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要永續發展，「創新」是不可或缺的

關鍵因素。杭州國際博覽中心總經理唐雪

指出，用數字經濟賦能傳統產業，用共用

理念盤活閒置資源，用跨界思維打造商業

模式，在新的經濟形勢下，種種創新理念

滲透在社會生活與發展的每一個環節中，

成為各行各業重塑競爭力的共同選擇。會

展場館如何積極求變，打造融合創新發展

的新模式是重要課題。

「新一代會展場館應該成為線下流量

的價值窪地，借助多元業態間的集成和

協同，通過會展場館會員體系的建設等方

式，吸引客戶從一次性消費到多點消費再到

多次重複性消費，建立依託會展輻射全領

域的產業生態，從而實現客群流量變現價

值的最大化。」

「此外，還可以採取跨界合作的方式，為

場館引入超值的新產品和服務，為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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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霈芯—採訪報道 ] 商務客戶提供差異化尊貴體驗的同時，刺

激消費需求的升級，從而改變會展場館完

全聚焦會展業務的單一商業模式。」

她以杭州國博中心為例，從運營至今不

斷升級，最新提出打造「第六代會展場館」

的發展目標。在第八屆中外會展項目合作

洽談會上，杭州國博APP與文創品快閃店

引發關注。

從活動資訊到場地預定再到餐飲推薦，

杭州國博APP以用戶思維為嚮導，加之全

場景、全業務、全流程覆蓋，打通了線上線

下運營服務的壁壘，在促進會展行業進步

的同時，助推產業轉型升級。這既是將智

慧體驗融入用戶思維的創新之舉，也是杭

州國博打造「第六代會展場館」的一大舉

措。

會展活動組織年輕化

此外，現在的組織形式，讓傳統的會展人

不得不注意到會展活動組織年輕化趨勢。

她指出，以去年雲棲大會2050的會議，

該會議實際上就是短短的二個月時間，來

自全球的2萬多名年輕人彙聚一堂，完全就

是靠自願的形式加進來，以王堅博士為主，

生成了100場論壇、100場的團聚活動，搭了

500個帳篷，這二天都沒有人去洗澡，也沒

有人去抱怨，這種型態的會可能越來越多，

組織形式完全顛覆傳統組展形式。

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活動主辦者，從

經營活動到經營人群，不確定這不是會展

本質的一種改變，但最起碼它是一種新會

展的體現。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會展活動案例，即

在大會展的背景下，作為一個集展會、演

出、狂歡節、體驗活動于一體的新物種，

淘寶造物節通過年輕活躍的想像力、無處

不在的黑科技、線上線下融合的新模式衝

擊着傳統展會，拓寬了行業邊界，也為未

來會展如何「造」提供了啟示。

她特別指出，淘寶造物節預示着會展將

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會議、展覽模式，更需

要著眼新科技、新場景、新服務、新體驗。

從線下到線上，受眾已成為展會的自媒介，

多渠道、多角度、多方式的分享成為資訊時

代會展行業亮點。

值得關注的是，線下展會觀眾與線上互

聯網受眾都是社區生態的參與者，會展活

動的優劣勢都將被互通互聯的自媒體傳播

無限放大。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下，內

容設計、現場服務、輿論趨勢，社群價值所

帶來的口碑效益，將不可估量。

即將于今年9月30日前正式投入運營的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迎來首個線上旅遊行

業的戰略合作對象。5月7日下午，攜程集

團與大興機場簽署戰略合作協定。協定顯

示，雙方將充分利用大資料等新技術推進

業務創新，並在中轉、空地聯運等領域開

展深度合作，助力大興機場打造「智慧機

場」。

據大興機場方面介紹，該機場定位為大

型國際樞紐機場，是支撐雄安新區建設的

京津冀區域綜合交通樞紐。根據計劃，大

興機場在2021年和2025年將分別實現旅客

輸送量4,500萬和7,200萬人次的建設投運

目標，並將推動京津冀機場群成為世界級

機場群。

對于本次與攜程的合作，北京大興國際

機場管理中心總經理姚亞波表示，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上面提到的幾點合作方向，

中轉聯運產品、大資料資訊、聯合營銷宣

傳、航旅協同發展，這幾個契合點抓得非常

准。

以大資料資訊合作為例，攜程方面介

紹，目前，攜程的服務已覆蓋旅行前、旅

行中和旅行后的完整服務鏈，業務涵蓋機

票、酒店、旅遊、火車票、租車、門票等所

有旅遊行業細分領域。另外，攜程在全球

的3億多用戶，每天通過搜索、流覽和預訂

所產生的資料，大約在50TB左右。

據介紹，通過挖掘大資料，攜程可以在

機場運營等方面提供支援。

比如，在暑期、國慶等出行高峰期，通

過分析旅客預訂大資料，能夠進行大客流

攜程、大興機場合作打造智慧機場
Airport

預警，將為機場完善交通保障應對方案提

供支撐。另一方面，可以為旅客提供個性

化、定制化服務資訊推送，提升使用者體

驗。

攜程集團CEO孫潔表示，攜程在協助大

興機場建設的同時，也將為大興機場運營

管理提供大資料支援，助力「智慧機場」、

「人文機場」的建設。未來，雙方將共同努

力，在產業發展上建立長期的、更深入的

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事實上，根據戰略合作協定，雙方還將

在空空中轉、空地聯運、精准營銷等領域

進行深入合作，提供連接大興機場的全方

位、立體化出行解決方案。這在促進大興

機場綜合交通樞紐建設的同時，亦將有助

于大興機場提升中轉量和中轉效率。

全方位體驗智會獅城

5月12-16日，由新加坡旅遊局主辦的一

年一度大中華區會獎業大會在獅城舉行，

這是新加坡旅遊局首次將大會帶到新加

坡。本次活動以“智‘會’獅城”為主題，為

與會者搭建了一個切身體驗、加強合作的

全方位智慧溝通平臺，讓來自新中兩地的會

獎旅遊業業者在此交流經驗、碰撞靈感。

共約60家中國會獎業和近80家新加坡業者

出席本屆盛會。

新加坡旅遊局副局長歐燕媚表示，新加

坡旅遊局期待借此加強中國會獎業者對于

新加坡會獎業的深度和全面認知。新加坡自

建國以來，秉承創新與傳承相容並包的智慧

態度，鑄就了豐富的會獎資源、基于多元文

化的獨特體驗，成就了獅城獨具魅力的會

獎旅遊風貌。本次活動也特意安排了摩托

車巡城、龍舟競技、香水調製、小印度街步

行、塗鴉、動物園團建、自製紙杯蛋糕、品嘗

甘榜格南美食、參觀雙溪布洛等十二個體驗

環節，以及于當地著名餐館用餐，享受娘惹

菜、新加坡菜、中菜，還有菜園體驗。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新加坡共接待200
萬人次的商務會獎旅客，同比增長14%；商

務會獎收益同比增長10%，達34.4億元新幣

（約合人民幣1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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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文—新加坡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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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行商旅首席執行官朱德久

龐巴迪新機款環球7500亮相中國市場

2   TTG-BTmice China-May/June 2019

NEWS

Travel Management

匠心品質融入差旅管理全鏈條智慧4.0階段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Corporate Jet

過去幾年，已經有越來越多企業認識到

做差旅管理是企業節流非常有效的方法，

對于商旅服務商的要求也變得越來越高。

對差旅管理公司來說，為企業提供專業的

系統和創新的技術是基礎，也是工具，但

不可或缺的還有專業服務精神及匠心品

質，這裡的匠心品質包括技術創新、服務

提升、產品豐富等方面要貼合企業的需

求，將服務的細節融入到差旅管控系統流

程中去，進入如今的全鏈條智慧4.0階段。

「這是很多差旅管理公司難以做到的，

也是不願意花精力和時間去做的，但事實

上，隨着差旅服務企業提供服務的同質

化，匠心品質才是獲得企業客戶認可的關

鍵。」

優行商旅首席執行官朱德久在中國商

務差旅創新大會上表示，目前中國的差旅

公司也有幾個發展趨勢。

■ 首先分工更明細，有技術服務商、系

統集成商，還有差旅服務提供者、產

品供應商、資金解決方案的提供商等

等。

■ 第二，在各個專業、各個領域大家提

供的專業水平比原來更精細；聚合

度趨勢越來越高，目前全國的投標公

司，看起來不超過20家，能夠在全國

投全國性標的已經不是很多了，所以

聚合度進一步收縮。

■ 此外，差旅管理的產品鏈也更廣，以前

做差旅主要還是以國內機票為主，但

是現在已經有機票、酒店、火車票、高

鐵、用車、簽證等等；

■ 在技術方面的智慧化程度也更強，現

在大資料、雲計算、AI技術逐步引入

到差旅系統裡面。

他進一步表示，隨着資訊技術的創新和

支付手段的發展，中國的差旅管理經歷了

幾個階段的發展，差旅管理的條件逐漸成

熟，進入如今的全鏈條智慧4.0階段，差旅

系統和差旅管控已經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

系統，財務費控系統興起，財務共用中心

盛行，OA系統、人事系統、報銷系統等系

統與差旅系統可以實現無縫對接。全鏈條

打通的結果是，全流程、一體化、智慧化的

差旅管控成為現實。

比如和費控系統、OA系統、內部管理

系統進行打通，這些都是全鏈條智慧4.0

階段。這階段對現在的企業來說，全鏈條

成本節約包括服務提升已經成為可能，也

是企業所追求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的過程

中，最主要的是目前企業包括專業技術服

務商、差旅管理系統的集成商，他們所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相對幾年前來說也較完

善，所以能夠讓中國更多的企業使用。

據其介紹，實施全流程智慧化差旅管控

要依循四大步驟：

第一，集中管控。首先在公司裡面要成

立一個項目組，涉及到的部門非常多，包括

行政部、總經部、資訊中心等等方面，所以

要成立一個跨部門的項目小組。

第二，系統模式的決定。有SAAS模式，

有當地語系化部署模式，這個要根據企業

需求和企業規模大小，以及與企業文化息

息相關。確定系統模式以后，這時候要對

整個系統和服務商招標。另外是資源整

合，通過服務商和企業自己，然后和上游

資源方，比如航空公司、酒店集團以及註

冊公司等等方面，簽訂最優惠的大客戶協

定價格，包括內部相應的資源，做一些整

合。

第三，流程規範和梳理。過程中，進行

差旅政策的細化以及管控流程的設置、

結算流程的優化。對企業來說，實施企業

差旅管理，包括員工共用服務中心這塊是

息息相關，它是對公司流程再造和流程梳

理。通過流程再造和梳理，能夠進一步提

升公司的便捷，從而使差旅管理到了可

控、簡單的地步。

第四，系統對接，包括OA對接，人事系

統對接，費控系統對接等等。

把這四步進行實施和落地以后，企業就

能夠很快速地、便捷地實施智慧化全鏈條

化的差旅管理。

他也說到，全流程智慧化4.0階段的差

旅管理為現代企業帶來了更多的選擇和機

遇，圍繞着差旅管理這一細分的領域和市

場，已經有很多這一生態鏈上的合作伙伴

可以提供較為成熟的解決方案，讓很多企

業少走彎路，並且節約了大量的時間、精

力、資金投入。

在2 019亞洲商務航空大會及展覽會

（ABACE）上，龐巴迪帶來其旗艦機型環

球7500飛機參展，這也是該機型投入使用以

來在航空展上的首次亮相，據展會消息，香

港麗翔公務航空有限公司已確認了四架環

球7500公務機訂單。

環球7500飛機的航程為7,700海裡（14,260

公里），能夠從北京、上海和香港出發，不

經停直飛紐約、倫敦以及米蘭等城市，還可

從新加坡直飛溫哥華。

龐巴迪公務機中東、非洲、亞太及中國

地區銷售副總裁KHADER MATTAR表

示，「伴隨着中國GDP的增長，中國公務機

市場還在不斷增長，沒有觸頂。中國現在應

該是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市場之一，對于公

務機來說，市場增長還將繼續。」

KHADER MATTAR進一步表示，「目前

龐巴迪公務機在大中華區佔有率為31%，排

名第二。在大中華區市場增長需要注意兩

點，一是要有優秀的產品組合，二是要能提

供滿足需求的優質服務。而目前可透露的

是，關于環球7500的訂單已經確定到2022

年，訂單接收非常健康和穩健。」

而在服務方面，龐巴迪在中國也早已有

佈局。在今年亞洲公務航空大會及展覽會

上，龐巴迪亦對外分享其對中國公務機客

戶的支援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

龐巴迪公務機天津服務中心已成為引擎

製造商霍尼韋爾、通用電氣和羅羅的授權

服務中心。這項授權充分表明這些知名公

司對該服務中心技術人員的專業能力充滿

信心。客戶可以由熟悉其飛機的團隊，在中

國為他們的公務機引擎提供服務。

此外，龐巴迪還在其天津服務中心開設

新航線維護服務。這個新團隊能為在以下

監管機構註冊的各種挑戰者和環球機型的

飛機提供AOG（因飛機故障停飛）移動維

修服務，以及定期和非定期的維修服務，

其中包括歐洲航空安全局、美國聯邦航空

局、加拿大、百慕大、開曼群島、阿魯巴島、

卡達、曼島、聖馬利諾和根西島。

自兩年前運營以來，龐巴迪公務機天津

服務中心已獲得越來越多航空管理部門的

批准，現已可以為在中國、香港、澳門、開

曼群島及百慕大群島註冊的環球、挑戰者

和里爾機型提供全方位的定期和非定期維

修服務。歐洲航空安全局和美國聯邦航空

局的認證正在進行之中，以進一步擴大客

戶支援網路。

根據霍尼韋爾第27期年度全球公務航空

展望，公務機行業預計將在短期至中期內

實現強勁增長，2019年到2028年，新公務

機交付量將達7,700架，總價值約2,510億美

元。而亞太地區調查結果顯示，未來五年

內，新飛機採購量比重將占現有機隊數量

的12%。

2 0 1 9亞洲商務航空大會及展覽會

（ABACE）4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虹橋國

際機場公務機基地舉行。亞洲商務航空會

展是全球四大航展之一，2012年首次落戶

上海，今年是在滬舉辦的第8屆，由美國國

家公務航空協會（NBAA）、上海機場集團

（SAA）和亞洲公務航空協會（AsBAA）聯

合主辦，囊括各類最新航空產品和服務，是

亞洲最大商務航空會展。

（
攝
影‧

劉
霈
芯
）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2019年到2028年，新公務機交付量將達7,700架，總價值約2,510億
美元。未來五年內，新飛機採購量比重將占現有機隊數量的12%。

（
提
供‧

龐
巴
迪
）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

報告中提到，將合理擴大有效投資，緊扣國

家發展戰略，加快實施一批重點項目，包括

通用航空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

根據《通用航空「十三五」發展規劃》，

到2020年，中國將建成500個通用機場、

5,000架通用飛機。此外，公務航空產業的

發展將會得到來自地方、國家和國際政府

的大力支持。

從當前產業規模上看，國內通用航空運

營企業從2010年底的111家增加到2018年
底的422家，通用航空器的數量從2010年
的1,010架增長到2018年的3,229架，獲民

航局頒證的通航機場數量從2010年的175
座增長到2017年底的229座。

擴大通用航空投資力度

Avi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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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奧會展集團于上海設立亞太地區辦事處 
MICE Operator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珠海會展中心推進二期擴建工程
Zuhai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Sabre：差旅公司被要求節省成本
Survey

隨着在亞洲市場的快速發展擴張，智奧

會展集團（GL events）繼2016年在倫敦及

2017年在紐約成立全球銷售辦事處，今年

智奧會展集團也在中國上海建立亞太地區

辦事處，大力發展中國市場，並首次參加

今年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IT&CM 

China）。

法國智奧會展集團（GL events）創立于

1978年，總部位于法國里昂，是巴黎證券

交易所的上市企業。其核心業務由三大板

塊構成：場館管理、展會主辦、活動與體育

賽事運營。通過90多個全球辦公室構成的

龐大網路，智奧會展每年主辦200場展會、

管理50個場館、服務3,700多場活動，是27

個會展目的地的城市推廣的主力軍。2018

年，智奧會展集團的綜合收入超過10億歐

元，在全球會展企業中位居前茅。

智奧會展集團（上

海）有限公司全球場

館銷售總監李珂表

示，MICE產業已是中

國飛速發展的行業之

一。而中國的MICE活

動組織者，已經不滿

足于只在國內開展會議、會獎旅遊、展覽

和活動，更多組織者出于各種目的，傾向于

把MICE活動帶到國外。然而繁雜的流程、

陌生的場地環境、不同的語言等問題都成

為了中國的MICE組織者需要考慮的因素，

也成為了眾多有意願到國外舉辦MICE活

動的企業、組織的阻礙條件。集團選擇在

上海成立辦事處，就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中

國越來越多需要舉辦境外活動的客戶。

她指出，智奧作為全球城市綜合會展運

營商，集團看好中國會展市場，在今后的

業務發展中也會持續分享集團旗下在世界

各地跨區域、跨板塊協作聯動的經驗。在

進軍中國市場方面，今年3月底法國智奧會

展最新和中國國際展覽中心集團公司簽署

戰略合作，中展集團與法國智奧會展的合

資公司——中展眾合將專注于建材、門業、

家居軟裝和暖通衛浴等建築細分領域主

辦展會，每年展會總展出面積達70多萬平

方米。其中，超10萬平方米以上的展會有中

國（北京）國際建築裝飾及材料博覽會、中

國（北京）國際牆紙布藝窗簾暨家居軟裝

展會、中國國際門業展覽會暨中國國際集

成定制家居展覽會、中國國際供熱通風空

調、衛浴及舒適家居系統展覽會北京展。

李珂進一步表示，智奧會展場地網路的

幾大優勢，包括集團旗下管理運營的場地

分散在主要的商務旅遊目的地：巴黎、巴

賽隆納、布魯塞爾、布達佩斯、廣州、里約

熱內盧、聖保羅及其他17個城市；同時超

過40個場館運營囊了多樣化的活動空間，

包括會議中心、展覽公園、音樂廳、體育

場和接待場所可舉辦各類活動，從10人到

10,000人的規模都能實現，滿足客戶在全

球目的地舉辦會議活動的不同需求。智奧

會展並為中國客戶提供提供廣泛的服務，

從場地推薦與選擇、與場地的溝通與協調

以及場地視察及多語言服務等在項目的每

個階段為客戶提供支援。

另外，作為展會主辦、展館運營以及展

會服務等系列服務的全球供應商，智奧會

展集團也計劃向業界推介兩個亞洲新展

館：日本愛知天空會展中心（將于2019年

8月正式開業）和中國廣州越秀國際會議

中心（將于2020年 5月正式開業），以及今

年新成立位于上海的全球場館亞太區銷售

處。

據悉，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正在積極推進

二期擴建工程，期望借由全新的設施設

備，吸引更多企業團隊到訪珠海舉辦活動，

同時，進一步加大珠海MICE優勢，提高當

地MICE接待能力，順應大灣區的后續發

展。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

銷售部會議及宴會銷

售運營經理廖思琦介

紹到，珠海國際會展

中心正在建設的二期

項目，總建築面積27

萬平方米，將進一步延展公共廣場和濱海

空間，多功能的空間組合設計兼顧會議、展

覽、宴會、發佈會、演唱會等功能需要。其

中，地上建築面積約176,543.11平方米，地

下建築面積約94,780平方米。項目定位將以

滿足會議需求為主，包括8,000和7,000平方

米無柱大型多功能廳、1,200平方米圓桌會

議廳、500座貴賓階梯報告廳、3,000平方米

室外觀海平臺，以及三層街區式商業體與

一層獨立商業區。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由華發集團投資建

設，位于珠海十字門中央商務區灣仔片區，

占地面積26.9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97

萬平方米。一期項目總建築面積約70萬平

方米，集會議、展覽、酒店、劇院、甲級寫字

樓及商業配套于一體，是一個大型會展綜

合體，可同時提供逾萬人的高規格宴會服

務，滿足展覽、會議、宴會、賽事、演唱會、

嘉年華、發佈會等多樣化使用需求。一期

室內淨展覽面積30,000平方米（可分為六

大展廳，提供約1,600個標準展位），設有

45個多功能會議廳室(提供20至4,500平方

米的會議空間)、4,500平方米無柱宴會廳、

2,000平方米的多功能廳，以及4,000平方米

專業宴會廚房和4,800個停車位。

周邊配套還包括三家酒店，也就是珠

海瑞吉酒店(251間)、珠海華發喜來登酒店

(548間)、華發會展行政公寓(454套)，以及共

1,164個座位的華發中演大劇院，還有珠海

中心、餐飲、娛樂、零售綜合體—十字門華

發商都、珠海橫琴國際網球中心。當中，總

用地面積約11.7萬平方米的珠海橫琴國際

網球中心，共分兩期建設，目前一期已建成

一片5,000座中心球場、一片1,500座比賽球

場、四片250座比賽球場，以及12片室外訓

練場。

目前珠海國際會展中心承接過的重要展

覽包括：中以科技創新投資大會、中國-拉

美國際博覽會、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

傳播論壇、中國(珠海)國際人力資源服務

產品與技術展覽會、中國(珠海)列印耗材

展、中國珠海留學生節暨海外學人回國創

業周、中國(珠海)先進製造業機械裝備展

覽會、中國(珠海)綠色創新電力大會暨展覽

會等。

根據Sabre的調查顯示，隨着整個地區

的經濟繼續呈現增長態勢，越來越多的公

司希望他們的企業差旅管理公司能夠為其

業務成功做出貢獻，並要求他們尋找門到

門的旅行預訂解決方案，整合相關費用，

以及最重要的一點，要確定節省成本的各

種機會。

近7/10（6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被要求

確定節省成本的方式，而這種注重成本的

方法則促使旅行管理公司尋找最大程度降

低支出的新途徑。不過，該地區的高端經

濟艙市場仍然持續發展，有1/3的旅行管理

公司表示，去年高端經濟艙的預訂增幅接

近5%。

調查還顯示，由于與旅行相關的費用成

為各大公司的主要考慮因素，將預訂從商

務艙轉為經濟艙的降級操作占預訂量接近

40%。而且，接近1/4的人認為他們的LCC

（廉價航空公司）份額顯著增加。

（
攝
影‧

劉
霈
芯
）

（
攝
影‧

張
廣
文
）

■總建築面積：27萬平方米

■地上建築面積：約176,543.11平方米

■地下建築面積：約94,780平方米

■ 項目定位：將以滿足會議需求為主，包

括8,000和7,000平方米無柱大型多功能

廳、1,200平方米圓桌會議廳、500座貴

賓階梯報告廳、3,000平方米室外觀海平

臺，以及三層街區式商業體與一層獨立

商業區。

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二期項目

全球差旅與費用管理解決方案公司SAP 
Concur正式宣佈，在上海建立中國研發中

心，更好地為中國客戶提供定制化的產品和

解決方案。同時，SAP Concur將全面推廣其

智慧費用管理的理念，進一步為中國企業的

全球化發展保駕護航。

SAP Concur全球移動應用產品與戰略

副總裁Deepak Seth表示，憑借創新科技

和26年的行業實踐經驗，SAP Concur一直

致力于為企業客戶提供高效、互聯、易用的

差旅和費用管理解決方案服務。在當前中

國政府鼓勵外企在華投資的背景下，SAP 

Concur積極履行對中國客戶的長期承諾，通

過建立中國研發中心等一系列措施，不斷加

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

同時，伴隨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SAP 
Concur也將結合本地解決方案和全球實踐

經驗，助力中國企業在全球舞臺上實現更加

穩健、高效的發展。

此外，SAP Concur還宣佈，與攜程商旅聯

合打造的差旅與費用管理一體化平臺得到全

面升級，從預訂模式、差旅體驗和審批管理

三個維度，為企業和員工帶來更加便捷、高

效的差旅和費用管理服務。

Solution SAP Concur建立中國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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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第十三屆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覽會覽 (IT&CM China)暨第五屆中國國際商旅大會(CTW China)日
前在三天會程中，引入了入了入 許多全新環節，備受期待的開幕主題演講為本次（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暨中

國國際商旅大會定下了基調，突出了「創新」對行業可持續發展的角色及重大意義。

[ 劉霈芯．張廣文—採訪報道 ]

展會通過積極創新，
實現可持續發展

↑國旅國際會議展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帆先生
（左）、TTG亞洲媒體董事總經理黃漢明先生（Darren
Ng）（中）、國際展會策劃集團（MP International）執
行董事黃瑞斌先生（Jason Ng）（右）

今年展會的主題演講採取了激發靈感的

TED 演說模式，綜合三種不同的視角，探

討中國會獎旅遊行業的企業組織在未來幾

年如何通過積極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並跟上時代趨勢的腳步。步。步

展會上的發言嘉賓均為各自領域的領

袖人士，包括杭州國際博覽中心及北辰時

代會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唐雪、Springtime

Design Limited (Hong Kong)設計總監

兼董事總經理Chris Dingcong、niHUB

Innovation Center & Starupupu Accelerator &

Incubator 創始人、首席執行官兼投資管理

人 Lucas Rondez 和廈門國貿會展集團有

限公司總經理邱國躍等。

主題演講主持人、國際會議協會亞太區

處長Noor Ahmad Hamid先生認為，「創「創「

新是一個跨越行業的熱點主題。中國（上

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和中國國際商旅

大會從分享會獎旅遊行業內外成功案例中

的觀念和想法入手入手入 ，這個開場十分巧妙。」

須保持活力及跟進最新趨勢

TTG亞洲媒體董事總經理黃漢明先生

（Darren Ng）在發佈會上亦表示，如今

在會展行業，保持活力及跟進最新趨勢越

來越重要，因此今年將「創新」作為展會

各項活動的重要主題，包括前述的TED形

式展開開幕主題演講「創新帶動可持續發

展」、在展會期間與會者通過會獎旅遊創

新空間與供應商見面並見證他們的創新科

技，以及應對行業挑戰的最新解決方案。

另外，在為期兩天的創新分享午宴交

流活動，與會代表可借此接觸會獎旅遊

領域的初創企業，了解他們針對當前和未

來行業挑戰而打造的創新解決方案。今

年參展的初創企業及科技公司、科技人

才包括百會通、247 玩樂行、CrowsNest 、

Guiddoo WoWoW rld、每刻科技和 UST 終極科

技。他們在面向所有代表的創新分享午宴

上結合案例研究，分享最前沿的解決方案

與洞察。來自初創企業和科技企業的英才

通過案例研究和演示，分享最新的創新概

念和趨勢及分析解決方案。

來自Allied Market Research的一份報告

顯示，從2017年到2023年，全球會展業預

計將以7.5%的複合年增長率在2023年達到

12.45億美元，且亞太地區同期複合年增長

率將達到8.6%。

參會者對活動回報標準更嚴格

顯然會展業正在蓬勃發展。國際展會策

劃集團（MP International）執行董事黃

瑞斌先生（Jason Ng）也在會上表示，過

去會展活動的目的是為參展商和贊助商提

供一個互動和交流的平臺，現在他們對參

與這些活動的回報有了更嚴格的衡量。隨

着社交媒體和技術的廣泛應用，企業現在

能夠接觸和聯繫更多的受眾，進一步擴大

自己的網路。除了接觸受眾外，企業還重

視與用戶發展及維護關係的方式，並讓這

些受眾與企業的品牌和內容進行互動。隨

着千禧一代逐漸成為目標受眾的主體，與

他們互動已成為當務之急。

他進一步表示，企業的營銷目標發生了

變化，會展業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點，以便加

緊努力滿足這一需求。包括會展專業組織

機構、會議專業組織機構、場館、會議、旅

遊局等主要行業從業者，皆必須創新，確

保會展活動所有利益相關者和參與者的參

與回報。而隨着數字趨勢和技術的不斷發

展，會展專業人員亦必須充分利用數字平

臺提供的機遇，以滿足行業不斷變化的需

求。

根據行業發展的需要，今年I T&C M

China及CTW還推出多項其它新舉措，以

促進會展從業者之間的雙向對話。如舉行

破冰環節，讓參與者在活動開始前就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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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如此一來，互動就可以延續；另一個

新舉措是一個快速約會會議，讓IT&CM中

國的參展商見面，並讓參展商在CTW中國

與企業買家見面。

其中，第一天舉行的「向大家問好」首

次互動式破冰活動，邀請了近 300 名參

展商、買家和媒體代表參加。主持人是 

Gaining Edge 的高級顧問及合伙人 Mike 

Williams 以及 IME Consulting 高級經理

Olivia Jia，他們把氣氛烘托得很熱烈，大

家都積極地相互介紹並分享參加今年活動

的目標，這無疑為展覽期間的商業活動定

下了友好的基調。 

智奧會展國際營銷主管Natalia Agrel
稱讚道，「破冰環節是我們在相對非正式

的氣氛中與買家會面、並建立第一次聯繫

的一個絕佳機會。我們有機會與不少買家

和我們行業中的其他重要參與者面對面交

流，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機會獲得開拓中國

市場的參考資訊和業界標準。」

亞太發展籌資機構協會(A D F I A P)
項目和活動負責人、協會買家A r l e n e 
Orencia 表示，「展會全新的手機應用程

式的首次亮相，讓我們更容易高效地獲取

個性化的議程和展會資訊。此外，免費的

上海美食之旅是 一次全新的體驗，我非常

喜歡！這次展會組織得非常好，我要讚揚

主辦方工作人員對我的請求作出的及時迅

速回應。」

展會商旅管理精英代表–中國國際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王瑋評論道，

「我對為我們企業代表定制的中國國際商

旅大會以及演講嘉賓所談到的行業趨勢印

象深刻。從中我獲得了許多企業商旅管理

方面的新想法，同時瞭解了當前的市場情

況。這些論壇是非常有幫助的。」

IT&CM China 2019與會代表統計

CTW China 2019與會之商務旅行行業人士

At a Glance

展商                                    708 

買家                       493 

媒體         55

新買家 : 既有買家

81%     19% 37%     63%

國內買家 : 國際買家

▼買家類型

會獎行業買家 62%

協會買家 

18% 20%

企業買家

展位展商            16 

商旅管理精英                        195

演講嘉賓         39 

會議代表              70

中國  92%

中國  96%

亞太地區及歐洲

亞太地區及歐洲

8%

4%

企業轉向關注供應商管理、共用經濟及技術應用
Survey

Corporate Travel World (CTW) China主

辦方TTG Events 和 TriStar International 

的子品牌TriStar Research聯合發起和出品

一項中國和亞太地區商務旅行現況的市場

調研。從整個調研關鍵資訊報告，可以發

現企業關注點發生了些許變化，從去年的

便捷和效率轉向聚焦供應商整合管理、共

用經濟、技術手段的應用、支付方式選擇

等方面，這體現了當下經濟形勢下，企業的

務實和開放的態度。

本次調研共花費了數月，並隨訪了100多

位調查對象，他們基本都是擔任差旅和商

務會議和活動的採購和執行負責人，並給

予了很多有益的看法和建議。這次調研涵

蓋的領域包括了工程技術、電腦科技、生

產製造、物業管理、物流企業、金融財務、

電子商務、醫療器械、生物製藥等。

根據調研結果，在差旅項目的影響力方

面，前三名分別為降低航空公司機票開支

成本(72%)、共用經濟(72%)、新技術和線

上管理系統的使用(54%)。而2019年將依序

主要關注分享經濟(47%)、虛擬及電子支付

(45%)和酒店集中採購(32%)。去年調研，次

序則分別是資料安全和保密性(91%)、移動

服務(78%)環境因素(74%)。

對于未來兩年差旅經理的主要三大職責

範圍，90%認為是會議及相關活動管理、

72%認為是收支管理、63%認為是企業社

會責任、關注義務、風險管理。

利用技術手段降低出行成本

隨着當前國際經濟形式和中國經濟情況

的嚴峻，公司要把控好差旅管理會首選考

慮的兩個方法分別為：利用技術手段提高

效率、降低出行成本，以及同差旅公司談

判並下調服務費。

2019年被關注的前五大關鍵績效指標包

括：不符合差旅政策的員工/部門的分析、

改票/退票與相關費用的分析、平均票價趨

勢分析與基準設定、可避免的差旅情況分

析（通過電話、視訊會議等方式），以及未

節省機票費用（與最低票價相比）。 

從國際性和本地差旅服務公司的差別

來看，國際性商旅公司仍較具優勢，包括：

合規控制(95%) 、先進的科技手段支援

（本地 / 國際性）(90%)、能提供更多產品

(85%)、有保證的服務品質(55%)。

科技最終替代
差旅管理服務將是趨勢

隨着科技的發展，很多面對面的交流可

以用技術來代替出差，節省了成本，在預見

這些變化對將來供應商選擇可能帶來的變

化上，45%認為科技最終替代差旅管理服

務將是趨勢、35%認為技術服務公司將替

代部分差旅服務工作、20%認為多數公司

的出差預算將下降。

鑒于目前類似Concur和國內的如易快報

等採購和付款模式出現，會考慮採用此類

模式並有此意向者達74%。

在預定機票、住宿或者租車時，公司最

希望的支付方式，36%為供應商墊付、公司

定期結算，36%個人卡，18%公司信用卡，

10%公司一卡通。

就商務會議及活動分析結果而言，公司

2019年會議總預算相比2018年的支出，在

變化幅度上，45%大致維持不變、27%將增

加10%-30%、18%將增加30%以上、10%減

少10-30%。

而從公司對2018年會議服務各方面的

滿意度排名來看，依序是合規控制(91%)、

會議場地(80%)、旅程安全(80%)、成本控

制(80%)。去年調研，除了成本因素，企業

客戶認為考核時重要性依序是會議場地

（92%）、服務品質（87%）、成本控制和合

規控制（80%）。如今看來，基本做到。

管理層的支持
有助加強會議管理

就將採取加強會議活動管理的措施而

言，前兩名為管理層的重視與支持，以及

充分利用會議與活動管理工具。其他措施

還包括：集中管理會議活動、多渠道收集

與分析會議活動資料、通過採購部門的支

持提高談判效率。去年，集中管理會議活

動列為首選措施來加強會議活動管理。

另一方面，公司在考核2019年會議採購

時，對成本以外的其它因素重要性排名，

從第一到第八依序是：旅程安全、服務品

質、合規控制、會議場地、交通及接送服

務、成本控制、餐飲服務、會議用設施及附

加服務。

而公司2019年在使用類似全球會議操

作管理系統（e.g, Cvent, MeetingPlus）的

需求上，25%的需求度為強烈需要、25%的

需求度為計劃在2019年這麼做、40%不需

要但計劃在不久的將來這麼做、10%不需

要。去年調研時僅有8%的知名公司使用會

議作業系統管理系統，有13%的公司表示

2018年將使用。

從線上技術平臺帶來的便利來看，包括：

更便于合規管理(45%)、更便于採集資料

(20%)、更有效率和便利(20%)、更節約成本

(15%)。這些平臺如果是有償的，45%會考慮

使用、46%不確定、9%不會考慮使用。

共用服務可帶來效率及便利

另外，市場出現的共用服務，帶給公司商

務會議和活動的變化，包括：更有效率和

便利(30%)、更便于採集數據(25%)、更便

于合規管理(20%)、更節約成本(15%)、不

瞭解(10%)。

此外，在支付企業會議和活動費用時，公

司最希望的支付方式，45%為供應商墊付、

公司定期結算，同時，37%為公司信用卡、

18%為個人卡。

差旅項目影響力的前三名

1.降低航空公司                      
72%

 機票開支成本

2.共用經濟                            72%

3.新技術和線上               
54%

 管理系統的使用

2019年會議總預算vs2018年支出 對會議操作管理系統的需求 線上技術平臺帶來的便利

大致維持不變                          45%

將增加10%-30%          27%

將增加30%以上      18%

減少10-30%              10%

更便于合規管理                      45%

更便于採集資料      20%

更有效率和便利      20%

更節約成本         15%

強烈需要                        25%

計劃在2019年這麼做        25%

不需要但計劃在                       
 40%

不久的將來這麼做  

不需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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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轉向關注供應商管理、共用經濟及技術應用

總結來看，在商務差旅方面，相較跨國

企業，中國市場存在更多的本土私企、民

企、國企等，這些企業正在摸索差旅管理

的思路，但限于體制和管理方式，對差旅

的管理基本還是很本土化，其使用的代理

公司，基本只能算是機票代理公司，而談不

上是差旅管理公司。因此，市場更需要懂

得因地制宜、接地氣、具國際水平的差旅

管理方式。

本次調研在差旅板塊，企業客戶表示在

2019年將更多的關注了機票價格和政策、

新技術在管理和操作中的使用、擁抱共用

即使長灘島封島半年，去年仍有712萬

外國遊客前往菲律賓，創歷史新高，其中

中國遊客增長了近30%。菲律賓國家旅遊

推廣署借2019年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

博覽會的平臺，積極宣傳當地MICE資源，

期待吸引更多中國企業單位到訪舉辦各式

MICE活動。

菲律賓國家旅遊推

廣署MICE部門活動

營銷和服務部門項目

第一開發官員Jelline 
Jazel J. Cruz表示，

在2018年，即使長灘

島封島6個月，仍有逾712萬名外國遊客抵

達菲律賓，創下歷史新高，較2017年的662

萬人增長了7.65%。大多數外國遊客是在

2018年12及1月抵達菲律賓。當中，中國客

源排名第二，僅次于韓國，達125萬人次，

經濟，以及任何新支付手段。企業差旅負

責人認為今后其職責主要是：監控不合規

定的差旅出行，及退票和相關費用的監控

和分析。為了更好的管理整體機票成本，

企業考慮把MICE中的團隊機票業務，轉

由TMC公司負責，或單獨競標。

就中國目前的主流商旅市場來說，國際

性的商旅管理公司仍普遍被認可，主要體

現在合規管理和技術投入上面，但也應該

看到和本土同行比較，在服務上和人性化

上，已經沒有多大差距。

另一方面，商務會議和活動將替代已經

逐漸形成完整機制的差旅管理工作，是企

業關注的重點。調研中普遍認為，加強企

業會議和活動管理，關鍵在于管理層的

重視度和支持力度，以及必須充分利用會

議活動管理及作業系統（90%的受訪企業

認為）。多數被訪公司認為，即便2019年經

濟趨勢不明朗，但企業的會議和活動支出

較2018年仍不會下降。2018年，被訪公司多

數認為最滿意的是在MICE方面的合規管

理工作，較前幾年進步很大。

而目前MICE板塊大資料收集及分析能

力薄弱，主要是服務商不願投入、企業不

願為此買單。2019年企業關注的核心問題

有：會議及活動行程安全以及合規、良性

的支付手段和墊資需求，以及期待着共用

經濟能為細分領域作出貢獻。

上海赤達良贏會展服務有限公司首席

執行官張良表示，即便中國在2018年下半

年開始，經濟發展有所放緩，企業融投資

能力有所下降，但其商旅活動，包括了商

務差旅和企業商務會議和活動的需求，並

沒有發生較大幅度下滑，因此，2018年至

今，中國的商旅市場依舊是全球最大、最

重要的商旅市場。

較2017年的中國遊客人數增長了29.62%。

而創下歷史新高之因是菲律賓長灘島之

外的旅遊勝地抬頭。在長灘島封島半年以

進行整頓期間，替代的旅遊勝地包括錫亞

高、怡朗、巴拉灣、拉允隆、倫布倫和錫基

霍爾。接下來，菲律賓將繼續從「大眾旅

遊」轉向「高價值旅遊」，以吸引更多遊客，

同時保護環境。菲律賓現在正處于需要警

惕的時期，將致力于可持續和包容性旅遊

業的原則，注重品質，而非只是數量。

MICE方面，前往菲律賓舉辦大小型會

議以及參展的企業團隊持續穩定成長，中

國為菲律賓重要的外國市場客源，去年完

美中國也在菲律賓舉辦了一場兩千多人的

獎勵旅遊，並在行程中舉行了一場主題晚

宴。未來，菲律賓除了將繼續參與中國(上

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推廣當地旅遊資

源，強調菲律賓就是比較好玩，打造菲律

賓為MICE目的地首選的地位之外，也將

聚焦于吸引更多中國獎勵旅遊團隊到訪

舉行活動，推薦他們可以結合MICE和休

閒活動的各式各樣行程，讓更多大小企業

團體可以在菲律賓停留至少3-6晚。

目前中國企業團隊如果去菲律賓舉辦會

議，往往選擇一地遊，而獎勵旅遊團隊則

多跳點式旅遊，探索菲律賓更多地方。就

熱點景點而言，中國客人非常喜愛長灘島，

近期重新開放的長灘島，經閉島半年后更

美、更讚，升級回歸。而擁有許多美麗沙灘

的宿霧，也相當受到中國遊客青睞。其實，

菲律賓有超過七千多座島嶼，還有1999年

被列為世界文化自然遺產的巴拉望聖保羅

地下河，更有眾多自然與文化景點。

簽證方面暫時沒有變化，需要一週的時

間申請。中國往返菲律賓的航班，目前也

是以上海往返馬尼拉和上海往返宿霧兩個

航班最火。

新項目方面，2019年將有眾多全新國際

品牌連鎖酒店進駐菲律賓各地。同時，宿

霧和達沃都在打造全新可容納上千人的會

展中心。由于現今菲律賓總統的故鄉在達

沃，當地也將針對中國市場加大宣傳力度，

打造新興旅遊目的地的形象。而全新冒險

與團隊建設活動也持續加入菲律賓市場，

包括：滑索、潛水、劃獨木舟等。當中，潛

水的多元性尤其受到旅遊業界關注。

中國前往菲律賓遊客增長近30%
Sellers’ Talk

得益于韓國政府積極推展MICE產業，

近兩年韓國躍升亞洲數一數二的國際大

型活動舉辦地，在各大會展行業展會上不

僅韓國觀光會展局參展，各區域和主要城

市也都會各自協同當地行業伙伴一起參

展，在日前中國（上海）國際會獎旅遊博覽

會上除了熟悉的首爾、釜山、濟州島等，京

畿道旅遊發展局也和當地合作伙伴一起首

次參會，希望吸引更多亞太地區會獎旅遊

團隊前往當地。

京畿道旅遊發展局

海外事業部代理李宰

百表示，京畿道距離

首爾僅1個小時車程，

地鐵、觀光巴士往來

非常方便，其多元的

觀光資源，不論在飯

店、交通、景點、美食與文化創意上，都能

享有多樣化的體驗，是企業犒賞員工獎勵

旅遊的絕佳選擇。京畿道鄰近國際機場和

環繞首都首爾圈，具有便利的交通網，有

可容納 10 萬人次的韓國最大規模會展中

心 KINTEX，還有世界唯一的「DMZ 南北

韓非武裝地帶」，遊客也特別感興趣；而赴

韓的國際會展和獎勵旅遊團隊行程中必定

也要安排韓國團體活動，比如製作糯米年

糕、自製軍籍牌和高空滑索等體驗。

韓國為了MICE差異化策略推出的更加

蘊含韓國地方特色的“KOREA Unique 

Venue”，京畿道多處景點都入選其中，

比如可以找回童心又適合企業會議活動

的「愛寶樂園」、能感受韓國悠久文化和

生活風俗的「韓國民俗村」、體驗神秘洞窟

藝術殿堂的「光明洞窟」，都能提供企業

團體與眾不同的獎勵旅遊體驗。

他也表示，去年底韓國京畿道以創新的

MICE主題宣傳方式，透過「韓國京畿道就

是王道」的網路活動，成功吸引超過30萬

人次流覽該活動，近700家企業的員工熱烈

參與，也讓京畿道的MICE旅遊一時成為旅

遊的焦點。

此外，近幾年京畿道因為韓劇也逐漸提

高其知名度，日前韓劇《金秘書為何那樣》

片中多處拍攝場景取景京畿道，如：智慧

之城獨特壯觀的書牆設計、副會長李英俊

氣派的豪宅Maiim Vision Village、男女主

角黃昏散步的漢灘江天空之橋等，也是許

多遊客到韓國旅遊必去的熱門景點。

李宰百進一步表示，「京畿道在MICE發

展上起步比較晚，目前正慢慢進行中，雖

然在MICE方面和首爾、釜山和濟州相比

還不算前列，但京畿道擁有韓國最大的會

展中心，此外在排程、設施、環境等旅遊

條件上，也在韓國名列前茅。全新的水原

會展中心今年上半年即將開幕，屆時也能

提供更全面的資源。當下我們不以國際排

名為首要目標，而是著重與地方間的合作，

希望能提供適合企業旅遊、開會的相關景

點。」

京畿道環繞首爾圈 水原會展中心即將開幕
Sellers’ Talk

（
攝
影‧

張
廣
文
）

到訪菲律賓外國遊客

2017年                      662萬

2018年                           712萬

2017年              96.43萬

2018年                         125萬

Take a Quick Look

（
攝
影‧

劉
霈
芯
）

▼京畿道是韓國首都圈的一部分，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很早就韓國最大的工業地帶。

▼肥沃的漢江平原自古以來以出產京畿米而聞名。

▼  京畿道留有眾多歷史遺址。水原華城、南漢山城、朝鮮王陵等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

的世界文化遺產。

▼  京畿道的國際航空交通非常發達。與韓國的門戶仁川國際機場較近，第二座國際機場

金浦國際機場也坐落在京畿道。

▼擁有可容納 10 萬人次的韓國最大規模會展中心 KIN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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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經濟應根本上
提升企業差旅轉運效益

SHARED ECONOMY

應重視這些發展的變化，思考如何調整企

業差旅的流程、合規性，以及如何更好地

納入共用經濟的應用。

而近日針對差旅客戶對共用經濟看法的

一項調研亦指出，差旅客戶希望共用經濟

可更加便利有效率地應用在差旅出行人員

身上，同時對企業差旅採購人員來說，也能

更便捷地採集資料、分析資料，更好地為

合規做出貢獻，最終達到降低成本的節流

目的。

那麼從安全層面、法律層面、執行層面、

經濟層面和資料層面等來看，共用經濟又

隨着越來越多的商務旅行人士傾向放棄

公司的旅行計劃，而更加青睞共用經濟和

替代供應商，企業該如何在提高員工旅行

滿意度的同時，確保差旅出行的安全性及

合規性？

何謂「共用經濟」？說白話就是我為人

人、人人為我。共用經濟就是「資源的合理

再分配」，將自身多余的資源並且是大眾

所需求的，通過一個共通平臺分享出來，並

通過交換或者分時租賃等方式，不論是B 

to C還是C to C的共用，都實現了效率/益

提升的價值。

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共用將是提

升整個社會效率的一個有利補充，儘管在

短時間內還很難完全取代私有，但其趨勢

會越來越明顯，共用會延伸到生活和工作

的很多層面。

上海赤達良贏會展服務有限公司首席

執行官張良表示，目前，出行領域的共用

單車、分時租賃就將共用的理念引入細分

的用車場景，以有限的資源更便捷地滿足

人們的個性化、差異化出行需求。而且共

用經濟的出行方式在商旅的場景下也得到

了很好的結合，並在商旅的場景裡衍生出

一些特色化的服務。

比如A i r b n b在2017年發佈了商務旅

　  共用經濟的出行方式在商旅的場景下可得到了很好的結合，並在商旅的場景裡衍生出一些特色化的服

務。企業應重視這些發展的變化，思考如何調整企業差旅的流程、合規性，以及如何更好地納入共用經濟

的應用，進而實現提高效率及效益的目標。

[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要如何在這些方面都符合企業差旅的需

求？

交通及住宿安全是二大重點

ATNS企業差旅經理Violente Mckay
表示，每個國家對安全的解讀都有所不

同，但差旅人員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希望在

差旅期間能享受到安全的服務，並確保其

所有出行安全，即使在新時代環境下衍生

了共用經濟，差旅管理經理仍要確保企業

差旅人員的入住是安全的；此外，差旅人

員也特別關注其出差國家地區的交通出行

安全性，因此海外出差的住宿和交通問題

都是作為企業差旅所關注的重點。

共用經濟服務確有成本優勢

Juniper Networks差旅經理Ashok 
Shanmugam表示，企業面臨有關差旅

的挑戰在于庫存，特別是差旅人員出差所

需預訂的酒店客房。我們的確看到現在越

來越多的海外企業開始使用Airbnb的商

旅客房產品，但對差旅採購部門來說，如

果差旅人員通過TMC以外的其他途徑預

訂住房，那麼企業就無法即時追蹤，且即

使通過Airbnb這類共用住宿平臺預訂確

實能降低差旅成本，但目前對企業差旅管

理來說，這類平台還沒有很明確的安全措

施。類似的還有在全球各地區都蓬勃發展

的訂車出行軟體，作為企業使用者端，目前

多半是保持開放態度，也逐步開始接入使

用。

總的來說，共用經濟的相關服務確實有

成本優勢，能降低企業差旅成本，但將來

如何針對共用經濟的差旅項目進行管理，

企業也在拭目以待。

提高企業運轉效率及價值

DTG大唐商旅首席執行官黃亮也以自

身差旅方式為例說到，在國內運用最多

的包括滴滴打車、美團以及高德地圖接入

整合各區域城市的打車軟體等交通出行

應用，對一個在國內頻繁出差的差旅人士

來說，確實非常便利，並且大大提升出行效

客使用的搜索工具，新的功能將允許

商務人士通過A i r b n b搜索已經被列為

“Business Travel Ready”的住宿。被標記

為“Business Travel Ready”的住宿必須有

辦公桌、無線網路連接，通過門衛或數字

鎖的自助登記，以及免費洗髮水、吹風機

和熨斗等其他酒店中必備的設施，以提供

差旅人士期待的服務。Airbnb看好商務市

場的發展，為商務用戶增加了更多功能.

Luxoft差旅經理Marcie Olbert也指

出，企業內部有越來越多新一代的年輕

差旅者，在他們的生活裡早已非常習慣于

分享經濟帶來的各種便利，或許其根本不

清楚過去還在智慧手機互聯網發展階段的

差旅過程。

事實上，隨着時代發展許多事物都在快

速改變，大多數人可以很快速的應用各類

創新服務和產品，從通訊、攝影到方方面

面的產品和技術都在快速變革。以國內為

例，過去中國是一個大量使用自行車的國

家，隨着共用單車的遍佈全國，現在大家

可以輕易地在路上就能找到共用單車使

用，不僅便利，也不需要自行購買、維護自

行車。同樣的，類似的還有共用汽車、交通

出行軟體等，共用經濟已經逐步在人們的

生活中成為習以為常的一部分，因此企業

Luxoft差旅經理Marcie Olbert

企業內部有越來越多新一代的年

輕差旅者，在他們的生活裡早已非常

習慣于分享經濟帶來的各種便利。

ATNS企業差旅經理Violente Mckay

從財務風險評估的角度來說，「可

持續性」是最重要的原則，尤其是差

旅方面的各種費用支出，一定要有發

票作為報銷憑證，才能維持控管的可

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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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per Networks差旅經理

Ashok Shanmugam

共用經濟的相關服務確實有成本

優勢，能降低企業差旅成本，但將來

如何針對共用經濟的差旅項目進行

管理，企業也在拭目以待。

SHARED ECONOMY

DTG大唐商旅首席執行官黃亮

可以將差旅人員的出差相關預訂

直接推送到報銷系統，那麼電子發票

的申請就是一個形式化的發票，並可

有效應用資料來加強差旅合規性的

審批。

率。而有關共用經濟話題其實已經延續好

幾年，業界都關注在此話題上是否有任何

最新進展與變化。事實上，關于共用經濟

在商務差旅上的應用與否以及如何應用，

還是取決于行業別，具體上不管是國營企

業、民營企業或者是國際跨國公司等，又或

者是產業別等不同，比如金融、快消汽車、

製造業還是房地產等，共用經濟的根本都

是要讓事情的運轉效率更高，及如何在互

聯網的趨勢下將資源和資料相匹配，為企

業和客戶帶來更高的價值與利益。

DTG大唐商旅從2009年起就走向歐洲，

建立自身的商旅網路，協助企業差旅客戶

能更好地獲得最具性價比的差旅出行產

品。舉例來說，DTG大唐商旅通過自身網

路即時接入歐洲地區供應商的差旅出行產

品，讓在中國的企業差旅客戶能夠直接預

訂當地供應商的產品，最重要的是，產品

價格不會再經由其他渠道層層加價，事實

上打造這樣的差旅產品平臺，就是一種共

用經濟的發揮，通過我們的全球化資源佈

局，協助企業客戶節省差旅成本，並系統

化地為客戶做到成本節約。

另一方面，作為差旅管理公司，DTG大

唐商旅目前也在完善資料共用資源，每個

企業差旅經理都會比較各個平臺的產品預

訂價格，但目前為止都沒有任一中立機構

能為企業解答在當下其所購買的商旅產

品，是否是最實惠、符合成本原則。如果我

們能結合航司資料再更進一步告訴企業客

戶，在他們做相關預訂時時是否合規、是

否是當時相對優惠價格，也能再與內部管

理成本相結合。這是借由提供相對公平的

資料來做支撐，通過資料驅動的方式來提

高差旅管理公司的價值。

費用報銷可借助準則及電子化

至于合規性，A T N S企業差旅經理

Violente Mckay表示，從財務風險評估的

角度來說，「可持續性」是最重要的原則，

尤其是差旅方面的各種費用支出，一定要

有發票作為報銷憑證，才能維持企業在差

旅成本、財務控管的可持續性。

Ju n ip e r Ne t wor k s差旅經理A shok 

Shanmugam則表示，差旅人員的各項差旅

相關預訂，公司一般都會制定相應原則，

比如預訂酒店是限定企業簽約合同的酒

店，在發票憑證方面肯定沒有問題。但在

共用經濟的項目方面，有些是私人提供的

共用項目，雖然無法提供發票，但在線上

預訂時也會有相應預訂憑證，企業財務應

該針對共用經濟下的項目如何能應用在企

業差旅上，制定出相應準則執行。

DTG大唐商旅首席執行官黃亮也提到，

中國市場在發票電子化方面進展迅速，現

在從餐飲、交通出行等都實現電子發票的

申請，此外，現在也可以將差旅人員的出

差相關預訂直接推送到報銷系統，那麼電

子發票的申請就是一個形式化的發票，並

可有效應用資料來加強差旅合規性的審

批。

商務休閒旅行是另一塊餅

另一項值得關注的話題則是，商務休閒

旅行的興起意味着商務旅行活動正越來

越向休閒旅行看齊，包括成本意識。共用

經濟供應商能夠從這一趨勢中大獲裨益，

提供極具競爭力的產品，並滿足旅行者所

需的靈活性和便利性。亞太地區的商務旅

行公司需要增強其產品和服務，以便滿足

商旅人士的旅行期待。

亞洲地區商務旅行市場規模正在以兩倍

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速度增長，並且有望在

十年內趕超消費水平最高的美洲地區。為

更好利用這一增長機遇、更好地瞭解商旅人

士的需求，Amadeus日前也發佈了關于亞太

地區商旅人士需求、習慣和旅行動機的最

新調研資料；在共用經濟下，用戶更關注成

本及便利性。

調研發現，雖然員工不需要自行承擔商

務旅行的費用，但亞太地區商旅人士仍同

休閒遊客一樣關注成本，對可以幫助他們

節省成本的推薦，最感興趣 (34%)；「商務

休閒」旅行的興起無疑是這種節儉行為的

促成因素。現在超過 60% 的商務旅行都包

含休閒成分 ，為了達成最佳的交易，許多商

旅人士都會貨比三家。 

然而，並非所有亞太地區的商旅人士都

有着完全相同的偏好。舉例來說，來自中國

大陸、印度和越南的商旅人士偏好人身安

全方面的旅行建議，占比分別為 37%、34% 

和 37%。來自日本的商旅人士偏好能夠提

升旅行舒適度的建議 (39%)，而來自韓國的

商旅人士則偏好觀光旅遊建議 (35%)。 

出于對成本的關注，共用經濟，特別是

優步和G rab等共用出行服務公司，以及

Airbnb愛彼迎和沙發衝浪等共用房源服務

公司，均受到了商旅人士的廣泛歡迎，甚至

超過了休閒遊客對其的歡迎程度。近一半 

(46%) 的商旅人士選擇在差旅期間使用共

用出行服務，然而只有 31% 的休閒遊客選

擇共用出行。 

除了節約成本以外，商旅人士選擇共用

出行和共用房源服務的主要原因是輕鬆和

便利性 (分別有59%和50%的商旅人士為此

選擇共用出行和共用房源) ，以及更出色的

品質和服務 (分別有43%和39%的商旅人士

為此選擇共用出行和共用房源)。然而，對

澳大利亞 (47%) 和中國香港的 (36%) 商旅

人士來說，他們選擇共用房源的主要原因

是–共用經濟的靈活性。

雖然商旅人士十分關注出行成本，但他

們也很樂意為保持網路連接而付費。休閒

遊客主要依賴 WiFi，而商旅人士則會使

用多種網路連接方式，並樂意為此投資。

對來自印尼 (54%)、新加坡 (54%)、菲律賓 

(51%)、中國香港 (47%)的商旅人士來說，

WiFi 仍是最受歡迎的選擇，而在目的地購

買本地 SIM卡則為第二選擇。另一方面，韓

國 (64%) 和日本 (40%) 商旅人士傾向于使

用國際漫遊服務，而印度 (56%)、中國大陸

(52%)、泰國 (51%)、澳大利亞 (43%) 和中國

臺灣 (42%) 的商旅人士，則傾向于在出發前

購買國際電話或資料套餐。 

員工為瞭解最新的工作動態而選擇保持

網路連接合乎情理，但這並不是亞太地區

商旅人士選擇網路連接的首要考慮事項，

儘管韓國商旅人士 (56%) 除外。相反地，訪

問地圖和位置信息是他們選擇網路連接的

首要考慮事項 (53%)，其次則是想讓親朋好

友知曉自己的人身安全 (50%)。 

商旅人群為旅遊服務提供者帶來了獨

一無二的商機，他們發現各種平臺所提供

的出行建議更多是關于商旅人士而非休閒

遊客。其中幫助商旅人士節省成本 (34%)、

確保人身安全 (31%) 和提升旅行舒適度 

(29%) 的建議被視為最有幫助。他們列出了

相關旅行建議的三大來源，分別是線上預

訂網站 (51%)、社交網路 (49%) 和旅遊評論

網站 (47%)。

然而在韓國和臺灣，旅行社仍被評為旅

行建議的首要來源 (分別為56%和52%)。甚

至在旅行結束后，三分之二 (66%) 的商旅人

士還會查閱相關旅行建議，這大概是因為

他們未來還會返回該目的地出行。 

總結來說，亞太地區的商務旅行提供了

商旅公司增長機遇，但要想把握該機遇，旅

遊服務提供者需要清楚地瞭解商旅人士的

需求、習慣和旅行動機。此外，他們還需要

採用先進的技術，確保能夠提供商旅人士

正在使用和習慣使用的技術。這關乎到個

性化，旅遊服務提供者需要始終能夠在恰

當的時間為適宜的遊客推送準確的消息。

這一個性化水平可幫助打造輕鬆無憂的商

務旅行，讓商旅人士從搜索、預訂到費用

對賬，從機場停車、使用休息室、酒店和會

議室到離港控制系統和行李托運的每一環

節，都能盡享舒適。

共用經濟用戶更關注成本及便利性
Survey

各地商旅人士旅行建議偏好

選擇共用出行服務的比率

商旅人士旅行建議的三大來源

中國大陸              人身安全 37%

印度                 人身安全 34%

越南                    人身安全 37%

日本                                   39%

韓國            觀光旅遊建議 35%

能夠提升
旅行舒適度的建議

商旅人士                             46%

休閒遊客                  31%

線上預訂網站                       51%

社交網路                            49%

旅遊評論網站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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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交通 无可比拟
澳门是全球旅游的一个重要枢纽。现时，全球共

有79个国家及地区的公民可享免签证入境待遇，更有
直航飞机往来澳门及全球多达53个城市。而经香港前往 
澳门的旅客可选乘豪华高速渡轮——金光飞航。金光飞
航每日往返港澳两地，班次多达 94个航班，也提供团体
包船租用服务。此外，最新开通的港珠澳大桥为与会者
提供陆路交通选择，穿梭港澳只需45分钟。

澳门金沙度假区距澳门国际机场和氹仔客运码头
仅10分钟车程。机场及码头均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 
澳门金沙度假区。另外，澳门金沙度假区亦提供团体包
车服务，为团体安排交通接驳车。

与会者无论从哪一国家抵达，均有不同的交通连
接，便捷完善的交通，确保活动策划人及与会者在抵达
澳门后，毋须再辗转奔波，即可直达酒店，享受舒适的
客房。

中西合璧 文化独特
澳门兼备历史风采与都会动感的独特文化同样

值得您在活动期间探索、细味。置身于此，与会者可一

澳 门 金 沙 度 假 区

世界各地顶尖的活动策划人在举办各种不同活动时均喜欢选址于澳门金沙度假区，原因多不胜数。观其八大优势，便足以说明
为何澳门金沙度假区能脱颖而出，成为亚洲优选会议展览目的地。 

 澳门富有华洋相融的历史文化，现代与传统交错的建筑风貌；既有都会繁华一面，亦具旧城醇朴色彩。这座城市的双面个性，独特、 
耀眼，又糅合得天衣无缝。澳门本身的动人魅力，加上澳门金沙度假区屡次成功举办会议活动的非凡声誉，自然成为世界各地活动策划
人心目中的首选热点，让各大机构及企业一次又一次莅临举办盛会。 

位处路氹金光大道的澳门金沙度假区拥有专业贴心的活动筹办团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及支持。完善配套汇聚一地，优势无可比
拟。而最新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再加上国内超过20个城市直航飞机往来澳门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宁波、厦门、南京、福州、昆明、武汉 
等地，便利的交通枢纽令澳门成为会议休闲的首选。

澳门金沙度假区利用预先打印的住宿券高效率地为参加
者办理入住手续，并动用了三个小型宴会厅作登记区，又
以展览馆作为行李寄存空间。这种高效率、灵活而殷勤
周到的服务，绝对是澳门金沙度假区的独家优势。

室内外会议场地灵活百变
澳门金沙度假区拥有超过150,000平方米的灵活

会议空间、334间分组会议室、6,500平方米无柱式豪华
宴会厅、3个大剧院，以及可容纳多达15,000位观众的 
金光综艺馆，为各种规模的会议及活动提供弹性灵活
和配套完善的场地。

澳门金沙度假区更提供多个户外活动的露天场地。
毗邻澳门威尼斯人的户外活动草坪，可供多达5,000人
的团体举行鸡尾酒会和各种团队活动。澳门巴黎人的
池畔活动空间，可招待多达500位参加者，在巴黎铁塔 
景观之下，为活动营造与别不同的气氛。

团体出行顺畅无阻
澳门金沙度假区一地汇聚举办活动所需要的一

切成功要素，能够运筹帷幄，确保大型团体会议及活动
举办顺畅无阻。澳门金沙度假区旗下拥有自己的渡轮 
船队、旅游巴车队和旅行社，全方位覆盖各地前来的与
会者。

更重要的是，澳门金沙度假区的员工在管理及简化
大型团队出行活动的方面经过专业的培训，而且拥有非
常丰富的经验。就以过去其中一次的经验为例，活动策
划团队曾经为人数多达3,000人的团队安排渡轮和酒店
接驳巴士服务。而这亦是该次活动取得空前成功的关键
因素。

无穷惊喜尽聚于此
活动策划团队倾力安排和协调每个会议及活动

的每项细节，确保一切圆满进行。而自2007年以来，团
队更已组织了4,000多場次会议及展览。团队深明每个
活动都是创造独特体验的机会，因此，澳门金沙度假区 
的各个团队，包括宴会团队、视听技术人员，以至花艺

<超悦所想>提供一系列的特别优惠，让活动策划人
及与会者获享双重优惠礼遇，使会议获得双倍成效！

间酒店均设有舒适的客房及豪华套房，以满足不同的需
要。活动策划人可因应各个会议及活动的预算计划合适
的住宿，并享受由专业团队提供各种支持，打点一切琐
碎事项。与会者亦可在会议及休闲活动之中，轻松享尽
各种设施及服务。

澳 门 金 沙 度 假 区举 行 活 动 的 能 力，在以下 例 子
中得以体现—一个大型化妆品品牌在2017年举办了 
两场活动，每场活动分别有近12,000名与会者参加。 

八大重要优势  成就优选会议场地 

专家等，每每施展混身解数，以他们独有的专长和技
能，为每位活动参加者带来喜出望外的难忘体验。

为了给活动加添更多惊喜，澳门金沙度假区拥有
由200名演艺人组成的表演团队可为宾客带来各种表
演，包括贡多拉船夫演唱、中国奇技、巴黎默剧、音乐
表演等。这些表演可让盛大的晚会更显独特，令人印象 
深刻。

咫尺间探索澳门精采
置身澳门金沙度假区，宾客可以品尝超过150

间餐厅的亚洲及世界 各国美食，当中更包 括 米其 林
星级食府及黑珍 珠餐厅指南推荐食府皇雀印度餐厅 
及 紫 逸 轩 ；位 处 巴 黎 铁 塔 6 楼 、提 供 中 法 混 合 特 色 
美 馔 的 黑 珍 珠 餐 厅 指 南 推 荐 餐 厅 巴 黎 轩 ；由 国 
际 名厨Henrique Sá Pessoa主 理 的正 宗 葡式 餐 厅 
希雅度葡国餐厅，以及足球传奇巨星大卫· 贝克汉姆 
最喜爱的葡式蛋挞。此外，宾客还可在此享受到丰富多
姿的中葡融会美食，全面感受澳门这个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为<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非凡<味>力。

与会者在会议及活动期间也可享受顶尖餐饮体验。
于宴会厅及会议场地用膳，澳门金沙度假区宴会团队可
为与会者提供各种餐饮要求以及不同国家料理的精致
美馔。

除了美食，澳门金沙度假区更网罗超过850家免税
店，当中包括时尚服饰、珠宝、配饰等的顶级品牌，让与
会者享受多元化的购物体验。

在澳门金沙度假区参与活动，只是难忘之旅的一个
开始。澳门云集了多不胜数的精采，实在值得宾客们逐
一探索及体验。

 
澳门政府鼎力支助
澳门政府的会议及展览财务支助计划，为已落

实和拟定中的会议及展览提供一系列的推广及财务支
持，当中包括推广、住宿、宴会、会议套餐及其他活动的
支持。澳门金沙度假区的团队可为会议及活动策划人提
供有关计划的更多详情，让筹备工作更轻松。

边尽享澳门金沙度假区的奢华气派，一边发掘古朴氹仔
旧城区的魅力，而两者只不过相距几分钟的路程，非常
方便旅客游览或进行团队建设活动。

喜爱研究历史的人士，可漫游澳门半岛的20多个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景点。这些迷人的建筑，均保
留了葡国殖民地的特色，值得细意欣赏之余，更为拍摄
团体照提供如明信片般上佳的景致。

住宿体验无与伦比
澳门金沙度假区旗下有7间国际级酒店，拥有

超过13,000间客房和套房，可为任何种类及规模的活
动提供多元化的住宿体验。酒店包括澳门威尼斯人®、 
澳门巴黎人、澳门四季酒店、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店、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 
及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旗舰酒店澳门威尼斯人所供应的全为豪华套房，
数量多达3,000间。所有套房近日均经过装潢升级，
当中 包 括 充 满 威 尼 斯 浪 漫 气 息 的 奢 华皇 室 套 房。 
澳门巴黎人全新推出的香槟套房让您尽情体验法国的
奢华与巴黎铁塔的壮丽景色。澳门金沙度假区旗下的7

澳门威尼斯人奢华贝丽套房为宾客提供顶级住宿体验。

宽敞灵活的会议空间为活动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澳门金沙度假区的自家表演艺人，提供精彩的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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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悦所想>>会议活动优惠

优惠适用於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前的预订，并於2020年12月18日前使用。 
详情请浏览SandsResortsMacao.com.cn/sc/MeetingsBeyondImagination、致电 +853 2882 8800或发送电邮至sales@sands.com.mo

池畔户外活动空间为活动营造与众不同的轻松气氛。

澳门金沙度假区会议展览场地及设施
七间国际酒店
•  澳门威尼斯人®
•  澳门巴黎人
•  澳门四季酒店
•  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  澳门金沙城中心康莱德酒店
•  澳门喜来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
•  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
所有酒店均由有盖人行天桥连接，每间酒店均 
设有或连接灵活多变的会议及展览场地
13,000套房及客房
150,000平方米（四万五千坪）会议展览空间
15,000位观众席的金光综艺馆
三大剧院
334个多用途会议厅
休闲    水世界、水疗、高尔夫球场、健身中心、 
            泳池等
餐饮    150间餐厅，网罗环球美食，从美食坊 
            到米其林星级及黑珍珠指南推荐餐厅 
            应有尽有
购物    850间国际品牌免税店

打造难忘时刻—预订越多，优惠越多！*

•  全单95折
•  每预订25间客房可获其中1间免费
•  每预订25间客房可获免费升级其中1间客房
•  金光飞航船票半价

活动策划人及与会者可专享额外优惠*， 
让体验加倍精彩！
•  8折租用影音设施
•  澳门金沙度假区订制精选娱乐项目低至5折
•  贡多拉之旅及巴黎铁塔体验5折
•  於指定场地举办鸡尾酒会享85折
•  於特定场地举办康体活动享特别优惠
•  与会者可在指定餐厅获享8折
•  与会者可於指定水疗中心每预订60分钟全身按摩， 
    可额外多享30分钟体验时间
•  与会者将获赠零售优惠小册子，专享独家购物优惠
*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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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國際會展數量于2018年已突破四成、面積占比近八成，國際會展之都的地位越來越清晰。且2019年會展面積增長率只要超過5%，上

海就能提前實現上海會展業「十三五」規劃2,000萬平方米的目標。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DOMESTIC REPORT-SHANGHAI

離國際會展之都越來越近

上
海離國際會展之都的目標越來越近。

根據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統計，2018

年上海舉辦國際、國內展覽會以及各類會

議、活動合計994場，總面積1,906.31萬平方

米，數量同比增長了18.05%，面積同比增長

8.04%，其中，30萬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展

覽會項目為6個，面積達到199.54萬平方米。

協會資料也顯示，從2016到2018年三年，

上海會展行業總規模從1,604.8萬平方米增

長到1,906.31萬平方米，年均增長率為9%。

2019年只要增長率超過5%，就能提前實現

上海會展業「十三五」規劃2,000萬平方米

的目標；若2019和2020年均按較保守的5%

年增長率測算，到2020年年底，上海會展行

業總規模有望更上一層樓，超過2,100萬平

方米。

哪些展覽場館較給力？

從場館來看，新國際博覽中心、國家會展

中心（上海）、世博展覽館三座上海的大型

場館，2018年共承接展覽會278場，展出面

積1,430.16萬平方米，占全市九大場館總展

出面積的88.88%。其中，新國際博覽中心和

世博展覽館的出租率最高，均在50%以上；

國家會展中心（上海）的出租面積增速最

快，增長了69.04萬平方米，增速達14.16%。

從大型展會和國際化程度來看，去年上

海舉辦的726場展覽會中，國際展覽會項目

有292場，總展出面積1,347.18萬平方米，數

量和面積占比分別為40.22%和78.67%；10

萬平方米以上的展覽會合計42個，展出面

積801.14萬平方米，已占到全年展會數的近

50%，說明上海展會的品質有了明顯提升。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進博會。首

屆進博會共吸引了172個國家、地區和國際

組織參會，3,600多家企業參展，超過40萬

名境內外採購商到會洽談採購，展覽面積

達30萬平方米。它是中國2018年參加國別最

廣、規模最大的主場外交活動，無論從規模

還是水平看，都是國際博覽史上的一大創

舉。

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四葉草」的國家

會展中心（上海），在其中扮演了越來越重

要的角色。

據國家會展中心（上海）透露，2015年、

也就是「四葉草」竣工后的第一年，就接

辦各類展覽45個，展覽總面積達387萬平方

米，相當于2013年上海市展覽面積的1/3，為

上海帶來展覽增量超過220萬平方米。

據上海市會展行業協會最新統計，2018

年國家會展中心（上海）辦展面積556.53萬

平方米，比2017年增長14.16%，同時還承接

了66場會議、活動合計89.96萬平方米，承接

的總展覽面積，約為上海一年總展覽面積

的1/3，進博會的成功舉辦更是鞏固了「四

葉草」在國內會展業的龍頭地位。

重大活動提升國際知名度

對上海而言，如今展會的層級越來越

高，進博會、上交會、上海車展、工博會、

醫藥展、華交會，每一場重大活動都是城

市發展的歷史機遇，也是提升上海作為國

際知名會展城市影響力的巨大契機。

根據上海市商務委發佈的《上海市建設

國際會展之都專項行動計劃（2018-2020

年）》，上海將從品牌展會、品牌主體、營

商環境以及經濟社會效益四方面發力會展

業。到2020年，培育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

平的頂級展會，入選世界百強商展的展會

數量超過15個；本市會展業直接收入超過

180億元，拉動相關行業收入達到1,600億元

以上。

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宣傳推廣處處長陳

平表示，基本上國際協會會議需要提前2-3

年前進行競標，而目前國家會展中心、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世博展覽館、上海跨國

採購會展中心等的展覽都是相對固定的，

因為近兩年國家會展中心的投入使用，確

實有一部分展覽移師到此舉辦，但也讓上

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空出的檔期得以再行招

展，這也是為何上海展覽面積數量持續有

所增長、進一步達成2020年目標的主因。

另外，國際協會會議會帶動同期展覽的

舉辦，而展覽亦會帶動相關會議和系列論

壇活動的舉辦，只是兩者出發的側重點有

所不同。會議帶動的展覽很多都是與會議

有關聯的企業參展，會議借由招攬贊助商

以及企業參展向參會人士宣傳，但展覽帶

會議活動則是因為展覽主辦單位以及所有

參展單位因為展覽活動所做的相關新聞發

佈活動以及相關的論壇會議等。

陳平指出，上海要邁向國際會展之都的

過程中，必定會議和展覽必須要取得一定

平衡，持續招攬國際性協會會議到上海舉

辦，是未來增長上海會展業務的重點，特

別是規模1,000-3,000人左右的專業行業會

議，另外一些固定每年舉辦的品牌類大會

帶展覽活動的規模、品質夠好，也會每年擴

大其會議和展覽規模，這也是以會養展的

重要發展方向。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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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國際會展之都越來越近

從酒店位移展移展移 現大上海區域發展態勢
District Development

上海穩步朝國際會展之都目標邁進之

際，酒店業的強勢進駐及位移，可清楚展

現出上海區域發展的走勢。

張江高科
迎來首家國際品牌酒店

上海張江海科雅樂軒酒店近日盛大開

業，是上海首家雅樂軒品牌酒店，酒店地處

張江高科技園區核心地帶，毗鄰眾多創新

與科技企業，是該區域首家且唯一一家國

際型酒店。上海張江海科雅樂軒酒店總經

理沈程煒表示，在張江高科區域有超過2萬

家企業進駐，酒店周邊圍繞以醫藥、IT等大

型企業，酒店將以商務客群為主，並以開放

的社交空間，時尚活力的品牌體驗，音樂、

科技和設計的完美融合，爭取全球千禧一

代旅所青睞。

萬豪國際集團亞太區品牌推廣副總監霍

日燊表示，雅樂軒酒店品牌進入上海市場，

以時尚創新、活力動感、魅力四射的形象，

吸引千禧一代旅客來到城中的科技創新中

心入住。千禧一代是如今勞動市場上和消費

市場上增長最快的群體，消費能力漸長的

他們，已經占到了酒店顧客總客總客 量的1/3。他們

不喜歡一直呆在房間裡，而是享受社交、樂

于分享分享分 ，喜歡創歡創歡 意有趣的主題活動和派對。

城市生活方式酒店的誕生正是為了抓住千

禧一代的心，並致力于迎合他們個性化的

需求。

此外，酒店也有配備高科技應用，比如住

客通過手機可以直接辦理入住，不需要房

卡，酒店還引進機器人客人客人 房遞送服務等，都

是較為吸引年輕群體的服務。

同時，雅樂軒的品牌特色就是打造互通

開闊的公共空間，在大堂雖然擁有外帶糕

餅咖啡區、酒吧區、交誼客廳區等，但彼此

之間都沒有隔斷，整個空間也能為MICE活

動所利用，比如雞尾酒會或者招待會等都

能直接在挑高的大堂開闊空間舉辦。酒店

規劃的7個策略會議空間，配備高科技的視

聽設備；總計達890平方米的多功能空間，

可滿足商務會議、企業活動、宴會及婚禮等

各式需要。

沈程煒進一步表示，周圍企業一般來說

都有自身的會議空間，但100人以上的會

議基本上就需要利用酒店宴會場地。現在

企業會議活動的籌辦人員也開始趨向年輕

化，平均集中在30-40歲為主，因此很多會

議進行的方式也開始多元，不如過去一板

一眼，故酒店順應潮流配合客戶需求推出

特色會議服務，比如在午餐時間設計與會

人員的午餐餐盒取，代傳統自助餐或者桌

餐形式。酒店也重點聚焦規模100-200人左

右的企業會議活動，除了張江高科地區的

企業類型會議外，還有區域內的科研單位

也有不少學術類型的會議活動，都是區域

內重點經營的MICE商機。

值得注意的是，張江高科區域內酒店可

能形成競爭，還有另兩家單體酒店–博雅酒

店和長榮桂冠酒店將加入市場，按目前企

業進駐情況來看，周間期間三家酒店的商

務旅客入住率都很高，至少80%以上，顯

見張江高科區域中高端酒店需求仍有成長

空間。

然而，他也指出，由于張江高科是以企業

辦公為主要構成，這意味着週末時間入住

率會大幅下滑。此外，還要注意的是酒店餐

飲收入來源，區域內其他競爭酒店基本上

是餐飲外包，但張江海科雅樂軒酒店的餐

飲是自主運營，在午餐時間推出性價比相

對高的商務套餐，價格具有競爭力。目前酒

店已經推出12種不同商務午餐套餐，每週

供應4種讓客人選擇，希望吸引酒店輻射範

圍1到2公里的客人客人客 ，能選擇到酒店用餐。

據介紹，酒店設有191間兼具科技潮流與

設計美學的「樂窩」客房，雙床和大床比例

各半，便利商務客選擇。每間「樂窩」都富

有高空間感，提供可用手機開啟房門的無

鑰匙入住系統，並配備雅樂軒品牌的舒適

睡床、步入步入步 式淋浴房、定制的Bliss® Spa水

↑張江高科區域有域有域 超過2過2過 萬家企家企家 業進駐

（
提
供‧

雅
樂
軒
）

上海海張江海科

雅樂樂軒酒店

總經經理沈程煒

（
提
供‧
雅
樂
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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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沐浴產品以及免費高速Wi-Fi無線網路、

43寸液晶電視。無論工作或是娛樂，賓客都

能通過這些科技服務，享受愜意的出行時

光。

臨港新城區
吸引眾多大型項目進駐

臨港地區是近幾年上海市重點開發建設

的六大區域之一，是科技創新中心的主體

承載區，體現未來城市的發展理念。包括冰

雪之星、上海天文館、臨港國際會議中心、

港城廣場等項目，目前都在建設中，未來

三年內都將陸續開業，勢必會吸引更多的

MICE團隊來到此區。滴水湖作為上海市區

鄰近具備天然景觀區域，目前以接待輻射

上海市區的企業和產業會議活動為主，也

有少數來自其他外省市的會獎活動。

產業的發展倚靠熱門項目，旅遊會展行

業也是如此。臨港新城自2003年啟動建設

以來，便將臨港定位為產城融合的新城。

臨港315平方公里的轄區中，國際未來區、

智慧製造區、統籌發展區、智慧生態區及

海洋科創城等功能完美搭配。臨港新城在

著重打造智慧製造、海洋科創等產業的同

時，也傾力打造滴水湖景觀帶、南匯嘴生態

公園等生態景觀，更引進了海昌海洋公園、

冰雪世界、上海天文館等重量級的文化旅

遊項目，冰雪世界、上海天文館正在建設

中，將分別于2019年和2020年對公眾開放。

未來遊客到訪臨港新城，將享受集航海、

天文、冰雪、海洋生物、湖海風光等多重體

驗。

去年起政府大力支持發展臨港重要的

城市定位，區域內重點發展新能源及智慧

網聯汽車整車與關鍵零部件設計與製造產

業。2018年10月，世界汽車明星企業特斯拉

超級工廠落地臨港，這也是是上海有史以

來最大的外資製造業項目；除了特斯拉，包

括上海汽車、圖森未來、延鋒偉世通、諾信

↑廣闊的戶外資源使滴水湖可以接待輻射上海市區的企業和產業會議活動。

（
提
供‧

上
海
滴
水
湖
皇
冠
假
日
）

等知名汽車廠商及配套企業也都進駐；其

他還包括人工智慧核心技術產業、智慧化

及工業化機器人產業、高端智慧裝備產業、

軟體及資訊服務產業船舶及海洋工程產業

等的引進，如上海電氣、西門子、三一重工、

科大訊飛、寒武紀智慧晶片、新松機器人、

商湯科技、中雲開源大資料等大批龍頭企

業，都已進駐臨港新城區。

另有消息指出，上海自貿區擴區已選定

進駐臨港地區，同時浦東新區還將建成上

海東站，其也位于臨港新城區塊，未來將大

大拉近區域與長三角地區等連動距離，勢

必為區域帶來更多會展經濟效益。

上海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市場銷售總監

高旺表示，從產業來看，由于酒店開闊的場

地空間，吸引許多汽車品牌活動在此舉辦

相關發佈活動或者展示會，包括凱迪拉克、

大眾、捷豹、路虎、豐田、福特等多數品牌

相關活動，酒店宴會廳銜接戶外的區域還

有近2,000平方米的空間能利用為車子展示

使用。

此外，每年臨港新城區域也有年度論

壇活動，如世界級諾貝爾獎科學家齊聚一

起進行學術研討活動，上海滴水湖皇冠假

日酒店並作為定點接待酒店。

他指出，上海市區的酒店基本上都是城

市商務酒店類型，在市中心區域酒店開會

辦活動多半還是以室內活動為主，而滴水

湖皇冠假日酒店則是度假酒店設計，酒店

擁有10萬平米戶外草坪、1,050平方米無柱

大宴會廳，車展車輛可直接開進酒店宴會

廳及宴會廳前廳，備受車展行業青睞；周邊

擁有豐富的娛樂及拓展資源，因此選擇來

到上海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的MICE客戶，

一般來說都是看中酒店周邊戶外資源，除了

在酒店內開會和工作午餐、茶歇外，還可以

選擇包括帆船體驗、環湖騎行、真人CS拓

展運動任選一項。

另外，去年底上海最新的大型旅遊項目

上海海昌海洋公園開業，其鄰近酒店，上海

滴水湖皇冠假日酒店也與其作為重要合作

伙伴，推出結合上海海昌海洋公園獎勵旅

遊團會議套餐。

江蘇啟東
挖掘上海外溢需求

位于江蘇啟東的巨無霸項目恆大海上威

上海滴水湖

皇冠假日酒店

市場銷售總監高旺

（
提
供‧

上
海
滴
水
湖
皇
冠
假
日
）

尼斯酒店著眼短途濱海旅遊，率先挖掘上

海外溢消費需求，已成為大型高端文化旅

遊綜合體項目的開發典範，項目的逐漸成

熟不僅帶來了自身品牌影響力的不斷擴大，

同時也帶動了整個區域價值的不斷提升。

江蘇啟東正符合近幾年火紅發展的一日

生活圈需求，恆大海上威尼斯酒店地理位

置獨特優越，酒店設有往返接送的直通上

海與酒店園區的巴士，交通便利，亦是精

彩商旅活動目的地之優選。酒店所在區域

位于長江入海口，長江、東海、黃海三水交

匯處，整體用地面積達960萬平方米，規劃

總建築面積達1,102萬平方米，是集遊樂、文

化、溫泉、休閒、商務、旅居于一體的世界

濱海文化旅遊勝地。

恆大海上威尼斯酒店副總經理裴崇濤

表示，恆大海上威尼斯酒店開業以來，區域

MICE市場也有所變化，主要是本地市場包

括金融、家紡、醫藥行業會議的增加；而酒

店MICE市場主要來自上海、蘇州等地，上

海占比60%、蘇州占比40%，其他10%來自

北京、廣州等地。此外，酒店常年蟬聯親子

和度假酒店推薦榜單，適合親子度假遊玩，

度假型酒店特色較明顯，週末及假節日以

度假客人為多，目前酒店也在準備親子旅遊

產品的升級，即將推出全新的親子房，結合

暑期夏令營、訓練班等親子項目和興趣課

程，相信會在未來開拓更大的親子團隊旅

遊市場，帶動酒店團隊市場生意。

另外，為了提升酒店在非週末以及非節假

期的業務收入，目前酒店在制定的營銷政

策中，以積極開發上海及周邊市場的MICE

業務，包括汽車、IT、服裝、快消等行業領

域。

溫泉可作為MICE服務的一大特色。據介

紹，酒店即將全面開放營業的五國風情溫

泉小鎮，占地面積77,900平方米，以五國一

島溫泉為主題，集溫泉度假、休閒娛樂、餐

飲美食、SPA保健等綜合服務功能為一體，

結合酒店現有「10+1」經營配套，精心打造

的四季皆宜的溫泉休閒度假聖地。

裴崇濤表示，酒店擁有1,200余間視野開

闊的豪華客房，配備十余個風格各異的主

題餐廳，對于近年興起的一日生活圈來說，

是絕佳的愜意商旅目的地。此外，酒店配有

5.6萬平方米的國際會議中心，擁有61個大

小不同的會議廳，規格多樣、種類齊全，可

滿足3,000人同時開會、1,500人同時用餐，

充分服務就餐、會務、展會等活動需求。

恆大海上

威尼斯酒店

副總經理裴崇濤

成熟外灘地區
不斷推陳出新

隨著上海各個新區域的竄起及新開業

酒店的不斷進駐，發展成熟的外灘地區與

開業多年的國際品牌酒店，須持續發展更

多新的服務內容，以尋求更好的競爭力。

特別是在MICE業務方面，多數酒店業者都

表示，現在選擇到酒店開會辦活動的客戶，

早已不滿足于酒店僅僅提供一個傳統宴會

廳會議空間和制式的桌椅排列、茶歇等服

務。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市場銷售總監

王藹遴就表示，多樣化會議（Ad apt ive 

Meetings）能更好地開拓思維及交流協作，

上海威斯汀大酒店近日重新整合了酒店所

有公共空間，為與會者提供多樣化及獨特

的會議場地，幫助激發靈感、碰撞思維。除

了常規的場地，酒店為與會者提供更多會

議場地選擇，比如上海威斯汀的水晶苑中

餐廳可以將桌椅的佈置稍作改動，即成了

會議場所，擁有透明玻璃天頂陽光房的感

覺，彷彿在戶外，又不怕陰雨困擾；而位于

一層的逸天朗大堂吧還擁有超挑高的玻璃

天頂，彷彿有身居熱帶雨林中會議的感覺；

位于酒店大堂中心的開闊場地，也適合年

輕群體有想法地運用新穎會議場地；而五

樓皇冠廳的會議室還自帶小而精美的玻璃

房，亦可作為會議場地使用。

她進一步表示，威斯汀品牌一直標榜以

六大元素包括營養美味、酣然好夢、活力

運動、高效工作、妙趣玩樂以及舒暢身心

等為原則，融入酒店各項服務之中。今年7

月上海威斯汀大酒店也即將以六大元素概

念為基礎，延伸推出進階MICE服務。威斯

汀致力于在會議前中后幫助活躍思維，無

論是提升活力的活動、滋補營養的飲品還

是有益健康的零食，即將推出的「愉悅休憩

（Energizing Breaks）」就是為與會者提供

了各種有意義的機會，幫助恢復精神和補充

能量。另外，融合品牌的營養美味元素，給

與會者帶來更健康的選擇，酒店也將針對

食物的不同功效提供不同小食選擇。

此外，酒店也希望讓會議活動變得更

有活力，會向活動團隊宣導融入活力運動

↓靈活運用空間、讓會議變得更有活力，是酒店勝出
的關鍵之一。 

（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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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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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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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啟東正符合近幾年火紅發展的一日生活圈需求

（
提
供‧

恆
大
海
上
威
尼
斯
酒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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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比如會后團體瑜伽、會前由酒店領跑

員帶領團隊沿外灘騎行或者慢跑活動等。

類似的策劃活動還包括威斯汀酒店MICE

團隊通過為會議策劃者及與會者提供參與

社區服務活動的機會，為企業提供回饋實踐

（Responsible Practices）、合作捐贈及可持

續發展會議，為當地帶來積極影響，努力最

大化對世界的貢獻，也契合目前企業在舉

辦活動時塑造正面企業形象的需求。

在國際品牌酒店林立的外灘地區，上海

威斯汀大酒店還有一項獨特的MICE服務

優勢，就是外燴服務。酒店這兩年加大力度

在承接各種酒店外的大型活動餐飲服務，

比如酒店宴會廳活動的餐飲量會受人數限

制，但如果是其他更大場地的宴會外燴服

務就無上限，這也是目前酒店積極發展的

一項增加MICE營收的潛在商機。

浦東新區
會展中心、酒店服務雙強

除了國家會展中心外，新國際博覽中心

上海威斯汀大飯店

市場銷售總監

王藹遴

（
提
供‧

上
海
威
斯
汀
）

依舊是目前浦東新區最大的會展中心區

塊，鄰近的浦東嘉里大酒店也與新國際博

覽中心共生，一直是緊密合作伙伴。據瞭

解，國家會展中心投入使用近兩年以來，新

國際博覽中心的會展活動並未因此而有所

減少，幾大年度固定的展會比如CES亞洲消

費電子展、ChinaJoy中國國際數碼互動娛樂

展覽會、CITM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亞洲

寵物博覽會等依舊持續在此舉行。

上海浦東嘉里大酒店市場銷售總監李

承芹表示，過去幾年擁有大面積宴會空間

的酒店在MICE生意的業務方向都以積極

搶攻大型會議為主要目標，但現在逐步轉

型以爭取多個中小型會議活動同時在酒店

舉辦，特別是鄰近張江高科、金橋等區域

的企業，包括醫藥行業的各式發佈會、研

討會、內部會議等，也能更加擴大產業覆

蓋，創造總業務量的最大化。

同時，也因為MICE行業客戶及合作伙

伴，比如工業和科技業的公司，有和浦東

嘉里大酒店簽訂活動協定，很多企業活動

在週末時段會舉辦類似家庭日的活動，參

與的員工或者客戶帶上家人一起入住酒店

體驗和享受酒店餐飲服務等，這類的潛在

商機激發酒店近日以“Work and Play”打造

更多特色活動元素，除了提供穩定的商旅

業務，也能創造以酒店為中心的社區型社

交活動體驗。

她進一步表示，也因為豐富的企業家庭

日活動需求，近期浦東嘉里大酒店更進一

步設置了專門的MICE活動顧問角色，以運

動健身為主軸研發出多個適合融入在企業

會議和活動當中的穿插環節，專門為酒店

MICE會議活動方案提供更多具有創意的

團隊建設內容，讓客戶在酒店舉辦的各類

會議活動可更具特色。

舉例來說，包括在會議開始前能有酒店

專業顧問帶領與會人士一起進行瑜伽、跳

舞、籃球、網球、肌肉伸展、飛輪等運動元

素的活動，亦可作為會前破冰活動。另外，

酒店鄰近就是世紀公園，企業一天會議活

動結束后也可以由酒店設計安排慢跑線

路，並穿插各項簡單的團建活動；酒店健身

房的桑拿空間也能為之利用，在一天會議

頭腦風暴之后，男女分開分組進行桑拿體

驗，由專業顧問帶領在桑拿體驗冷熱交替

療程，有助一天工作后的提神醒腦。目前酒

店正從研擬的近100種方案層層篩選，預計

最快今年7月面向企業客戶推出。

另外，隨着區域內市場日漸成熟，五六日

週末時間如非遇到新國際博覽中心展會活

動，酒店也和嘉里城綜合商場共同籌劃更

多不同面向的消費者活動，周邊的世紀公

園以及酒店和嘉里城之間的公共空間都能

作為場地利用。

↑浦東新區有二大會展中心坐陣，穩健成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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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企業客戶不斷回訪並將企

業活動再次落戶，是場地業者

快樂的挑戰。

這次AIA香港的活動，滿足了

公司激勵、凝聚員工的目的，達

成展現企業經營理念、增加與

商業伙伴互動，並同時履行了企

業社會責任，三個目標一併完

成，精彩有趣的跑步比賽是達

陣的關鍵。

活動地點 ▼  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

出席人數 ▼   近6,700人                                      活動日期 ▼  2018年11月2-4日

活動亮點 ▼  ①香港迪士尼將萬聖節慶主題活動與度假區標誌性的年度活動「10K 週末」結

   合，推出嶄新的企業包場模式，為友邦香港帶來全新的商務活動體驗。

  ②友邦香港的參賽者是整個10k週末中，率先體驗這次路跑活動的團隊，而且更

   專屬體驗樂園不同IP的項目，如玩具總動員、聖誕夜驚魂等。

  ③香港迪士尼特別為這個活動延長樂園開放時間，讓參加者盡享運動及娛樂元素

   兼備的活動，及享受樂園的不同遊樂設施，且能帶出友邦「活得更健康、長久及

   美好」的品牌承諾。

AIA Vitality @ Work All In All Appreciation 2018 

友
邦香港多次在香港迪士尼包場，接

待及獎勵大批企業員工、客戶和商業

伙伴，若再一次前往，該如何展現別出新

裁以滿足或超越同仁們的期待? 而針對多

次到訪舉辦活動的客戶，迪士尼度假區又

該如何提供更獨特的活動體驗項目以迎合

企業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此次，香港迪士尼樂園為友邦香港首次

安排了包含全樂園包場活動，並為友邦香

港的員工及親友舉行專屬的3公里跑步比

賽，其間特別為友邦延長樂園開放時間，

讓他們盡享同期舉行的萬聖節主題慶祝活

動。

活動期間，參加者除了投入皮克斯主題

的跑步活動，還可以收穫聖誕夜驚魂主題

的萬聖節獨家包場活動及其他香港迪士尼

獨有的遊樂設施及娛樂項目，包括「魔海

奇緣凱旋慶典」、“We Love Mickey!” 大

街投影盛演等，投入專屬的奇妙迪士尼體

驗。

嶄新的企業包場模式，也為友邦香港帶

來全新的商務活動體驗。通過贊助「10K 

週末2018」及包場舉辦獨家活動，友邦

香港在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接待了近

6,700名員工，這次包場活動不僅滿足了公

司鼓勵員工發展的需求，還能通過難忘的

體驗，完美體現友邦香港所宣導的健康長

久及美好生活企業理念。

跑步活動兼具運動及娛樂

為了提供完善的活動方案，香港迪士尼

樂園度假區的商務活動策劃團隊在策劃活

動之初，必先詳細瞭解客戶需求，如：活動

目的、任何的特殊需求以及參與人數、目標

客群等等，再靈活配合樂園的場地，嶄新

遊樂設施及娛樂項目，為客戶提供量身訂

制的企業活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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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劃此次

友邦香港活動的時候，香港迪士尼團隊瞭

解到友邦香港希望在11月運動月，舉行具

運動元素的活動，且能帶出友邦「活得更

健康、長久及美好」的品牌承諾，為友邦香

港的合作伙伴、員工及其親友帶來富娛樂

性的體育活動。因此，在香港迪士尼舉行

跑步活動可說是不作他想。活動不僅是運

動及娛樂元素兼備，香港迪士尼更可為參

與的賓客提供吃住玩買的一站式體驗，適

合不同的年齡群體。

關于賽前準備

在選定項目后，樂園根據安全性、跑步

主題、適合的賽事距離及娛樂性等去設計

跑步線路，期間還邀請了香港業余田徑總

會提供賽道設計的專業意見。跑步線路初

步設計后，亦邀請客戶親自到樂園確認跑

步線路，確認各方面細節，包括和迪士尼朋

友見面、觀賽人士打氣區、拍照點、水站設

置等方面的位置，務求滿足客戶的各種需

求。

此外，香港迪士尼樂園也在前期預備了

針對惡劣天氣的活動備案，製作了一個惡

劣天氣安排的通報網站，萬一遇上惡劣天

氣，可以協助友邦香港適時通知所有參與

人士，有關該情況下的應急安排與緊急聯

繫方式。

配合活動在工作日舉行，為方便參與人

士，樂園將起跑時間安排為4:45pm，讓企

業客戶有充足的時間到場參加活動。由于

本次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樂園也提前準備

了活動相關資料，並配合友邦香港的各個

專屬選手包領取點，安排運送相關物資，

創意園區路跑
成功一次達成3項企業目標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 圖片提供—香港迪士尼 ]

為完善跑步線路設計及相關安排，

香港迪士尼邀請邀請了香港業余田

徑總會提供賽道設計的專業意見，並

請客戶親自到樂園確認跑步線路，確

認各方面細節，包括和迪士尼朋友見

面、觀賽人士打氣區、拍照點、水站

設置等方面的位置，務求滿足客戶的

各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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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參賽選手輕鬆領取，避免擁擠。同時，還

在活動場地安排大量的指示牌，讓跑手及

觀賽人士與者都能得到清晰的指引。

同時，在活動期間，度假區在反鬥奇兵大

本營、灰熊山谷和探險世界園區安排了專

屬區域作為參賽者跑道，賓客可在沿途為

參賽者歡呼打氣。

關于現場執行

舉辦此類大型活動，香港迪士尼樂園度

假區特別在后勤協調、運營時段內客流量

管理，及確保參與活動賓客安全等方面的

挑戰，作周詳準備。

由于活動安排在樂園正常營運期間舉

行，需要同時照顧日常賓客和活動企業賓

客需要，香港迪士尼樂園配備了一支專門

的團隊，對接企業10k週末及企業包場活

動。

首先，在檢票口為活動賓客安排特殊通

道入口，有效地分流活動賓客與日常賓客。

探險世界、反鬥奇兵大本營、迷離莊園以及

明日世界從下從下從 午3:15開始疏散園區內人群，

以確保4：45開始的3公里跑步比賽活動得

以順利進行；直到6：15比賽結束后，探險世

界立即重新開放予日常賓客使用。

度假區特別為參與活動的友邦香港賓客

設計了一系列獨家的參賽者T恤和跑步號

碼標識，以及觀賽人士的彩色掛繩。活動

期間，僅限穿著參賽者T恤並在T恤上貼上

跑步號碼標識的賓客可進入跑步賽道，僅

限帶有彩色掛繩的賓客進入探險世界、反

鬥奇兵大本營、迷離莊園以及明日世界。

友邦專屬3公里跑步比賽期間，探險世

界、反鬥奇兵大本營和灰熊山谷園區都被

規劃為活動賓客專屬區域。在比賽結束

后，探險世界很迅速地重新開放，而反鬥

奇兵大本營和灰熊山谷仍為友邦賓客提供

專屬包場服務。度假區還專為此次活動的

賓客製作並提供特別指南，讓賓客瞭解專

屬體驗的遊樂設施及表演時間表。

此外，香港迪士尼與友邦香港攜手，鼓

勵員工攜帶家人及朋友投身這個難忘的、

充滿樂趣的3公里跑步比賽活動。前30名

完成比賽的參賽者可以參加抽獎，獎品包

括免費入住香港迪士尼酒店全新的國賓廳

「冰雪奇緣」主題套房。此舉吸引了超過

1,700名選手參加11月2日舉行的3公里跑步

比賽。

這次活動前期的計劃詳盡，各方面細

節均落實到位，而且樂園與客戶的溝通充

分，準備充足，因此得以順利進行，現場並

未出現突發情況。

關于企業個性化體現

關嘉麗也表示，友邦香港的參賽者是整

個10k週末中，率先體驗這次活動的團隊。

香港迪士尼樂園在10K 週末的舞臺背景、

比賽起點和終點拱門均展示了友邦香港的

企業標誌，強化品牌訊息。包場活動期間，

明日世界、反鬥奇兵大本營和探險世界的

入口，也使用圖案燈投射了友邦的標誌，提

升了活動賓客對品牌的自豪感。此外，香港

迪士尼樂園頒發給參賽者的獨家紀念獎牌

設計中亦加入友邦香港的標誌，強化客戶

的企業形象之余，專屬獨特的獎牌也吸引

跑手，成為他們的收藏品。

友邦香港在本次活動接待了近6,700名

員工，包括商業伙伴、客戶及其家人，以及

近100名來自貧困家庭的賓客。

這次包場活動將萬聖節慶主題活動與度

假區標誌性的年度活動「10K 週末」結合，

為香港迪士尼與友邦香港企業在商務活

動領域的合作進一步提升。這次活動滿足

了公司激勵、凝聚員工的目的，亦展現公

司的經營理念、增加與商業伙伴互動，以

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同時滿足了三個目

標。

2018年友邦香港在香港迪士尼舉

行活動，不僅舉行了專屬的3公里跑

步比賽，其間園區還特別為友邦延

長開放時間，讓他們盡享同期舉行

的萬聖節主題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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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國家會展中心將成為北方會展旗艦平臺
今年三月月底開建一期的國家會展中心

（天津），投資金額達40萬，預計2021年落

成。作為繼廣州、上海之后的第三個國家級

會展中心，國家會展中心（天津）項目是商

務部優化我國會展業發展佈局、打造全球

會展業新高地的戰略性安排，將改變京津

冀地區缺乏大型展館的局面，成為中國北

方會展旗艦平臺。

國家會展中心(天津)有限責任公司運

營部經理張路陽表示，項目將以內外貿結

合、進出口結合、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結合

為發展模式，打造國際一流會展綜合體，以

及中國北方會展經濟旗艦平台，並圍繞有

序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核心任務，發揮一

基地三區功能定位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順

應中國經濟轉型期的大發展和環渤海強勁

的經濟增長需求，促進京津冀一體化協同

發展。

國際化設計、恢宏巨制為國家會展中心

（天津）亮點。體量龐大、造型規整，集展

覽、會議、商業、辦公、酒店功能于一體。總

建築面積約134萬平方米，其中，室內展覽

面積40萬平方米、室外展覽面積10萬平方

米。項目分兩期建設，一期工程總建築面積

80萬平方米，室內展覽面積20萬平方米，總

停車位數5,877個。

國家會展中心（天津）由德國GMP＆中

國建築科學研究院聯合設計團隊集雙方

所長，採用國際標準精心設計。以簡潔的十

字軸心動線串聯，單層無柱結構設計和開

闊的室外展場能夠滿足舉辦重型題材展覽

及相關活動的需求。項目整體佈局西側為

高24米單層展館，東側配備充足的商業配

套。

國家會展中心（天津）具超大展覽空間，

能夠滿足大型、重型展覽需求。一期展館由

16個單層無柱展廳構成，每個展廳規模均

按展覽規律設置，相鄰展廳可以便捷組成

更大的展覽空間。此外，展館設施齊全，展

覽區設有多間功能齊全、設備先進的貴賓

室、會議室和數目眾多的洽談間。總面積約

為1.23萬平方米(約52間會議室)，將給主辦

各方帶來功能強大的會議體驗。

■ 配套方面，展館地處風景美麗的海河中

游生態區域，中高檔星級商務酒店、餐

飲、辦公、會議、商業配套等一應俱全，

將全面承載未來商務、餐飲購物、休閒娛

樂、大型活動需求，成為世界級會展綜

合體。當中，酒店面積約7.4萬平方米、會

議面積2.1萬平方米、餐飲面積約2.3萬平

方米，包括了20家不同類型中西餐廳、辦

公面積約6.2萬平方米、商業面積約1.5萬

平方米、配套區地下停車位約1,590個。

■ 交通方面，位于天津市海沽道的國家會

展中心（天津），四通八達，快速連接世

界。北臨城市天然軸線的海河，東至衛津

河，南至天津大道，西至寧靜高速。展館

周邊交通發達，距機場約十公里，港口約

二十公里，高鐵站約十五公里，多條高速

和各等級公路交匯于此。一號線地鐵將

直達展館。

■ 專業化運營將是發展重點。國家會展中

心（天津）將組建專業的運營團隊，依託

中國一流的基地展覽機構—中國對外貿

易中心（集團）六十多年管理國內大型場

館、會展行業經驗及遍布全球的商業貿易

資源，堅持專業化、市場化、國際化、法

制化、品牌化的辦展方向，將為北方會展

產業快速發展插上翅膀，為全球參展、餐

會客商提供高效、人性化的高端服務。

國家會展中心（天津）有限責任公司運

營部王君妍補充道，國家會展中心（天津）

將以國際頂級展館、一流的展覽設施和優

質服務，為眾多企業搭建「合作、交流、共

贏」的平台。同時，將共建世界商貿舞台，

依託多年展館經營理念，攜手行業頂尖先

進技術，致力于打造全求頂級智慧場館，為

國內外客戶提供符合實際需求的一站式智

能化服務。不斷完善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

體系，提升服務智能化水平，打造智慧會展

新平台。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天津國家會展中心展廳規格

每個展廳規格均按展覽規律設置；長150
余米，寬80余米，可提供1.25萬㎡的展覽面

積；淨高16米，地面荷載5T或8T，吊點達到

200kg；相鄰展廳可以便捷組成更大的展覽

空間。

皇冠房地產集團將于9月推出其在悉尼

Green Square地區打造的全新會議中心—

Infinity Convention Centre，屆時一處可容

納多達430人的全新活動及宴會場所將落成

于悉尼，為各式高端會議、商務活動、聚會

宴會及婚慶活動提供一個因需而生的重要

場所。

Infinity會議中心是皇冠房地產集團耗資

5.75億澳元打造的混合開發項目Infinity by 

Crown Group之組成部分。這座高達20層的

地標建築擁有326間高檔公寓以及一間90間

豪華客房組成的套房酒店。世界聞名的建

築設計公司Koichi Takada Architects精心設

計，大樓標誌性的環行鏤空設計獨出心裁，

尤為引人注目。

該項目同時也是130億澳元Green Square

地區重建計劃的一座地標之作，除此之外，

一處新火車站以及水上娛樂中心也將分別

落成于此。備受好評的公共圖書館已于去

年對外開放，現已成為訪客們一起工作、學

習的絕佳去處。與會代表們更可享受無比

便利，短短幾步即可抵達Green Square火車

站，駕車數分鐘可達悉尼機場或市中心。

皇冠房地產集團酒店與套房業務總監

Wayne Taranto表示，Infinity會議中心

將為在悉尼舉辦的各類活動設定一個新標

杆，憑借其優雅華麗的內飾，符合人體工程

學的設備，先進科學技術的應用，可輕鬆為

各類不同風格的活動搭造完美環境。

 活動場地可按照不同活動的需要進行

多種風格的佈置，如可容納65人的課桌式

風格，450人的雞尾酒會風格，370人圍坐的

晚宴或婚宴式風格，以及430人的劇院式風

格等。一流的廚房設施，可輕鬆滿足各類大

型活動宴會的各種需求。

Infinity會議中心的訪客還可享用行人專

用通道，從Green Square新建的Ebsworth街

道即可步入。公共通道亦有所改善，地下人

行道進一步延伸，新建了一條連接Botany 

Road公共廣場與Green Square火車站的輪

椅通道。

該世界級的多功能場地配備了先進的視

聽設備以及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座椅，以滿足

日益增長的國內外各類大型活動的需求。

Infinity會議中心目標Green Square地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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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愛知天空國際展覽中心(Aichi Sky 

Expo)預計將于2019年8月30日正式開業。

GL events VENUES負責國際市場營銷

Natalia Agrel指出，愛知名古屋是日本通

向世界的大門，擁有日本最四通八達的國

際機場之一，也是武士之鄉以及主要的科

研及工業中心。場館坐落于日本首屈一指

的工業區當中，是日本首個與國際機場直

接連通的會展中心，其展示亞洲會展市場

新機遇，是日本國內第四大會展中心，也是

日本唯一擁有免稅區的會展中心。

展覽空間60,000平方米，並設有18間會

議室和4,000個停車位。五間相連的展廳面

積共計50,000m²，能提供日本最大的展覽

和活動空間。因為採用了模組化的結構，

他們可以單獨使用（10,000m²）或者連接

起來以滿足大型活動和展覽的需求。多功

能展廳A（10,000m²無柱展廳，層高20m）

和40,000m²的室外場地可以承辦音樂會、

表演、體育賽事和即時活動。另配備了

3,400m²的會議中心，其中包括18個模組化

的會議室，面積從30平方米到800平方米不

等，可容納任何規模和配置的會議，

場館距離中部國際機場只有五分鐘步行

距離，距離東京機場60分鐘、距離東京火

車站100分鐘、距離名古屋火車站30分鐘，

當地有133家酒店，超過22,000間客房。

愛知天空國際展覽中心與國際機場直接連通Nag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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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來到格林納丁斯群島（Grenadines）上獨

一無二的18洞錦標賽級別球場。

賓客專享計劃「Fans of M.O.」的會員可使用

Privatus Club的獨家高爾夫球會藉，于世界各地

最頂尖的高爾夫球場享受各種豪華款待和尊屬

優惠。賓客可以選擇于不同的球場上挑戰自己。

例如來到法國巴黎知名的Le Golf National 或漫

步于香港愉景灣高爾夫球會上的平坦球道上。

賓客只需透過酒店官方網頁或辦理入住手續時

登記加入「Fans of M.O.」即可。如欲預定或查

詢，可瀏覽網頁: mandarinoriental.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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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Room Promotion

Meeting Package

上海素凱泰酒店推出特級套房及兩間標

誌性套房──Loft套房和Attic套房，為賓客

打造更為精緻奢華的下榻體驗。三間標誌

性套房在設計上通過材質、顏色和紋理的

巧妙搭配突顯城市花園的主題，同時彰顯

酒店永恆簡約、優雅和精緻的設計風格。

酒店為慶祝全新套房推出，為賓客推出

富豪九龍酒店推出全新「互動會議系

列」(iMeeting Series)，讓會議從此變得更

輕鬆互動！酒店現推出限時優惠，凡預訂

即日起至6月份舉行之半日或全日會議組

合，即可享半價優惠！

半日會議組合(不設午餐)–原價：每位港

幣420元

•租用會議室(上午9時至下午1時或下午1

時至5時)

•會議期間供應咖啡及茶

•上午/下午小休設有兩款茶點招待

•互動會議設備

半日會議組合 (包括午餐) – 原價：每位

港幣620元

•租用會議室 (上午9時至下午2時或中午 

時至下午5時)

•會議期間供應咖啡及茶

一系列優惠禮遇，包括每日早餐、24小時管

家服務、迎賓水果和香檳、Beans & Grapes

餐廳歡樂時光、往返機場接送服務、The 

Retreat水療中心雙人護理及95折優惠、

URBAN酒廊下午茶、免費使用會議室以及

一系列尊享服務。優惠有效期至2019年9月

30日。

•上午/下午小休設有兩款茶點招待

•于會議室內享用便當午餐

•互動會議設備

全日會議組合 – 原價：每位港幣720元

•租用會議室 (上午9時至下午5時)

•會議期間供應咖啡及茶

•兩節小休時段，每節設兩款茶點招待

•于會議室內享用便當午餐

上海素凱泰全新奢華套房優惠禮遇

富豪九龍酒店推出全新「互動會議系列」 

阿聯酋航空暢遊迪拜專屬禮遇“M y 
Emirates Pass”今夏再度回歸，乘客可將自己

的登機牌秒變「專屬會員卡」，在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超過500個商鋪享受高達50%的專屬

折扣。

即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搭乘阿聯酋航空

前往或經停迪拜的乘客，只需向參與商戶出

示登機牌及有效證件即可享受專屬折扣。

阿聯酋航空乘客憑My Emirates Pass專屬

禮遇可在400多家頂級餐廳、近50處SPA水療

服務中心，以及包括室內滑雪、水上樂園在內

的遊藝設施內享受最高五折優惠。

除此之外，乘客還可以在國際品牌零售店

享受購買國際名品最高七折優惠。

Golf Services
文華東方
呈獻高爾夫球度假勝地專屬禮遇

文華東方酒店為高爾夫球愛好者呈獻豪華

住宿體驗，酒店禮賓部提供高爾夫球場獨家

預訂服務，為賓客搜羅世界各地的一級高爾夫

球場所，提供各項豪華款待和尊屬優惠。

當中的專屬禮遇包括：

•馬拉喀什文華東方酒店提供「馬拉喀什高

爾夫球之旅」，賓客可于雄偉壯觀的阿特拉斯

山脈下，享受揮杆的樂趣。

•博德倫文華東方酒店貴為地中海最壯觀的

度假勝地之一，距離知名高爾夫球場Regnum 
Golf Club 僅20分鐘車程。富有土耳其特色的

度假村提供「Fans of golf」禮遇, 讓賓客于寧

靜的環境中與家人共度一個使人身心放鬆的

休閑假期。

•親臨卡諾安島文華東方酒店的賓客，可以

首爾新羅酒店呈獻夏日住宿優惠
首爾新羅酒店的全新「Urban Days」住

宿優惠，誠邀賓客體驗最佳夏日暢遊樂

趣。當中包括：

-入住酒店豪華客房或豪華商務房

-全日免費享用「Urban Island城市島嶼」

戶外泳池 （開放時間為上午十時）

-適用于The Library、Pastry Boutique各

酒店餐廳和客房用餐服務的50美元簽賬額

（不包括客房內的迷你吧）

-免費使用室內泳池和健身中心

「Urban Days」住宿禮遇每晚客房價格

由320,000韓元起，不包括服務費及稅項，

以二人入住計算，並需入住兩晚或以上。供

Shopping Discount
My Emirates Pass
專屬折扣今夏再度回歸

應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

•互動會議設備

互動會議設備：

豆袋坐椅 (可供20人使用)、互動電子白

板、液晶體投影機及投影屏幕一套、紓壓

小玩意、書寫文具、基本會議視象影音器

材、有線/無線麥克風、水及糖果、每人一部

電子產品可享無線上網 (每日12小時)。

額外禮遇：

•其他午餐選擇：另加每位港幣150元于

Mezzo享用西式午餐^/ 富豪軒享用中式午

餐 / 雅廊咖啡室享用半自助午餐 / 旨味享

用日式午餐

•另加每位港幣200元于宴會廳內享用午

餐 (視乎酒店情況而定)

•另加每位港幣60元升級至精緻特「色」

主題茶點

天津國家會展中心將成為北方會展旗艦平臺

愛知天空國際展覽中心與國際機場直接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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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澳网&传奇赛马，感受墨尔本别样会奖魅力

2018年11月26日—27日，由澳大利亚商务会奖部主办的2018大中华区
商务会奖洽谈会在墨尔本精彩开启，这是该洽谈会首次在中国以外的地区
举办。来自大中华区的企业客户们搭乘中国南方航空航班来到墨尔本，不
仅在商务会奖洽谈会上收获了新鲜的会奖资讯，更通过丰富的会奖行程，
亲身体验到了澳大利亚多元的商务会奖资源及接待实力。

对于会奖团队而言,  墨尔本奥林匹克公园 (Melbourne & Olympic Parks) 
不仅可以观看赛事，也是举办企业会议和活动的理想场所，可举办个性化
会奖活动。室内球场拥有7500个座位和目前世界范围内开合速度最快的
顶棚——4分钟即可全部开启。

考察团的会奖伙伴们首先参观了弗莱明顿赛马场遗产中心，跟随工作人员
深入了解弗莱明顿赛马场。之后，考察团一行来到赛马场的Club stay的
顶层花园，参加弗莱明顿赛马俱乐部精心准备的早餐聚会。

结束赛马场的参观，由企业代表和媒体朋友组成考察团抵达位于贝拉林半
岛 (Bellarine Peninsula) 的“坎贝尔角之家 (Campbell Point House)”
庄园，品尝私房主厨为大家烹饪的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龙虾大餐。坎
贝尔角之家庄园目前可承接各种会议、私人宴会、小型会奖活动等，是当
地举办会奖活动的特色场地之一，可容纳100人的会奖团队。

午餐后, 洽谈会考察团来到了同样位于贝拉林的 Jack Rabbit 酒庄 (Jack 
Rabbit Vineyard), 品尝当地特色葡萄酒并学习品酒知识。考察团伙伴在
这里跟随葡萄种植专家了解葡萄种植、采摘方法，还参观酿酒厂与地下藏
酒库，与酿酒师们一起学习酿造葡萄酒，了解这里的酿酒文化，尝试为不
同餐点搭配葡萄酒等。Jack Rabbit 酒庄的草坪, 可为200至300人的会
奖团队举办酒会或宴会, 这里的休闲餐厅可为100至120人的团队举办各
类室内宴会。

最后，洽谈会考察团会奖伙伴乘坐直升飞机返回酒店，结束为期两天的墨
尔本会奖体验之旅。

两天的墨尔本之行，不仅让参加2018大中华区商务会奖洽谈会的会奖伙
伴们实地感受了墨尔本专业、完善、多元的会奖接待实力，也为他们的会
奖计划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创意。接下来，参加商务会奖洽谈会的会奖伙伴
们还前往了其他地区探索更多澳大利亚的丰富体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
道哦~

如您需要专业的当地代表给您最可靠的意见，请与下方人员联系：
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高级商务会奖旅游经理
杨悦健（Jenny Yang）
E: jyang@tourism.australia.com

澳大利亚旅游局商务会奖合作伙伴经理
赵光宇（Gordon Zhao）
E: gzhao@tourism.australia.com

旅行社会奖伙伴在罗富酒庄

会奖伙伴参加墨尔本杯赛马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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