6公里，是越南最長的機場跑

道，B777、B787等大型飛機都能降落，也

期待將為越南下龍灣帶來更多的旅客。

據太陽集團旗下由雅高酒店集團管理的

M Gallery酒店Hotel 
De La Coupole市
場營銷總監Samuel 
G.GACOS介紹，雲

頓國際機場位于越南

東北部廣寧省（Quang 

Ninh）雲頓縣，廣寧省

與中國廣西接壤，越南最有名的景點、世界

自然遺產、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觀下龍灣就

在境內，下龍灣距離河內約220公里，從河

內車程也要近3小時，但雲頓國際機場距

離下龍灣只有50公里，從機場至下龍灣僅

需30分鐘，大大縮短交通時間；除此之外，

越南下龍灣的郵輪專用碼頭也同步自今年

1月開始營運，每年將可接待超過20萬名旅

客，將有助推動廣甯省和越南東北地區經

濟與旅遊業發展。

他進一步表示，廣寧省擁有相當多的旅

遊資源，坐擁大海、海島、平原、山脈、邊

境，廣寧省又是北部經濟重點區，在區域

內也有多個太陽集團旗下的旅遊度假村和

娛樂綜合體，包括各種水上樂園、娛樂設

施以及連接兩個海灣的大女王纜車、酒店

群、會議中心、賽馬場、博彩項目、高爾夫

球場等資源；此外，廣寧省擁有600多個歷

史遺跡和名勝古跡，下龍灣也在1994年、

2000年兩次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可為

世界自然遺產。

另外，廣寧省西部被認為是文化、歷史、

宗教旅遊區，這裡有陶瓷傳統行業、安子

遺跡區（佛教文化），在這裡可以體驗各

式各樣高品質旅遊。廣寧省東部則擁有邊

境口岸，這裡有民族融合的文化，以及商

業流動的氣息，相當適合喜愛邊境遊的旅

客。

建造商太陽集團預估接下來兩年旅客數

可以達到250萬人次，而在2030年前希望可

以達500萬人。

FACTS
雲頓（Van Don）國際機場

▼  位於越南東北部廣寧省（Q u a n g 
Ninh），距離下龍灣只有50公里，從機

場至下龍灣僅需30分鐘。

▼  2015年動工興建，第一階段甫完工，第

二階段到2030年完工。

▼  投資額為7兆4630億越盾（約3.21億美

元），以BOT方式興建營運。這是1975
年後越南興建的第2座機場。

▼  面積約325公頃，雲頓機場除了起降跑

道、停機坪、空域控制塔、導航系統及航

站大樓等設施，還設置購物區、調度室及

各部門辦公室等，屬軍民兩用機場。

▼  機場第一階段營運計劃每年運載250萬
人次，2030年均運載量將提高至500萬
人次。

鄭州構建「空中絲綢之路」
發揮樞紐地位形成新經濟動力源

Zhengzhou

[ 鐘韻—採訪報道 ]

近年來河南省機場集團在政府的支持

下，實施貨運為先、國際為先、以幹為先的

差異化發展戰略，積極融入空中絲綢之路

建設，國際航空貨運樞紐在推動鄭州國際

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加快河南對外開

放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河南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康書

霞介紹，鄭州機場有着獨特的區位交通優

勢:它是河南省的省會、中國的中心、空中

絲綢之路重要結點城市，也是全國重要的

鐵路、航空和高速公路的樞紐。目前，鄭州

的米字形高鐵網路已經初步構建形成，城

際鐵路網隨着高鐵南站在2019年建成投

用，將形成一個小時覆蓋10個省市地級市

的城際圈，而此城際圈將全部通達鄭州機

場。

同時，鄭州機場擁有非常好的空域條

件：一個小時的航空圈可以輻射7億人口，

兩個小時的航行圈可以輻射全國92%以上

的人口。

2013年，鄭州的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

成為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以航空港

經濟為引領的綜合實驗區，構建國際航空

物流中心為其重要戰略定位。值得一提的

是，2017年，中國民航局啟動了鄭州國際航

空貨運樞紐的戰略規劃，規劃方案進一步

明確了鄭州客貨運樞紐未來的戰略定位和

發展目標，包括：建設一個全球航空貨運

樞紐；建設一個現代國際綜合交通樞紐；

航空物流改革創新實驗區；充分發揮鄭州

國際樞紐的優勢來形成一個中部崛起的一

個新的動力源。

至2035年，鄭州機場將建成5條跑道、3

大貨運區，同時保障年貨郵輸送量達500

萬噸、年旅客輸送量達1億人次以上。

2013至2017年，鄭州機場客運量和貨運

量均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去年，鄭州機場

樞紐建設的發展勢頭仍然迅猛，上半年

客、貨運量增速，分別位居全國主要機場

前列。同時，鄭州機場也因為樞紐建設形

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如包括貨運集中在

歐美航線、客運以東南亞航線為主的航線

網路的通達能力，通關便利化創新能力，

以及可說是全國僅次于虹橋的以機場為核

心的綜合交通樞紐，以7種交通方式滿足

旅客的出行便利。

康書霞說道，這幾年樞紐建設的發展除

了帶來運量的增加，更重要是對鄭州產業

的拉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產業集聚

取得了顯著成效。未來，鄭州機場將建成5

條跑道、3個航站樓、3個貨運區、2個GTC

和2個衛星廳。

輻射

7億人口

輻射全國

92%以上

的人口

2小時航行圈

1小時航行圈

鄭州

仰光國際機場加強伙伴關係 計劃推動全球網路
仰光國際機場(YIA)計劃通過升級設施和

加強與航空公司合作伙伴關係，以進一步推

動全球網路，從而積極應對緬甸自去年十月

放寬入境簽證要求之后，抵達乘客數目的預

期增長。

在緬甸政府去年放寬入境簽證的規定后，

到該國的亞洲遊客人數大幅增加，其中以

中國遊客居多。根據酒店和旅遊部的統計，

2018年1月至11月期間，320萬國際遊客（其

中38％來自中國）前往緬甸，與2017年同期相

比增長了約2％。同期訪問該國的亞洲遊客數

目為945,022，其中259,592名是中國遊客。

迄今為止，YIA運營有32家國際航空公司和

30家國際目的地，相比2017年增加了2家國際

航空公司和5家國際目的地。

YIA運營商仰光機場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Ho Chee Tong先生表示，「由于政府新的抵

達簽證服務的實施和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的努

力，YIA觀察到2018年中國遊客人數的顯著增

加。我們現在將仰光與中國的知名目的地，如

杭州、西安和廣州連接起來，並計劃進一步擴

展到該地區。」

「我們正在不斷努力改善YIA的設施和運營，

並正在加大營銷力度，以提升我們的全球連通

性，為預期的乘客需求增長做好準備。由于中

國擁有促進緬甸旅遊業發展潛力最大化的能

力，我們愿意與政府和航空公司合作伙伴共同

努力促進緬甸旅遊業的增長。」

緬甸位于印度和中國之間，距離佔有世界

上近2/3人口的兩個國家不到6小時的航程。

隨著緬甸作為旅遊目的地受歡迎程度的增

強，YACL致力于擴大YIA對遊客流量的處理

能力，同時不斷為乘客和航空公司提供高品

質的服務體驗。隨著32家國際航空公司的

運營以及與30個目的地連接，YIA共為全球

603.5萬乘客提供著高品質的服務。

Yan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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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GBTA強調過，脫歐協議的出臺對商務旅行行業至關重

要，然而，鑒于英國脫歐的最新進展，GBTA擔心隨著2019年3月
29日的英國脫歐日越來越近，無協議脫歐也變得越來越可能，因

此建議商旅經理和買家開始作準備，以評估英國無協議脫歐將

對旅行者可能造成的影響。 

BREXIT

英無協定脫歐可能性仍高
商旅客應對不確定性做好準備

[ 鐘韻—編譯(資料來源：GBTA) ]

英國脫歐似乎每天都有新進展，然而，人

們心中所感到的不確定性卻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大。就在不久前的1月29日，英國議會

就總理特雷莎·梅的脫歐計劃進行了幾項表

決，並通過了其中兩項擬議修正案。

第一項修正案中，國會議員就無協議脫

歐投了反對票。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大多數

國會議員反對無協議脫歐，但這項修正案

對政府並沒有約束力，且國會議員無法單

獨阻止無協議脫歐發生。

在第二項修正案中，國會議員決定支

持重啟歐盟談判，並以后備方案避免北愛

爾蘭硬邊界的「布萊迪修正案」(“Brady 

amendment”)。然而，歐盟重申了拒絕重啟

談判的立場，並再次強調必須推進無協定

脫歐的準備工作。

「無協議脫歐」對于商務旅行，意味著什

麼？

英國和歐盟已經準備了數個指導檔，說

明企業為無協定情況做好準備。但GBTA仍

呼籲會員，應仔細評估無協議脫歐將對商

務旅行產生的影響。

航空基本連通性

儘管英國脫歐應急計劃在航空領域相對

成熟，但若管理不當，對商務旅行產業至關

重要的航空通達性和連通效率，仍有被破

壞的風險。航空業是歐盟委員會和英國政

府即將出臺應急計劃的少數幾個領域之一。

歐盟承諾向英國的航空公司授予第一、第

二、第三和第四航權，以便其可繼續飛越

歐盟、在歐盟領土上進行技術經停，並為各

自領土之間的直接航線提供服務。這些航

權僅在2019年3月30日起的12個月內有效，

並僅在英國對歐盟航空公司做出相應承諾

的情況下生效。

幸運的是，英國已同意單方面授予許可，

允許歐盟的航空公司繼續在英國提供服

務。但是，在無協定脫歐的情況下，這項基

本空中連線協定並不會全方面涵蓋當前英

國與歐盟的航空關係。另外，還有其它議題

有待釐清確認，包括：

■ 無歐盟內部航班：從本質上講，從英國出

發的飛機將能夠飛越歐盟或進入一個歐

盟國家並返回，但將被禁止從在歐盟國

家之間飛行。因此，英國的航空公司可以

運營從倫敦到巴黎的航班，但不能從巴

黎飛往馬德里。

■ 第三國航空協議和中轉航班的不確定

性：英國與第三國之間的航權及它因歐

盟而享有的天空開放政策之適用性，未

來同樣不明確。儘管英國已設法與一些

國家（如美國和加拿大）達成雙邊航空

協議，但未來英國還能與多少國家達成

協議，並不清楚。因此，英國和歐盟航空

公司運營從英國起飛之轉機航班的可能

性，尚無定論。

■ 非歐盟航空公司所有權：歐盟規定，由

超過50%歐盟投資者擁有和控制的航空

公司才有資格在歐盟自由飛行。在無協定

的情況下，由于英國不再被視為歐盟國

家，部分航空公司（如英國航空公司、伊

比利亞航空公司、IAG）也將失去航權。

歐盟會員國如何為這種情況做準備，尚

不清楚。

■ 不明確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此外，在

無協定的情況下，英國將無法再直接參與

旨在提高整個歐盟空中航行服務效率的

歐洲單一天空計劃（SES）。這可能導致

乘客航班延誤。

■ 邊境延誤：在無協定情況下，邊境延誤會

立即受到影響；對每位乘客額外進行90

秒的邊境檢查，將轉化為任何航班離港

延誤數小時，以及航道港口延誤數天。

短期免簽證旅行

歐盟已提議，豁免英國公民在前往歐盟

國家旅行時的簽證要求。2019年3月29日之

后，英國和歐盟之間的免簽證旅行將延續，

但只適用于短期旅行（90或180天）。

在無協定的情況下，英國公民若想在英

國脫歐后繼續在歐盟成員國居住或工作，

將需要申請居留或工作許可證。但是，歐盟

已同意繼續向所有在2019年3月29日合法居

住在歐盟成員國的英國公民，授予無中斷

地被視為該成員國合法居民的權利（前提

是英國對歐盟居民同樣如此）。

脫歐形勢仍在變化。談判桌上的諸多選

擇包括延長談判期限，以舉辦第二次全民

公投；重新談判脫歐協定；甚至是直接暫停

脫歐程式，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在脫歐協

議及英國脫歐本身的未來有如此多選擇可

考慮的背景下，GBTA警示會員，應做好應

對最壞情況的準備。

準備計劃

GBTA建議商旅買家開始從評估脫歐

協議對旅遊者影響的角度進行準備。這包

括：

提取當前和未來已購的、可能因英國的

航空公司無法在簡單進出之外運營而停飛

的航班清單；與航空公司就當前無協定脫

歐應急計劃狀態交換信息；提取行前報告

以評估可能受影響之旅行者的數量；及時

瞭解最新動態，並確保在無協定脫歐的情

況下TMC仍提供運營支援。

告知旅行者，無協議脫歐對于英國航空

旅行的潛在影響，並儘快于組織內部列出

駕駛執照、護照、移動漫遊、健康醫療等方

面的信息。

駕駛執照

在歐盟駕駛時，您的駕駛執照可能不

再有效。您可能需要獲得國際駕駛許可證

（IDP）才能在歐盟駕駛。IDP是一份隨駕

駛執照一起攜帶的檔，意味着您可以在英

國以外的地方開車，包括歐盟國家在內。

歐盟內部需要不同類型的IDP。您需要哪

一個取決于您駕駛的國家/地區。IDP將花

移動漫遊

歐盟移動運營商向英國運營商收取的漫

遊服務費用在2019年3月后將不再受到監

管。這意味着當您前往歐盟時，無法保證

漫遊無附加費。歐盟移動漫遊的供應和定

價將成為移動運營商的商業問題。不過，

一些移動運營商（如覆蓋超過85％移動用

戶的3，EE，O2和沃達豐）已經表示，他們

目前沒有計劃在英國退出歐盟后改變其移

動漫遊計劃。

健康保險

在沒有脫歐協定的情況下，歐洲健康保

險卡（EHIC）將在2019年3月后終止。如果

您在訪問其中一個國家時有需要，EHIC將

為您在當地提供公立醫療服務。為英國公

民制定某種緊急措施或與歐盟各國達成互

惠協定，都有可能；但最終結果如何，當前

不可能說得出來。

不確定是商務旅行者唯一確定的事

Things to Do

  雖然GBTA強調過，脫歐協議的出臺對商務旅行行業至關重

要，然而，鑒于英國脫歐的最新進展，GBTA擔心隨著2019年3月
29日的英國脫歐日越來越近，無協議脫歐也變得越來越可能，因

此建議商旅經理和買家開始作準備，以評估英國無協議脫歐將

對旅行者可能造成的影響。

  

[ 鐘韻—編譯(資料來源：  ]

　  雖然GBTA強調過，脫歐協議的出臺對商務旅行行業至關重

要，然而，鑒于英國脫歐的最新進展，GBTA擔心隨著2019年3月
29日的英國脫歐日越來越近，無協議脫歐也變得越來越可能，因

此建議商旅經理和買家開始作準備，以評估英國無協議脫歐將

對旅行者可能造成的影響。 [ 鐘韻—編譯(資料來源：GBTA) ][ 鐘韻—編譯(資料來源：GBTA) ]

航班
清單

駕駛
執照

健康
保險

護照

移動
漫遊

輻射

7億人口

輻射全國

92%以上

的人口

費5.50英鎊。

護照

根據申根邊境法，您將被視為第三國

國民，因此需要遵守不同的規則才能進入

申根地區並在申根區旅行。根據申根邊境

法，第三國護照必須在抵達申根國家的最

近10年內簽發，並在預定離開申根地區之

日至少剩余3個月的有效期。由于第三國公

民可以在申根地區停留90天（約3個月），因

此實際檢查時，可能會要求護照在抵達之

日至少有6個月的有效期。

前往愛爾蘭需另遵循英國離開歐盟后將

繼續有效的共同旅行區政策從英國旅行

的英國公民，不需要護照就可以訪問愛爾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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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納入更多付款方式，讓付款機制更透

明、更多元。

目前流行的付款方式就是使用美元、

VISA卡、萬事達卡，以及線上付款。未來

替代支付方式將不斷出爐，而可以通過手

機支付的付款方式將日趨多元，加密貨幣、

數字資產交易平臺B coin、比特幣、訊息支

付、微信支付、支付寶等。

就付款機制而言，用大腦思考出來的策

略非常重要，但是用行動展現出來的執行

也一樣必須重視；就像是以效率、透明、組

織、準確為目標，但是也要有支持的相關

解決方案來貫徹。整體來看，付款對差旅

經理來說是一個機會，可以從終端的付款

一路反推到旅遊採購，企業不應該靠TMC

在旅遊資金方面給予協助，直接準時付款

給供應商，實施更透明、更有效的付款方

式，對企業長期發展而言，更有幫助。

安永亞太旅遊全球公司卡主管兼會議

和活動負責人Nicola Winchester指出，

其實對公司而言，航空合作計劃、酒店合

作計劃、TMC合作計劃即使有變化，放觀

全球仍然大同小異，但是付款計劃以及公

司卡計劃，會根據市場不同而改變。付款

計劃以及公司卡計劃往往被忽視，但是其

為
什麼付款越來越重要？付款具有可

審計性，能夠持續滿足不斷改變的

治理環境，而且是豐富的資料來源，讓企

業可以履行關注的責任，也能擴大差旅經

理的角色，更必須是一個合規工具。

談到公司差旅部門付款方式的未來，獨

立顧問Chris Pouney表示，對所有差旅

經理來說，付款解決方案永遠是最麻煩的

問題，也是最需要關心的基礎議題。現在

隨着信息科技發展，很多無現金付款方式

出現在市場上，例如，支付寶、微信付款

等。差旅者也許不想使用公司建議的預定

工具、不想入住公司簽約的酒店品牌，但

是一定會想要報帳，將自己先付出的金錢

收回，因此掌握合適的付款機制就可以管

理好差旅，了解差旅者動向，提高差旅者對

公司的配合度，同時了解差旅者花費重點

在哪，以便聚焦管理重心，進一步管理與

之相關的稅務事宜。

挑戰方面，付款成本和複雜性持續變

化、不同地區擁有不一樣的要求和能力、

付款方式的掌握往往是權力把持的核心；

而且差旅經理要改善付款管理之余，他的

其他日常工作不會消失，像是九月對很多

企業來說都是酒店RFP時間，尋找付款策

PAYMENT

　  在當今的企業支付領域，企業客戶要求能夠以無縫、方便、即時和多渠道的方式交易支付。為了滿足這

些需求，支付技術和平臺/系統提供商正在創建與數字支付解決方案相關的全新解決方案，這些解決方案

將在未來幾年顯著地改變公司差旅部門的支付方式。這些變化也將改善旅行者體驗，提高旅行計劃的效

率，並促進整個行業的進步，進而影響旅行者的決策和行為，提升公司照顧員工的管理機制與履行關注義

務。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實最需要花時間關注，因為受到付款影響

的計劃眾多，可是唯有付款計劃有效率，

所有其他的計劃才能順利推進。就供應商

而言，付款是名譽的代表，也是公司形象的

組成要素，建立即時的付款機制，讓供應

商有資金可以運作，日常操作也能因此更

順暢。

雖然接下來付款方式會越來越多元，但

是使用方法卻會越來越簡單，差旅部門不

應該視付款為財務部門的事情，而是應該

納入自己範疇，認真檢視、瞭解和管理才

對。

其實如果讓差旅人士用自己的卡來先付

款，他們往往會選擇自己想入住的酒店、

想要搭乘的航班，而不會選擇公司建議的

酒店與航班，使得符合公司建議的占比不

到一半，這對差旅經理來說，是一個很困

難的管理現狀。不過，快速發展的科技，可

以幫忙處理付款的細節，讓差旅人士可以

自動的接受公司建議，也讓公司更清楚了

解差旅人士的消費習慣，更好管理差旅相

關的事宜。

德國嘉惠國際亞太地區策略與企業併

購主管Victor Cheng認為，在中國，政府

日益收緊的規範，逼迫着企業單位越來越

重視付款方式的透明性。酒店付款方面，

企業也都在尋找更新的解決方案，例如通

過公司萬事達卡，紀錄員工入住與退房時

間，並能在高度安全的情況下付款。

另外，差旅經理要熟悉每一個市場的挑

戰，像是中國，發票往往是一個很讓人頭

疼的問題，也常常花費太多時間成本。此

外，企業在找供應商時，不應該只聚焦一

兩家，而是應該更多元，更深入得瞭解每一

個市場的不同點和要求，如此才更有比較

此外，在付款領域應該要尋求專

家的合作，和合作伙伴一起找出一

個適合企業的專屬綜合解決方案。

現在市場上調整最快的企業，將能

吸引更多人才，消費者將越來越容易

接受各種多元產品，以前新興的革命

性產品，未來也將變成普及被接受

的選擇。

從市場趨勢來看，電子化和自動

化是兩大重點，印度去現金化是一大

舉措，中國用手機付款也已經成為

主流，現在手機交易比率達76.4%，

到了2019年，這個數據還將提升至

85.2%。要在中國使用現金現在已經

越來越困難，很多計程車司機根本沒

有零錢。這樣的手機付款趨勢雖然目

前大多在休閒市場上看到，但是一定

會慢慢影響到商務市場，差旅市場

必須要準備好，無論在技術上和心態

準備上，差旅經理才能全面掌握所

有付款細節。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企業差旅付款方式
正在加速改變

中國用手機付款也已經成為主

流，手機交易比率到了2019年，

將提升至85.2%，這樣的手機付

款趨勢一定會慢慢影響到商務市

場。

 85.2%

略、改善付款流程等，只是差旅經理工作

的一小部分。另外，很多公司將付款部分納

入財務部門管轄範圍，因此差旅經理要處

理也不容易。而且很多公司將付款融入于

后台既定的解決方案機制中，差旅經理要

調整或是改變都很困難。

就機遇而言，付款方式在全球各地的習

慣都不同，市場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大型

企業不再處理現金，改以其他方式取代，

如網絡付款、公司卡付款等，像是龐大的

印度市場。另一方面，貨幣差異和波動也必

須納入考量，英國和歐盟分開，貨幣變化

所帶來的改變也需要關注。另外，中東地

區像是阿聯酋引入了VAT，也開始關注電

子化現金，不想再以現金為經濟體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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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在付款市場的進步與動向，現

在中國、印度在付款方面的管理和發展

迅猛，而且政府也在市場上投入資金，為

付款環境打造良好基礎，也讓私人企業在

運作上更為順暢，全新科技亦不斷加入市

場。未來，付款方式將更多元，眾多付款方

式也會更為普及的被接受，使用不同付款

方式的成本更將下滑。

其實，現金電子化讓政府好收稅，讓企

業好管理現金流，也讓旅客在旅程中方便

付款，更不用擔心現金遺失，目前雖然差

旅市場中還沒有接受，但移動支付只會越

來越普及。另外，每個地區到最后都會開

放競爭，讓國際和國內的玩家都一起在市

場上各顯本事，企業必須要準備好這樣的

市場發展趨勢。

| 差旅經理付款管理新觀念 || 差旅經理付款管理新觀念 |

借付款從終端的付款一路反推到旅遊採購，不靠TMC在旅遊資金方面給予

協助，直接準時付款給供應商，實施更透明、更有效的付款方式，助益企業長

期發展。

差旅部門不應該視付款為財務部門的事情，而是應該納入自己範疇，認真檢

視、瞭解和管理。

受到付款影響的計劃眾多，可是唯有付款計劃有效率，所有其他的計劃才能

順利推進。建立即時的付款機制，讓供應商有資金可以運作，日常操作也能

因此更順暢。

在付款領域應該要尋求專家的合作，和合作伙伴一起找出一個適合企業的

專屬綜合解決方案。

手機付款趨勢雖然目前大多在休閒市場上看到，但是一定會慢慢影響到商務

市場，差旅市場必須要準備好，無論在技術上和心態準備上，差旅經理才能

全面掌握所有付款細節。

數據，也更好設計出完善的付款制度。同

時也應該緊密的與TMC、預定供應商、信

用卡供應商、花費管理工具供應商合作，

打造更順暢、更有效、更靈活、更省成本的

差旅管理流程。

匯豐亞太企業和商務卡區域主管

James Holt補充道，現在最大兩個挑戰

就是日常運作的效率，以及資料獲取系統

的效率。科技雖然可以幫助流程更快更

好 但是科技必須要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

PAYMENT

中國和印度市場要面對的最大挑

戰就是國際化，如大家談到萬事達卡

或是VISA卡不會說是哪一個國家的

付款方式，而是人人都可以有機會使

用的一種付款解決方案、一個提供

服務的品牌，然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

現在仍與中國市場密切掛勾，還沒普

及到全世界，未來一旦國際化成功，

將為非常多旅客提供便利。

好，但是科技必須要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

臉部、照片等識別方式，這時候，解決方

案將更為快速，但是個資的保護尤其在付

款方面會非常重要。企業應該追求數據的

收集，瞭解客戶的需求，接受數據需要花

錢取得，如此數據會更持續、也更穩定。

萬事達卡商業支付區域主管P h i l i p
Glickman強調，在付款方面越來越多企

業願意花資金投入，當資金越來越充足，

科技也就越來越進步，傳統產品逐漸被取

代，所有產品的成本都會慢慢下滑，所有

企業都會越來越重視可持續發展，付款網

絡越來越大。

付款的架構建在消費者之上，不過也正

在轉型；B2B市場出現，小規模新興市場

也在吸引商務旅客的關注。以前人人關心

| 付款科技化的機遇及挑戰 || 付款科技化的機遇及挑戰 |

機
遇

□ 讓付款機制更透明、更多元

□ 可以幫忙處理付款的細節，提高作業效率

□ 讓差旅人士可以自動接受公司建議，也讓公司更清楚了解差旅人士的

消費習慣

 科技必須要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作，要先瞭解客戶需求、收集信息、建科技必須要在有組織的架構下運作，要先瞭解客戶需求、收集信息、建

立好日常運作的基礎，才能很好的使用科技。

  與客人的互動還是有需要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個資保護尤其在電子付款方面會非常重要

  每一個市場都有不同的商務規則與標準，要確保全部都符合，也是一每一個市場都有不同的商務規則與標準，要確保全部都符合，也是一

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批發、企業差

旅相關的虛擬卡市場迅猛增長，尤

其在新興市場，未來其與航空公司、

汽車、酒店、TMC等數據結合，可能

成為最熱門的解決方案。要發展虛

擬卡必須注意旅遊全程都無縫，每

一個環節的供應商數據都納入到系

統之中；同時每一個市場都有不同

的商務規則與標準，要確保全部都

符合，也是一大挑戰。

挑
戰

□

□

□

作，要先瞭解客戶需求、收集信息、建立好

日常運作的基礎，才能很好的使用科技；

而且跟客人之間的互動，雖然可以通過機

器人，但是還是有需要仰賴人與人之間的

交流。

另外，要調整自己的策略，以配合客戶

需求，持續提升自己，為客戶提供更方便、

更好使用的服務和產品，如更有效的高端

自動化產品。此外，生物相關的識別科技

將將逐逐漸漸被被普普遍遍使使用用，如如指指紋紋、聲聲音音、虹虹膜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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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落實同心一致、
共同進退的精神
　  1,500人在同一個時間抵達香港迪士尼，並按照一樣的行程安排，

于同一個時段進入樂園、暢遊體驗、享用餐飲、參與聯歡晚會等。所

以，必須把后勤工作做好，仔細考慮每一項細節，在活動策劃、流程設

計方面，做到一絲不苟。

[ 張廣文—採訪報道、圖片提供—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籌辦單位 ▼  翔順旅行社

活動地點 ▼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 迪
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原野劇

場、明日世界、美國小鎮大街

出席人數 ▼   1,500人

活動亮點 ▼  ①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首次

   包場活動；

  ②于原野劇場舉辦20周年慶祝

   晚會，香港旅遊發展局贊助

   員警樂隊表演；

  ③在主題樂園開放前，于明日

   世界舉行早餐包場，以及在

   美國小鎮大街進行1,500人
   大合照

全聯福利中心20周年
大型獎勵旅遊活動 

由
翔順旅行社籌辦的全聯福利中心20

周年大型獎勵旅遊活動，2018年10月

24至25日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盛大舉

行。 

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于2017年初開業

后，度假區的三家酒店客房總數增至1,750

間，方便香港迪士尼可以更彈性、更靈活地

調配酒店客房資源，為企業賓客提供酒店

包場的選擇。台灣超市集團全聯福利中心

組織了團隊，日前浩浩蕩蕩啟程到香港展

開為期5天的大型獎勵旅遊活動，慶祝集團

20周年，並在抵港第一個晚上入住迪士尼

探索家酒店，成為全球首家在迪士尼探索

家度假酒店包場的團體。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會議展覽及商

務活動策劃總監關嘉麗表示，獎勵旅遊講

求體驗，越是別開生面，就越能讓團員感覺

備受重視，有利于提升團隊的自豪感、歸屬

感。如果團隊能同住同吃、集體投入活動，

更能提升團隊精神，讓參加者感受「共同進

退」的精神。但是，要安排一支過千人的獎

勵旅遊團隊同住一家酒店，並集體進行獎

勵旅遊活動，酒店的接待能力、活動場地

規劃，以至后勤配合，皆需要細緻安排。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擁有主題樂園及

三家酒店，能夠回應這個訴求，安排臺灣全

聯福利中心的團隊全體入住迪士尼探索家

度假酒店，並投入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奇妙

體驗，舉行別具意義的全聯20周年大型獎

勵旅遊活動。

為了讓一千多人同時間抵達、同時進行活

動、同時用餐，然后一起去參與聯歡晚會，

香港迪士尼在活動其間與翔順緊密合作，

一絲不苟地籌備全聯獎勵旅遊團的接待工

作。既有穿梭巴士從香港國際機場接載賓

客直達離機場約十多分鐘車程的迪士尼探

索家度假酒店，也有隨行導遊為賓客統籌

登記入住，安排賓客行李直接送到客房，不

必費時自行處理，方便他們把握時間，直接

轉往樂園投入奇妙的體驗。

全聯的賓客當日在樂園暢玩超過100項

遊樂設施及娛樂體驗。到傍晚時分，賓客分

別在酒店的三家餐廳或者在樂園幻想世界

的皇室宴會廳，一同享用預先安排的套餐，

毋須費時輪候。

特別的是，全聯不單包下酒店，在10月24

日晚上，還在香港迪士尼樂園探險世界的

原野劇場包場，舉行盛大的20周年聯歡晚

會。為了當天在劇場的晚會，全聯的人員從

下午開始即前往劇場進行彩排。當晚，現場

投射着全聯的公司標誌，並由迪士尼朋友

陪同全聯的高層進場，香港旅遊發展局贊

助香港員警樂隊在現場演奏，為聯歡晚會

揭開序幕。現場還分別進行全聯營業部、

基金會演唱，以及董事長的壓軸唱歌表演，

其間加入了多個抽獎環節，全聯的員工在一

遍遍歡呼聲中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不僅如此，第二天早上，香港迪士尼在樂

園再安排全聯賓客獨家在園內享用自助早

餐，由專車接載賓客前往明日世界，現場有

迪士尼朋友現身與全聯賓客互動合照。早

餐過后，全體賓客在美國小鎮大街，拍下千

人大合照。然后再登上旅途，前往其他香港

景點，繼續余下的行程。

 挑戰1   1,500人共進退

提及活動的挑戰和克服方案，關嘉麗指

出，首個挑戰是，本次全聯福利中心超市集

團團隊共1,500人，在同一個時間抵達香港

迪士尼，並按照一樣的行程安排，于同一個

時段進入樂園暢遊體驗、享用餐飲，參與聯

歡晚會等。所以，這次活動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要把后勤工作做好，仔細考慮每一項

細節，在活動策劃、流程設計方面，做到一

絲不苟，讓1,500位賓客都感受到迪士尼賓

至如歸的服務。

從對應的克服方案來看，為確保活動行

程順暢，背后需有龐大而精密的人手支援

及安排行程。全聯團體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后，即有專屬旅遊巴士把他們接載到酒店，

登記入住及行李送到客房等整個過程迅速

機動化，毋須賓客處理，避免了1,500人同時

擠在酒店大堂費時等候安排入住。賓客安

坐在原車，立即前往樂園並在參與集團20

周年晚會前，把握時間暢玩樂園的遊樂設

施和欣賞娛樂表演。

同時，為了方便整個團體在同一個時段享

用晚餐，並隨即參與晚會，香港迪士尼安排

了賓客分別在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的三

家餐廳及于樂園幻想世界的皇室宴會廳一

同享用預先準備好的套餐，毋須費時輪候

入座或點菜。

 挑戰2  減低對日常賓客的影響

第二個挑戰就是如何減低對日常賓客的

影響，因為活動中包含包下全家迪士尼探

索家度假酒店，以及在樂園的原野劇場及

餐廳進行專屬活動，需周全安排。為此，香

港迪士尼樂園的訂房系統提前把迪士尼探

索家度假酒店的房間在10月24日安排為整

體預訂(Block Booking)。

為避免對其他賓客造成不便，原來已經

在酒店訂房的非全聯賓客，則獲安排升級

入住度假區另外兩家酒店。另外，為減低對

其他賓客遊玩樂園的影響，香港迪士尼樂

園進行了場地安排和節目調動，並提前于

各個渠道，包括網站、手機程式等通知賓客

當日的原野劇場的表演場次安排，讓全聯

的工作人員下午可在原野劇場進行彩排，

為晚上七時開始的集團20周年晚會，做好

準備。

客戶正面的反饋

精心的安排終獲得客戶正面的反饋，全

聯對這次獎勵旅遊安排喜出望外，副總經

理鄭大智表示，這次借慶祝集團20周年，安

排公司員工到訪香港迪士尼併入住在同一

家酒店，實在是非常難得。迪士尼樂園多元

化的娛樂設施，加上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

店充滿異國風情的住宿體驗，是這次周年

獎勵旅遊活動的重點。近1,500位人員一同

輕鬆暢遊香港迪士尼樂園，同時入住酒店，

一起享用餐飲，加上酒店客房非常寬敞，感

覺非常奇妙。

「原野劇場也是非常理想的慶典場地，

劇場可以容納約2,000人，有圓形的舞臺，

把觀眾和表演者的距離拉近，這正是我

們要對全聯同人傳達的訊息– 我們同心一

致，在20年歷史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再攀

高峰。」

而翔順旅行社通過這次活動，對香港和

香港迪士尼的MICE活動的特色場地和體

驗有更透徹的瞭解，總經理羅麗瑩指出，

「通過香港旅發局安排的視察，再跟香

港迪士尼的合作，我們為全聯組織了一次

全新的酒店包場體驗，把全聯的20周年獎

勵旅遊也寫進了香港和香港迪士尼的歷史

裡。這對全聯、翔順、香港和香港迪士尼都

是非常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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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8元起入住一晚，含兩張Hel lo, My 
Name is Paul Smith大展入場券及兩份自助早

餐

■ 行政豪華房：2,488元起入住一晚，含兩張

Hello, My Name is Paul Smith大展入場券及

雙人麗思卡爾頓行政酒廊禮遇，包括每日五

次餐飲服務等更多尊貴體驗。

富國島翡翠灣JW萬豪度假酒店誠意邀請賓

客一同慶祝開幕兩週年，並喜迎新年，推出特別

禮遇「Better2Gether」，賓客可以暢享水療中心

Chanterelle – Spa by JW提供各式各樣的水療

療程，或在不同餐廳品嚐與眾不同的獨特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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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Opening Promotion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在中國首都北京開設

的首家奢華酒店-北京王府井文華東方酒

店，將于2019年3月18日盛大開幕。酒店即

日推出驚喜開業禮遇，以賀開業之禧。除尊

享豪華住宿等一系列禮遇，賓客還將額外

獲贈每日888元的消費簽賬額，用于住店

期間的多項消費。

北京王府井文華東方酒店開業禮遇為每

晚人民幣3,088元起，尊享禮遇包括：

•豪華住宿體驗

•每日人民幣888元的消費簽帳額

每日消費簽帳額可用于以下酒店特色體

驗，必將滿足賓客細致多元的需求：

•在MO Bar淺酌京城特色雞尾酒，遠眺

日落紫禁城的絢爛美景

北京王府井文華東方推出尊享開業禮遇
•于紫膳餐廳饕享亞洲美食與粵式點心

•蒞臨尊貴典雅的文華扒房+酒吧，享用

上等牛排與美味海鮮

•置身宛如文人書房的The Library靜心

品茗，怡享小食

•于豪華靜謐的水療中心收穫一場重煥

新生的水療體驗

•坐享舒適豪華轎車機場接送服務

開業禮遇有效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6月

18日。房價為每日每間雙人入住，價格需加

收16.6%服務費及稅費。

此外，酒店設有許多全

年適用的精彩體驗，例

如刺激的水上活動或

平衡身心的瑜伽等，定

能令賓客樂而忘返。

賓客可于即日起至

4月25日期間預訂住宿

禮遇，並享用九折優

惠，每晚客房價格由10,780,000越南盾起。此

項優惠包括以下禮遇：

-兩位成人免費享用每日早餐

-專車接送來回富國島國際機場

-每日于Tempus Fugit 或Red Rum享用三

道菜二人午餐或晚餐

-適用于餐飲及水療中心的2,000,000越南

盾簽帳額(每房)
-享用迎賓飲品

-免費酒店精選活動

Special Journey
入住深圳星河麗思卡爾頓
探索英國設計鬼才Paul Smith

致力于為賓客呈現目的地之魅，探索「中國

的矽谷」蓬勃發展的藝術與文化，深圳星河麗

思卡爾頓酒店為您呈現「藝術人文遊蹤」系列

全新加入的合作伙伴-Hello My Name is Paul 
Smith大展。

預訂「Paul Smith深圳靈感之旅」客房套

票，入住深圳星河麗思卡爾頓酒店，探索英國

設計鬼才Paul Smith充滿靈感，才智及美感的

世界。Paul Smith深圳靈感之旅 客房套票，有

效期至2019年4月15日。

■豪華園景客房：

•1,888元起入住一晚，含兩張Hello, My 
Name is Paul Smith大展入場券

迪拜棕櫚島W酒店提供開業驚喜
萬豪國際集團近期宣佈旗下擴張迅猛

的特色豪華品牌W酒店震撼亮相朱美拉棕

櫚島，迪拜棕櫚島W酒店正式開業。朱美

拉棕櫚島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島嶼，也是

迪拜最具標誌性的景觀之一。作為最新一

家W Escape，迪拜棕櫚島W酒店打破傳統

度假酒店的固有體驗，為這個充滿活力和

動感的城市注入新的生機。

迪拜棕櫚島W酒店為賓客提供開業驚喜

禮遇。即日起至2019年12月，預訂2晚及以

上奇妙客房（Wonderful Room），即可升

級至壯美客房（Spectacular Room），觀賞

無與倫比的城市天際線景觀。在LIV享用

早餐，在W Lounge品嘗下午茶，在Akira 

Back體驗令人腎上腺素飆升的雙人晚餐。

入住需至少2晚。每晚1,750迪拉姆（約合

477美元）。

廣州卓美亞禮庭公寓開業呈獻優惠
廣州卓美亞禮庭公寓（Jumeirah Living 

Guangzhou）坐落于珠江新城核心商務圈，

距離古廟及廣州歌劇院僅幾分鐘路程，鱗

次櫛比的摩天大廈閃閃發光，佇立于其中

的卓美亞禮庭公寓毗鄰廣東省博物館與廣

州國際金融中心等標誌性景點。酒店擁有

108間客房、18間套房及169間豪華公寓客

房，將私人住宅的舒適度和卓美亞非凡的

服務完美結合。2019年3月28日前預定，可

盡享廣州卓美亞禮庭公寓9折開業禮遇。

新加坡麥士威六善酒店網上預訂享開幕體驗禮遇
麥士威六善酒店現于新加坡丹戎巴葛區

Cook Street 2號正式開幕，與姐妹酒店達

士敦六善酒店共同組成新加坡六善酒店集

團的首個城市項目。

位于丹戎巴葛、達士敦及麥士威路交界

的麥士威六善酒店乃豐富的文化遺產所在

地，亦是繁華地區的中心。舊址為豆蔻種

植園的14棟三層及四層高殖民時代建築，

現結合成一個綜合項目，將19世紀歷史建

築搖身一變成為豪華酒店。酒店提供開幕

體驗禮遇，通過六善酒店網上預訂，賓客

可以最優惠價格八五折預訂客房、免費房

型升級及享用兩位每日早餐和經典雞尾

酒。

Anniversary Package
富國島翡翠灣JW萬豪
推出兩週年住宿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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