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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獎勵旅遊精英協會（SITE）的新任

執行領導團隊去年底提出了一個絕妙的想

法：利用激勵行業中每個人的知識和經驗

來創建願景檔或宣言，以助推會獎旅遊活

動向前發展。經過數個月后，正式推出《曼

谷宣言》。

《曼谷宣言》是一系列廣泛的聲明，旨在

闡明獎勵旅遊行的性質、目的和方向。在

今年SITE國際董事會、SITE基金會理事

與全球獎勵旅遊領域專家們的一系列研

討會中，通過線上會議代表參與平臺Slido

問卷調查系統和全體參會代表們的現場

投票，最終確立《曼谷宣言》聲明。聲明如

下：

1. 獎勵旅行行業的每個利益相關者都應

將社會責任作為其商業理念的核心，

並為了履行該責任制定商業實踐和政策。

2. 企業的業務成就是建立在團隊關係

和合作基礎上的，而不是靠單打獨鬥

的努力。加強團隊關係最好的方法是共同

享受獎勵旅行的體驗。

3. 獎勵旅行對經濟增長有着顯著的貢

獻，對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的伙伴關

係起到了促進作用，特別是對獎勵旅行的

參與者和創建獎勵計劃之企業創新思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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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霈芯—採訪報道 ] 到了推動作用。

4. 獎勵計劃參與者的利益、願望和主張

應該成為我們行業戰略思想和宣傳工

作的重點。

5. 豪華的定義已經發生了變化。豪華

的標識和品牌時代即將結束。真實、

獨特和個性化的體驗才是未來豪華的定

義。

6. 獎勵旅行有助于創造企業文化，以激

勵為動力並重視企業未來的成功。

7. 融合性應該成為會獎旅遊行業的一個

關鍵字。我們相信獎勵旅行改變企業

各級職工的態度，培養他們的動力。

8. 我們必須強調獎勵旅行行業成功發

展的條件並不是依靠城市的大規模基

礎設施或投資，我們鼓勵更多的二線和三

線城市和非城市目的地，把發展獎勵旅行

行業作為其城市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9. 獎勵旅行行業推動了人力資本的卓越

發展和目的地的創新，為其他目標行

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10. 將發展獎勵旅行作為其戰略計劃

的新興目的地，將獲得更快的經濟

增長和人力資本開發。

SITE希望《曼谷宣言》的發佈對會議和

會獎旅遊行業產生哪些影響力？SITE首席

行銷官Padraic Gilligan先生表示，宣言

的發佈是一項引人注目的工作，證明了SITE

的獎勵旅遊活動願景，它是一個真正的變

革因素，可以建立行業內橋樑，促進多樣性

和包容性。作為會獎旅遊行業內專業人士，

SITE所做的是為企業設計激勵計劃，使其

員工能獲得驚人的獎勵旅遊體驗。

未來宣言也計劃以SITE的年度會議目的

地命名，希望成為催化劑，刺激目的地內

會獎旅遊的關鍵活動，以達到最大發揮作

用。此外，宣言也將在未來幾年都會在年度

SITE全球會議上重新被檢視，他進一步表

示，明年1月，SITE還將共同創建溫哥華宣

言，將包含曼谷宣言中的元素，但它也會有

所不同，反映了會獎旅遊行業發展以及其不

斷變化。

澳大利亞旅遊局的願景，就是要打造澳

大利亞成為世界上最理想和最難忘的目的

地，同時爭取首次到訪及回流、MICE的客

源。根據早已確立的2020年旅遊戰略，目

前正持續向前邁進中。

由于非常重視旅遊產業，澳大利亞也正

加大力度投入基礎設施，尤其拓展門戶城

市的國際航線承載能力，許多大型項目正

在全力推進中，包括西澳羅特尼斯島的改

善工程、新南威爾士州西部正在打造第二

悉尼機場、墨爾本也在為本身的第二國際

機場挖掘資源、塔斯馬尼亞州霍巴特也在

探索資源以建立全新國際機場。

事實上澳大利亞各地都不斷在歷經發

展與轉變。目前澳大利亞計劃投資的項目

共213個，價值達440億澳元，覆蓋航空、

住宿、藝術和娛樂等領域。詳文請見P.12-

13。

澳大利亞積極向前發展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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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A發揮資料力量 協助會議業者定制活動
[ 劉霈芯—採訪報道 ]

Las Vegas

專業會議管理協會PCMA（Professional 

Conven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日

前推出新資料分析工具，旨在為行業專業

人士、相關機構組織、酒店供應商以及目

的地旅遊局等提供深入瞭解行業趨勢，並

進一步協助會議活動組織者根據實際情

況定制活動。

P C M A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S h e r r i f 
K a r a m a t 表示，

PCMA希望創造一種

與市場上現有產品不

同，有所區隔的獨特

產品能進一步展現資

料的非凡力量，通過研究、識別行業趨勢

並能預測分析，指導商務活動領域內的專

業人士做出明智和戰略性的商業決策。

他亦指出，去年萬豪國際就與PCMA合

作，對推動未來商業活動的趨勢進行了深

入研究。雙方將于2019年發佈白皮書，更好

的洞悉MICE行業趨勢，以此深入瞭解客戶

需求，以客戶為中心提供一站式B2B解決

方案，搭配酒店集團銷售團隊的努力，確

保客戶從搜索、場地預訂、活動策劃和執

行的每個環節都順利進行。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Don Welsh也表示，這一新工具

將使目的地組織有能力推動自身目的地在

商務會議和會獎活動，企業獎勵旅遊在對

亞洲企業越來越重要，尤其是當作獲得並

留住人才的方法，獎勵並非只是支付現金

而已。

此外，這些企業在獎勵旅遊的目的地選

擇上也開始偏好尋找不平常的旅遊地點，

並將二線或三線城市視為潛在的獎勵旅遊

地點，通過這些資料分析能更好地為目的

地找尋合適的客群。

綜合前沿技術與人性關懷

Sherrif Karamat進一步表示，PCMA日

前發佈的會議和活動業的未來報告中亦

對MICE 產業的未來發展進行了預測，指

出未來推動產業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包括重

視情感智慧、人工智慧以及像預測分析之

類的前沿技術，以及人性關懷綜合在一起

運用，可以為會議活動參加者打造真正個

性化的體驗；另外對于目的地以及目的地

營銷公司也提出建議，許多參會者探求冒

險和發現獨特的新活動舉辦地，同時當地

體驗本身就是一大吸引點，故應該為參與

者提供深入體驗當地文化及與當地社區互

動的機會。

據介紹，作為PCM A此次新資料分析

服務的合作方Business Events Analytics/ 

Metrics（BEAM），將通過註冊和回饋流

程收集的資料來預測商務事件參與者的各

項行為，通過定制報告提供的分析見解可

以幫助專業人士提供更具戰略性的有關建

議。

PCMA首席行銷官Robert Haas也表

示，BEAM是由PCMA與德克薩斯州達拉

斯的Infogroup合作設立，該公司會由大資

料智慧和營銷技術的領導者Infogroup獨

立管理資料和分析流程，以確保服務滿足

資料安全和隱私標準。這項定制的分析引

擎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從多個資料來源

中提取資訊，為商業活動行業提供獨特的

洞察力和探索資料的能力。該產品也將用

于多維目的，通過大量非結構化資料來管

理大資料，這些資料揭示模式和趨勢，尤

其是與客群在商務事件行為和交互相關的

資料，並可根據BEAM參與者的每個需求

量身定制行業見解。目前PCMA的新資料

分析產品處于售前模式，將于今年晚些時

候推出。

每年接待超過650萬會展參會者的拉斯

維加斯，2020年起，將有更多重大MICE項

目揭幕。當中，首個個大型戶外會議廣場

格外受到關注。

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國際公關經

理卡拉．彼得森(Kala Peterson)介紹到，

由凱撒娛樂集團斥資3.75億美元打造的

CAESARS FORUM會議中心，總面積約5

萬平方米，當中，約2.8萬平方米的多元會

議場地包括兩個全球最大的無柱式宴會廳

以及近1萬平方米的FORUM廣場。此廣場

項目將成為拉斯維加斯第一個大型戶外會

議廣場。CAESARS FORUM會議場地的

第一個大型活動將在2021年7月登場，合作

據ICCA統計，1963至2013年間，國際協

會會議數量每10年便翻上一番。ICCA其后

發佈的國際協會會議市場55年發展最新行

業報告《國際協會會議現代史——更新：

1963-2017》顯示，2013年至2017年間，此迅

猛增長趨勢已慢慢轉變成更成熟、但依然

穩固的增長趨勢。2018年的資料似乎證實

了此一趨勢。

2018年市場共舉行12,937場定期或輪換

的對象是美國學校輔導員協會，預計會有

3,500名來自全美的貴賓一同參與。

此外，拉斯維加斯永利酒店也開展會議

場地擴建項目，將于2020年推出占地約3.7

萬平方米的場地，俯瞰永利度假村重新規

劃的高爾夫球場。同時，拉斯維加斯會展

中心目前正進行重大翻新和擴建項目，計

劃于2020年12月完工。其將為拉斯維加斯

會展中心增加約13萬平方米的空間，包括

約55,741平方米的全新展區以及相應的會

議室、準備區、服務和支援空間等。

拉斯維加斯會展中心地下隧道旅客

捷運系統也將于2020年年底落成。拉斯

維加斯將與埃隆·馬斯克的T he Bor i ng 

Company合作並由其負責為拉斯維加斯會

展中心設計並建造一個地下隧道旅客捷運

系統，讓自動化電動汽車高速、安全運載

旅客。該交通系統將設計成每小時至少可

搭載4,400名乘客，並可根據拉斯維加斯會

展中心的人流量來調整。

拉斯維加斯還將打造多個特色場地，除

了沉浸式娛樂中心AREA15將于2020年投

入市場外，斥資18億美元、可容納6.5萬觀

眾的全新拉斯維加斯體育場，其將作為迎

接NFL職業橄欖球隊突襲者隊來到拉斯

維加斯的主場，同時，並將迎來更多大型

演唱會和頂級體育賽事。而已破土動工的

MSG Sphere表演場館，為拉斯維加斯金

沙集團與麥迪森廣場花園的合作項目，預

計將容納1.8萬名觀眾；這座球體建築將會

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演唱會場地，內外部將

由世界上最大、解析度最高的LED螢幕組

成，將為觀眾呈現約15,793平方米的球幕

數字化展示，帶來最先進的沉浸式娛樂體

驗。

在酒店方面，除了已經完成近15萬間酒

店客房的重大翻新改造，Circa度假村將是

自1980年以來第一個在拉斯維加斯老城區

費蒙街新建的酒店，其將帶來777間客房，

重新定義拉斯維加斯老城區的住宿體驗。

預計2020年年底開業的Resorts World雲頂

中華世界，是近十年來拉斯維加斯大道上

首個投資幾十億美元、中華主題的度假村，

其將是59層高、擁有3,400間客房的全新度

假娛樂綜合體。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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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協會會議市場進入成熟期
Association

[ 鐘韻—編譯報道 ] 舉辦的國際會議協會會議，數量較2017年

同比上升了379場，為ICCA史上最高紀錄。

按國際協會會議場數計算，巴黎在城市

排名中名列前茅，較第二名的維也納大幅

多出40場會議。2017年，巴黎和維也納各以

190場會議同列第二。前一年排名第一的巴

賽隆納跌至第四位，馬德里則是2015年以

來首次進入前五，位居第三。

美國不出所料地如同過去20多年在國家

排行中占榜首地位。德國仍排第二，而2017

年排名第三的英國滑到了第五位，被上位

到第三的西班牙所超越。繼去年跌出前五

名后，法國在2018年以第四名再度上榜。

依參會者估計總數來看，2018年巴賽隆

納雖然會議場數較最多的巴黎少了49場，卻

成了第一大會議城市。故可匯出這樣的結

論：巴賽隆納舉辦的會議數量較少，但會議

規模較大。會議場數上分別排名第一和第

二的巴黎和維也納在此特定排行中，分別

排在第二和第三位。

ICCA協會資料庫中所有國際會議的平均

總支出在2018年增加了4％，從2017年的106

億歐元，增加到了2018年的110多億歐元。

↑巴黎舉行的協會會議數量名列前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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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A發揮資料力量 協助會議業者定制活動 倫敦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翻新歷史風情
[ 劉霈芯—倫敦採訪報道．攝影 ]

萬豪國際集團旗下JW萬豪品牌旗下歐

洲首家酒店—倫敦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

度假酒店，耗資數百萬英鎊全新翻修完

畢，酒店並盛大舉辦90周年慶祝活動，展

現出精緻高雅的英倫風情。

萬豪國際集團奢華品牌歐洲副總裁

Jenni Benzaquen表示，「如此大規模的

翻修工程完工，標誌着有90年歷史的倫敦

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度假酒店開啟全新

篇章，今后的90年乃至更長時間裡，它必將

延續過往的傳統與成功。對JW萬豪酒店而

言，服務與設計是我們品牌的兩大核心要

素，我們巧妙結合這兩者，為世界各地的客

人提供獨特的體驗。」

倫敦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度假酒店的

前身是格羅夫納別墅，曾是格羅斯特公爵

的府邸，別墅最初由著名建築師L. Rome 

Guthrie和Edwin Lutyens爵士設計，于1929

年作為酒店開業，是倫敦公園大道上的第

一家酒店，真正標誌性的酒店擁有英國

首都令人豔羨的上佳地段，是舉辦重要宴

會活動的理想之所。

在其近90年的歷史上，曾接待過眾多的

皇室成員、首腦政要與國際名人，至今依

然如此。同時也是倫敦的社交高地，舉辦

過許許多多高規格的重要活動，比如皇家

古蘇格蘭舞會、俄羅斯名門千金成年舞會(

已連續舉辦68年)、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院

獎(BAFTA)頒獎典禮等。

此次翻修工程由HBA和GA Design兩家

公司聯合設計，再現這家酒店悠久迷人的

歷史，又以新穎的方式融入了現代元素。

底樓空間、走廊和客房的設計中也融入了

海德公園各種元素，與酒店面向的海德公

園迷人景色相呼應。蝴蝶牆面藝術裝飾

與定制地毯等內飾元素，以柔和中性色調

為主，其間還點綴着呼應季節變換的強調

色。原本大堂壁爐的位置改成了落地玻璃

大窗，使大堂入口與明亮的Park Room流

暢銜接。

酒店的宴會空間也是極具歷史高度，倫

敦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度假酒店擁有全

歐洲最大的酒店宴會活動場地，靈活的多

功能空間總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其中，

Great Room大宴會廳能容納2,000位賓客

同時落座，因此是舉辦頒獎典禮和盛大接

待會的理想場所。這個場地最初是一個滑

冰場，伊莉莎白公主(即當今的英國女王伊

利莎白二世)和她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曾

在這裡學習滑冰。如今，八盞水晶吊燈和

一座恢宏的大樓梯印證着那段光輝的歲

月。

另一個Ballroom宴會廳擁有優美的切割

玻璃吊燈和裝飾藝術風格內部設計，特別

呈現酒店歷史亦接待過無數名人政要活

動，可容納500名賓客；Court套房則是一個

可以容納250名賓客落座的會議空間，以圖

案特別的定制地毯呼應了酒店曾經的滑冰

場歷史，壁燈也投射出冰雕一般的效果。

酒店的會議活動總面積達5,700平方米。

此外，酒店還在柏麗街86號提供20間有

自然照明的多功能套房，相對稍小的空間

能令參加商務會議的賓客精神更為專注，

也適合舉辦小型婚禮與宴會。

酒店聚焦亞太和中國市場

倫敦格羅夫納別墅JW萬豪度假酒店

總經理Stuart Bowery向記者表示，在倫

敦，中國市場一直都被認為是很強勁的主

流市場，發展非常迅速，因此酒店十分重

視來自中國市場的遊客和消費群體。酒店

也有中國員工，能夠更深層次與中國客人

交流，為中國顧客提供周到的服務。

「中國消費者對具有歷史故事背景的場

地特別感興趣，一直以來倫敦格羅夫納別

墅JW萬豪度假酒店都在盡心推廣我們的

歷史文化，包括我們現有的精美歷史宮殿

和其他文化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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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明亮度的場館★★★★

透過引入戶外元素，這五家場館變得更加閃耀。

● 舊金山莫斯康展覽中心作為美國最大會議場館之一，在剛完成的5.51億美元翻新工程

中，增加了戶外步行道和新鮮空氣充沛的全景露臺。

● 邁阿密海灘會議中心在去年秋天所完成的重大改裝中，拓寬了建築空間並借大片窗戶將

光線引入。該項目盼借能源效率提升得到LEED銀級認證。

● 洛杉磯市中心洲際酒店座落于區內首座獲LEED金質認證建築中。作為美洲最大的洲際

酒店，該73層建築高335.28 ，是西海岸最高摩天樓。這家889間客房酒店擁有近9,290平
方米的室內和戶外活動空間，並擁有建築定位、日間照明、高性能玻璃和熱能儲存等有助

減少能源使用的先進科技。

● 在紐約市多學科藝術中心The Shed彭博建築內，可于由Diller Scofidio+Renfro首席建築

師與Rockwell Group合作建築師設計的自然光創新半透明聚合物外殼裡舉辦私人活動。

它是哈德遜城市廣場項目的組成部分，毗鄰備受歡迎的紐約高線公園。

● 匹茲堡的大衛勞倫斯會展中心是全球專為達到LEED標準而建造的會議中心之一。它目

前擁有LEED最高級別鉑金認證，而這部分歸功于該場館所享的日光和河濱景觀。

會議永續發展遠不止于綠化
根據SkiftX的報告，會議活動產業不僅

在綠色環保方面有作為。當前，場館和會

議組織者都在努力減少環境足跡，並為此

重要旅遊業細分領域當中創新實踐模式。

業者正加強力度，利用超出宴會廳之外的

創意內容提起參會者興趣。身為主辦者的

各組織機構正與場館伙伴攜手合作以取得

超越傳統「投資回報率」定義的成果，在社

區間產生長遠影響。這些變化，都反映了全

行業為既減少MICE活動對氣候的影響，

積極驅動龐大的面對面會議市場長久投

入，所付出的努力。

重新定義永續發展：
超越回收站

多年來，酒店業「永續發展」的概念一直

與環境問題綁在一起，比如消除一次性塑

膠、通過安裝燈光定時控制器或運動感測

器減少能源消耗、要求客人重複使用毛巾

以減少洗滌劑的使用等等。這些舉措對于

永續發展活動的未來，無疑有重要作用。

IHG全球銷售戰略副總裁喬納森．卡普

蘭(Jonathan Kaplan)表示，「有些組織

因其自身的價值觀和政策，必須實踐綠色

和永續發展舉措。供應商若想合作，就必

須仿效這些品質。」

然而，此產業之未來所仰賴的遠不止于

「綠化」業務。會議活動如同旅遊各細分

產業一般，需由新血的加入和不斷擴增的

潛在消費市場來推動。活動在應用新科技

時，不能流于噱頭。應採用超脫主題演講、

小組討論和分組會議的新模式，以提高多

樣性並加強參與度（不用說，還有吸引年

度活動的回頭生意）。

會議組織者必須在酒店和其他場館合作

伙伴的幫助下，更好地管理和降低風險。

主辦方和參會者都應更好地與東道主社區

合作，以產生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環境

的積極影響。如此可知，永續性不僅僅是

廢除吸管或紙咖啡杯那麼簡單，而是關乎

產業自身的未來。

Streamlinevents會議組織者喬希·亞

當斯(Josh Adams)說道，「當前，大家都

把焦點放在塑膠上面，但 “永續性”遠非

如此簡單。說到底，永續發展的目標，實際

上是讓未來的地球比今天更美好。我們如

何照顧水面以上的環境？又如何照顧水面

以下的環境？比如，我們如何確保我們不

造成不公平的勞動條件？我們如何實現性

別平等？我認為，這些都在「永續發展」的

範疇之內，最終，這些問題我們都會一一

處理。」

將戶外和自然
融入活動當中

如今，活動設計的主要趨勢之一是將大

自然引入室內，讓參會者（還有活動人員）

感到更貼近人性。CVENT活動總監瑞秋·

安德魯斯(Rachel Andrews)說道，「按

摩站、早晨瑜伽課程、以能量為主題的午

休時間和為參會者提供放鬆和充電機會的

其他增強功能，現已必不可少。室內和室外

空間的混合很有吸引力，能使活動脫穎而

出。」

或許還有點出人意料的是，自然光、肢

體活動、容參會者舒展四肢之更久休息時

間所具備的「愉悅潛力」有科學研究做背

書，證明其有助于促進學習，甚至提高創

造力。

Streamlinevents會議組織者亞當斯談

道，「在我上月剛參加的一場活動中，五分

鐘的椅子瑜伽活動完全扭轉了我的注意力

集中度，使我的思維方式更加正向。這樣

的活動還可促使參會者相互建立起友誼。

大家一起做對自己有好處的事情，能改變

互動深度。」

亞當斯進一步指出，「康養活動可以有

很多種形式，比如把會議挪到戶外、舉辦

步行會議、延長社交時間、讓人們活動和

呼吸新鮮空氣等。無論何種形式，都能說

明人們加強資訊的吸收和保存。既然花了

這麼多錢讓參會者飛到目的地，真的應該

使活動形式更多樣化。事實證明，一個半

小時的主題演講根本不會奏效。」

確實如此。據Skift一份近期報告顯示，

有幾家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一系列同行評議

的研究中發現，「科學證明：離開舒適圈、

探索新區域、結識新朋友有助于每個人突

SPECIAL REPORT

（
提
供‧

邁
阿
密
海
灘
會
議
中
心
）

 會議永續性不僅僅是廢除吸管或紙咖啡杯那麼簡單，而是關乎產業自身的未來。從最新趨勢來看，會議從業者必須關注會議對環境

與氣候所產生的影響，更必須重視新世代對交流與健康場地的不同需求，甚至必須了解，會議的投資回報早已超越財務範疇。

[ 鐘韻—編譯報道 ] 破自我。」這些研究人員發現，雖然每次

都在戶外組織公司會議並不切實際，但是

增加綠色植生牆、自然光、新鮮食品等戶

外活動元素，可以捕捉一點這種火花並提

高創造力。

把大自然融入活動當中的另一項好處

是，能讓參會者離開手機。這對活動組織

者和節目主持人來說一直是項挑戰。戰略

會議與活動克利斯蒂．拉曼尼亞(Christy 
Lamagna)說道，「把參會者關在宴會廳

裡幾個小時，毫無效果。將學習時間分成較

小的段落、適應不同世代人們的不同學習

風格和學習偏好、增加激發活力的休息時

間，對于培養參與度、進而實現有意義的

結果，都至關重要。」

注重節慶化：
從會議到體驗的瞬間轉變

永續發展雖是會展產業當前流行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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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企業社會責任正產生影響
CSR Matters

作為酒店業19年老手，現任IHG全球銷

售戰略副總裁喬納森．卡普蘭見證了無數

會議活動趨勢；其職責涵蓋全球會議領

域創新。他與SkiftX探討了會議的未來、

社區影響的重要性，以及為什麼無論活動

規模如何，個性化關照都至關重要。

Q. 
這個行業發生了很多變化。你最

密切關注的主要趨勢是什麼？

卡
：雖然面對面會議的投資回報率仍

舊重要，但在全球範圍內，會議活動

中體驗和關係的無形價值，重要性正在上

升。一些典型的例子包括團體遠足活動、

慈善捐贈和社區交流活動以及傳統會議室

和宴會廳做不到的創意體驗等。同時，會議

也變得更具互動性；團體對話和討論的時

間占比正在上升。科技的使用在策劃過程

中至關重要。採購簡化的需求不斷增長；這

與客戶購買消費品的行為趨勢是一致的。

會議組織者正尋求更具「交易性」的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會議組織者只要用設備點擊

幾下，就可以為50人以內的會議進行預訂。

即時支持及協作的順暢執行力，正成為快

速滿足客戶需求的必備要素。

Q. 
參會者追求什麼，會議組織者又

如何滿足參會者的需求？

卡
：他們追尋位于理想位置的優質場

地，且要求場地提供完美的視聽設備

和出色的食品及飲料。參會者希望獲得非

傳統會議的獨特體驗，同時能與同事、朋

友和家人隨時保持聯繫。他們不希望白花

了為參加活動而離開辦公室（可能還有電子

郵件）的這段時間。最后，他們希望有更多

將商務旅行延伸到個人享樂或自我提升的

機會。也因此，在優越的地點舉辦會議，價

值越來越凸顯。

Q. 
酒店若不在設施上做重大投資，

如何贏得新的會議活動生意？

卡
：必須關注客戶的採購體驗。採購

體驗從資源定位開始，並會在提案、

簽約、會前和會后的過程中一直延續下

去。銷售人員的經驗和知識之重要性無以

衡量，是客戶關係優劣的關鍵。酒店也能

以創新方法為客戶及其組織做體驗定制。

真正瞭解客戶及其關注點是第一步。很多

客戶對于標準U形會議配置，越來越感厭

倦。因此，酒店正開始尋找能在建築內塑

造獨特場地的其他區域，並在渠道上突出

其靈活空間。

Q. 
您認為新科技能有效使會議活動

更成功嗎？

卡
：電話和視訊會議等傳統科技早已

是基本工具。雖然即時投票和虛擬

實境等新科技正在崛起，但把這些新科

技用于達到最終目的是很重要的，否則

使用最新、最好的科技沒有意義。會議組

織者雖應發揮創意，但也應避免「設計過

度」。活動不必太複雜，尤其是在虛擬實境

方面，會議組織者應該確保科技的使用與

會議的目標和目的有明確關係，從而為會

議提供支持，而不是分散注意力。

Q.
環境的永續性有何重要性，MICE

產業又能如何做得更好？

還有另一種緊隨其后的關聯概念：「節慶

化」。此趨勢反映了產業的重大轉變。這與

泛旅遊產業中，體驗超越紀念品社交價值

的現象緊密相關。千禧一代尤其看重他們

能做什麼，而不是能買什麼。酒店品牌無

論大小都在重新思考他們如何應對這種新

的消費者心態，並開始利用大堂空間、與

開創性的餐廳運營商合作，及想出介紹社

區周邊的新方法。通過利用這些更廣泛的

消費者趨勢，會議活動產業可以提高其重

要性、吸引新參會者並深化既有參會者關

係。

實踐中，實際成果如何？與知名餐飲商

合作是紐約市酒店開發商Lightstone 集

團的關鍵舉措。在近期的一個項目中，

Lightstone與Tao集團一同和由家族企業持

有的Antica Pesa餐廳集團合作，推出了全

日制餐廳和精緻概念餐廳。意大利餐廳在

酒店業雖極為普遍，但此項目有別于他。

紐約時報餐廳專欄作家Florence Fabricant

在三月評論道，「這裡的意大利菜雖經典，

但也不乏誘人亮點，比如由油炸麵團與熟

香腸和巴馬乾酪泡沫製成的炸餃子；意大

利寬面配野豬；罐煮劍魚、櫻桃番茄、茄子

和羅勒等。」這種新穎的酒店餐飲概念為

酒店帶來了差異化特色，同時也在吸引小

型會議業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酒店周邊活動方面，酒店集團將參

會者及一般商務旅行者視為目標市場。

North Highland咨詢公司負責人兼酒店

業務主管Bill Caswell說道，「許多酒店品

牌已開始延展其本地和體驗式服務。這些

自將融入到他們的會議活動產品當中。」

舉例來說，拉維尼亞皇冠假日亞特蘭大

普雷米特酒店的工作人員會為客人提供個

性化建議，如遊覽喬治亞水族館、國家公

民和人權中心等當地景點的最佳方式及

推薦周邊商店等。又如，全美國的Kimpton

酒店和餐廳都與Public Bikes合作，通過方

便、免費的自行車共用計劃，讓客人更易于

在本地穿梭。

重新思考「投資回報率」

「體驗瞬間」對于渴望與眾不同的品牌

和參會者來說也很重要。「投資回報」重要

性雖仍在，但「回報」的定義已經超出直接

財務影響的範圍之外了。

如2011年哈佛商業評論一篇里程碑式文

章所述，組織機構重新思考「回報」的一

種方式是，在活動設計中突出創造「共用

價值」的觀念。該文章作者Mark R.Kramer

和Michael E.Porter解釋，此概念指的是

「如果企業將其目標重新定義為創造共

用價值、以解決社會挑戰的方式在創造經

濟價值的同時帶來社會價值，那麼企業就

能恢復商務活動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企

業可通過三種方式做到這一點：重新審視

產品和市場、將價值鏈中的生產力重新定

義、在其所在地附近建立支持性的產業集

群。

卡斯韋爾說道，組織機構讓參會者親自

「動手」，顯示他們正開始接受這種觀念。

「娛樂活動變得更有活力，反映了參會者

對于更多互動的需求。比如，將探索當地

文化、品嘗當地餐飲及志願者或慈善活動

和會議相交織等等。」酒店業高管也留意

到了同種趨勢，「例如社區和慈善捐贈交

流活動數量大幅上升」，IHG的卡普蘭說

道。「將慈善和社區交流元素結合的團隊

建設活動向來是種很好的體驗。如今，由

于它們可以促進交流和同事情誼，這類活

動的需求更高了。」

I H G在美洲與清潔世界（C l e a n t h e 

World）及在亞洲與制皂希望（Soap for 

Hope）公益項目的兩個伙伴關係即為案

例。通過這兩個項目，「近450家IHG品牌

酒店共同避免了超過55萬磅肥皂的浪費，」

IHG發言人表示。「肥皂沒有被運往垃圾

填埋場，而是被回收成近300萬塊新肥皂，

分發到了最有需求的社區。」

IHG還有一個直接面向會議、活動組織

者及企業差旅經理的項目。「我們知道永

續性對企業客戶很重要。每年都有越來越

多的旅遊買家向我們咨詢酒店環境足跡

的資訊，以在旅遊採購的過程中做出更可

符合永續性的選擇，」一位IHG發言人表

示。因此IHG于2016年與全球商務旅行協

會（GBTA）合作「領先開發幫助旅遊買家

評估其旅遊管理和永續性計劃的基準工

具，」該發言人說道。「2018年，近60%的企

業客戶要求我們利用GBTA企業責任區塊

提供碳足跡和廢物轉移率等相關資訊。」

這些對社區產生良好影響、有可衡量回

報且吸引參會者的舉措和實踐活動肯定會

越來越受到歡迎。Cvent的安德魯斯指出，

「人們渴求新的交流方式。」

活動風險管理，
保證活動安全

全球會議和活動產業因規模龐大，導致

其如其他旅遊細分產業一般，成了風險源

和外部人士瞄準的目標。有業內人士指出，

如今，會議組織者和場館方都應將風險管

理和參會者安全視為一切前提。

但與此同時，安保和風險管理舉措也

不能影響到參會體驗。「關照義務和應

急準備應在幕后悄無聲息地進行，」國際

獎勵旅遊管理者協會(SITE)首席營銷官

Padraic Gilligan說道，「除了在活動前

進行安全簡報和交流，以讓人放心之外，

這並不需要直接影響到項目本身。」活動

經理可以集成「存取控制和行李檢查」及

「在活動掛繩中更廣泛地使用電子晶片技

術」等各種工具來提高活動安全係數，卻

不為參會者帶來不便。

無論是從嚴重現場事故或可能造成行程

混亂的影響來看，氣候變化都算是一種風

險。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稱，雖然區域

性天氣情況或颶風、洪水等個別天災與氣

候變化有所不同，但旅遊業對后者的抵抗

力卻「極度脆弱」。該機構表示，「此產業

面對的風險多種多樣，比如越來越極端的

天氣狀況等各種直接和間接影響、不斷提

升的保險成本和安全考量、水資源短缺、

生物多樣性下降以及目的地資產和景點的

損害等。

氣候持續驅動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損壞將

對旅遊業產生負面影響，降低旅遊目的地

吸引力，並減少當地社會的經濟機會。」這

些挑戰雖然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但聯合

國世界旅遊組織確實有對酒店業提出「降

低能源消耗」的建議，而這正是酒店業可

以並且應當採取的前進措施。

最后，由于高度複雜的駭客和駭客工具

集的流行，利益相關者對資料安全和資料

隱私的擔憂正持續上升。此外，由于歐洲

（包括通用資料保護條例）和美國（即將

出臺的加州消費者隱私法）新法律的監管

力度加大，個人資料的共用限制變得更加

嚴格。

IHG首席資訊安全官大衛．喬丹(David 
Jordan)說道，「高速、安全訪問互聯網的

要求以及任何時候都能直接從任何設備接

收內容的能力，必須與個人權利的保障相

平衡。酒店品牌必須與會議組織者合作，

提供更高速的網路環境，並強化保護和偵

查控制，以更好地確保敏感資訊的保密性

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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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此產業所面臨的挑戰需要尖

端解決方案和創造性思維來克服。然而，

會議組織者指出，會議活動的未來依然非

常光明。

主導福布斯「30歲以下」系列活動（其

一參與者過萬）的福布斯會議組織者琳

賽．埃茲科維奇（Lindsay Ezykowich）
表示，一個關鍵原因是，數字化的千禧世

代和Z世代參會者瞭解面對面交流的重要

性。她說道，「我們發現30歲以下參會者對

所有活動都積極參與（不僅在年輕人的活

動當中）。這真的很酷。他們會在我們的活

動當中彼此認識、相互協作並利用這些關

係來發展業務。這反映了福布斯對個別社

區的投入，並確保我們透過展示30以下人

群活動來保持自身的品牌能見度。」

吸引新參會者加入會議活動世界，是此

產業健壯發展的關鍵。埃茲科維奇說道，

「老實說，我們不會刻意以某種方式來舉

辦40到60歲人群的活動，或覺得者我們必

須為20至40歲乃至其他人群以不同的方式

來辦會。說到底，誰都想要有趣和難忘的體

驗，加上一些（無論如何定義的）具體投資

卡
：無論是能源、資源還是垃圾，價值

1,200億美元的會議產業都會衝擊生

態環境。對于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觀的

客戶來說，供應商要想被客戶所考慮，採

取永續發展措施幾乎是強制性的。

舉幾個例子：能夠向會議組織者提供特

定會議之碳足跡及酒店抵消該碳足跡的

實例，便能展示出，酒店能夠說明他們實

現自己的目標，同時突出彼此間的共同價

值觀。

另有酒店通過與當地組織機構的合作關

係，為個別客戶量身定制出如果未提，可能

客戶無從得知的「社區影響」項目。

Q.
會議的新趨勢是什麼?您密切關

注的趨勢有哪些？

卡
：當今市場上，最重要的就是餐飲。

平淡無奇的餐飲體驗已一去不復返；

參會者追求的是高品質且多樣化的餐飲

選擇。會議活動體驗性上升的趨勢也越來

越強烈。參會者希望能體驗和學習到新東

西，且這些東西還需獨屬于目的地本地。

同時，他們也希望在會議期間與其他人接

觸，並建立關係。

最后，客戶希望與他們信任且注重細節

的酒店團隊合作。畢竟，這些會議組織者自

己也須獲得終端客戶及終端客戶的客人和

參會者的認可。

會議活動的未來：吸引新參會者
Looking Forward

回報。」其他業者也預測，從長遠來看，此

產業將轉向年輕參會者。CVent和愛德曼的

調查報告顯示，「千禧世代計劃明年比X世

代或嬰兒潮一代參加更多的活動」。

會議組織者反映到，無論年齡，參會者

注重的都是最基本的條件。埃茲科維奇說

道，「對我們的參會者來說，看到我們能幫

助企業發展非常重要。人們希望融入社區。

聚會會讓人覺得自己是某個社區的一部

分，使其與社區中人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且能找到更多機遇。」

對于客戶助其在考艾島建立男孩女孩俱

樂部的亞當斯來說，在會議中實施永續性

舉措與促進整體業務發展並不矛盾。事實

上，打造社區影響力、考慮環境管理和吸引

新受眾，是使推動會議活動產業超越以往

的三個要素。「可見性將有助于改變人們未

來的行為和態度。」亞當斯說道，「雖然不

能一夜之間進行大規模改革，但我認為我

們看到了一些重大轉變。沒有什麼比看着別

人的眼睛說 “我在聆聽，我正視你，我欣

賞你”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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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

營銷經理Kelly Cheung 

（
攝
影‧

張
廣
文
）

多元新項目×固有文化內涵

澳門獎勵旅遊揮灑體驗優勢

內160位、室外60位可欣賞海景的場地；另

外， 澳門陸軍俱樂部也有葡萄牙餐廳。

二、與大自然親密接觸。澳門威尼斯人

的戶外草地IL Prato，適合各種瑜珈、太

極、伸展等團隊建設活動，而澳門四季酒

店的草坪區、鷺環海天度假酒店的花園帳

篷，以及澳門新濠影匯的活動花園、盛大

花園、法國花園都是不錯的選擇。另外，

澳門竹灣酒店(Pousada de Coloane)還有可

容納200人的開放式露臺花園，以及可接待

150人的餐廳和酒吧。

三、享受泳池邊。在澳門羅斯福酒店的

泳池畔舉辦活動可以俯瞰賽馬場，而在澳

門悅榕莊的天浪淘園可以在獨立的帳篷

茅屋享受寧靜私人時光。于澳門四季酒店

還可以在泳池上打造時裝秀T台，舉辦晚

宴活動，讓人在水上漫步。

四、加入無法預期的驚喜元素。在澳門

君悅酒店，有一個小型董事會議廳場地，

適合貴賓開會，也可以舉辦培訓活動，藏匿

在獨特金屬升降裝飾的后面，入口處還有

大型螢幕可以使用，非常特別。其戶外帳

篷可以根據企業需求，打造各種風格，上演

各式表演，一樣讓人驚奇。

五、用不一樣的方法瀏覽澳門。除了古

董老爺車環遊澳門，以及可以包車日夜欣

賞十五個知名澳門景點的敞篷巴士之旅，

遊客也可以在水上欣賞澳門，從路環和氹

仔上下船，在船上45分鐘的行程中，遊覽澳

門半島、氹仔和路環村落。

六、文化體驗。喜歡中式旗袍的遊客，

可以穿上旗袍，在澳門福隆新街上拍照，

在古色古香的環境襯托下，有如穿越古

代。而喜歡西式服裝的遊客，則可以選擇

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積極宣傳

澳門獎勵旅遊優勢與旅遊發展規

劃，八大重點體驗，有助業者與企業打造

別具一格的行程，期望吸引更多企業團體

到訪澳門舉辦活動。

旅遊發展規劃方面，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旅遊局香港代表營銷經理Kelly 
Cheung表示，澳門正在積極打造眾多全

新酒店項目。除了澳門巴黎人剛剛推出了

全新的香檳套房，接下來，上葡京、Karl 

Lagerfeld酒店、澳門PalazzoVersace酒店

將陸續加入市場。2020年，還有Lisboeta

酒店、Lisboa酒店、歐舒丹酒店、Line朋友

酒店計劃開業。當中，574間客房和套房的

Lisboa酒店，適合家庭客源，以現代設計風

格展示澳門1960年代的懷舊元素。同時，

充滿冒險和感官娛樂，其皇家電影院將是

澳門第一家IMAX電影院和MX4D全感官

劇院，酒店還將另外設有五家電影院、室

內跳傘體驗、388米滑索娛樂，以及兩家貴

賓場地。

歐舒丹酒店（L’OCCITAN）將設有164

間客房和套房，是國際歐舒丹品牌打造

的全球第一家酒店，酒店設計風格為南法

國普羅旺斯。另外，全世界第一家由Line

朋友設計的主題酒店，設有82間客房。而

Lisboeta酒店將有820間客房。此外，澳門

倫敦人也將加入市場，推出大笨鐘等英國

地標性建築。

近期開業全新酒店則包括有：1,391間

客房的美獅美高梅酒店在2018年2月13

日加入市場，其亮點包括亞洲首個動感

劇院「美高梅劇院」。而由已故建築師

ZahaHad id設計的澳門摩珀斯酒店，共

　  除了持續在市場上推出新項目、新設施，澳門固有的體驗優勢及文化內涵，本身即足以供業者與企業活

動組織者盡情發揮；深入探究，肯定收穫滿滿。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穿上傳統的葡萄牙服裝，在葡式建築前面

攝影，有如走到了葡萄牙。偏好小販攤位

的遊客，可以在澳門百老匯體驗熱鬧的夜

市喧嘩。而鷺環海天度假酒店的葡萄芽菜

烹飪班、澳門悅榕莊的泰式烹飪課程也都

是不錯的選擇。另外，氹仔村落現在推出

全新街區，匯聚了眾多知名品牌手信、小

吃和手工藝品商鋪，包括：熊鉞日本料理

店Kumano Tomahawk、黃枝記、西班牙風

味美食Tuga & Lola、龍蝦包專門店Tim & 

Daf's，以及原創手作布藝設計品牌Naka和

后現代風格理髮店Joker Barbershop等。

七、參與精彩的活動、享受刺激。位于

澳門百老匯的虛擬實境遊戲體驗館Zero 

Latency提供驚險的VR體驗。而澳門路環

國際卡丁車賽車場體驗、澳門旅遊塔A J 

Hackett的全球最高233米蹦極、高飛跳、空

中漫步、百步登天，以及塔內與塔外233米

高空擊鼓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八、盡情放鬆。澳門悅榕莊有香氛蠟燭

工作坊、香氛精油工作坊、香氛防蚊噴霧

工作坊、香氛擦洗肥皂工作坊可以選擇。

而澳門永利皇宮則提供花香盒之花束工作

坊，以及與清酒侍酒師一同品酒的工作坊。

另外，凱撒高爾夫也有最新V1高爾夫軟件

可以體驗。

780間客房，則在2018年6月15日加入市場。

十三第也已經對外開放，其基本客房規模

為2,000平方英尺、最大客房規模為20,000

平方英尺，每一間客房都有獨立私人電梯，

客人也都能享受勞斯萊斯接待服務。

從基礎設施來看，除了近期通車的港珠

澳大橋促使三地口岸24小時通關，2017年

5月投入市場的氹仔北安客運碼頭，設有20

萬平方米的區域，每天可以接待40萬人次，

其設施包括：五台直升機、16個渡船泊位、

3個多功能泊位140多個出入境檢查櫃台

等。2019年澳門輕軌系統計劃投入使用；

輕軌將設置11站，連接機場、蓮花口岸、氹

仔碼頭等。

就獎勵旅遊優勢而言，企業團隊在澳門

舉辦活動，可以八大重點體驗，打造別具

一格的行程。

一、浸泡在葡萄牙風情之中。位于「氹

仔舊城區」木鐸街的La Famiglia「澳葡之

家」以中式混合葡萄牙式的澳門菜出名；

而澳門旅遊塔皇家葡萄餚Tromba Rija則

在全景環境之下提供地道的葡萄牙自助餐

（室內104座、室外50座）；位于路環黑沙

灘的美麗華正宗葡國餐廳Miramar則有室

DESTINATION-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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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酒店業推升科技、環保、文化藝術層次
Hotel

8月底，美高梅劇院還將上演新式獨幕

歌劇《驚園》，把水墨元素融入舞臺效果，

將昆曲表演方式昇華至前所未有的層次。

美高梅劇院的座位配置超過十種，可容納

2,000人，並擁有900平方米的特大4K LED

顯示幕，面積相當于三個網球場，是全球首

個可提供2,800萬像素觀賞體驗的劇院，同

時，可以根據不同活動，如傳統演唱會、時

裝展、電影首映會、360度配置的脫口秀、

產品發布會、國際DJ表演等提供客製化的

安排和設置，為MICE活動創造獨特難忘娛

樂體驗。此外，所有美獅美高梅的會議空

間都設有高科技4K投影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后，

將澳門定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

化共存交流合作基地」，傅于恬表示，這進

一步鞏固了米高梅作為文化旅遊領導者的

地位，為本身藝術和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更多

動力。通過藝術和文化元素，米高梅希望繼

續深化澳門作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

並保持與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米

高梅一直與大灣區許多旅行社和公司合作。

港珠澳大橋推進了澳門、香港、珠海三個城

市的整合，也為來澳門的遊客提供了一個輕

鬆的旅行選擇。

港珠澳大橋創造新商機

港珠澳大橋為澳門未來幾年發展商務旅

遊創造了絕佳的機會。澳門喜來登金沙城

中心大酒店及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銷售及市場推廣總經理陶莉娜(Daniella 
Tonetto)表示，開業不到一年，澳門的遊

客數量顯著增加。隨着越來越多的服務提

供者進入市場，提供更多的連接和點對點

包車服務，澳門酒店有更多機會吸引一個

更廣闊的市場，除了大灣區、廣泛的大陸地

區，與香港國際機場有航班連接的地區，以

往不願意通過渡輪到訪澳門的客源，現在

也都有機會爭取了。

他認為，澳門的會展市場競爭激烈，不

過，金融服務、保險和醫藥的客戶群正在增

長。許多MICE客戶都變得越來越挑剔，並

在尋找能夠獲得最大投資回報、同時留下

持久印象的活動。澳門除了有世界一流的

為了吸引中國遊客的目光，澳門酒店業

者不斷發展全新項目、設施與體驗，以展

現新意、吸引遊客回流；並在科技、環保、

文化藝術等方面，推升服務層次。

澳門倫敦人項目備受關注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銷售業務副總裁

Stephanie Tanpure介紹到，近期最大的

事情就是金光大道綜合度假村大型重塑項

目，也就是將金沙城中心翻新、擴建及重塑

為一處新的綜合度假村目的地發展項目—

澳門倫敦人。呈獻經典英式設計、品味風格

及奢華魅力的澳門倫敦人，標誌着金沙集

團與大衛‧貝克漢姆的最新合作。大衛‧貝

克漢姆將與知名室內設計團隊聯手設計澳

門倫敦人酒店獨特的頂層套房，在實現其

願景的同時，也注入個人時尚風格。此最新

項目將于2020年及2021年分階段完成，並

加入澳門威尼斯人®及澳門巴黎人，成為金

光大道必到的休閒旅遊目的地。

另一方面，洲際酒店集團與金沙中國有

限公司宣佈將通過洲際度假村聯盟展開合

作。澳門威尼斯人®和澳門巴黎人將加入

洲際度假村聯盟，合作關係即日啟動直至

2027年期滿。澳門倫敦人酒店也將在2020

年開業后，加入該聯盟。聯盟下的度假酒

店保留其原有的品牌調性，同時還將通過

洲際酒店集團的渠道進行營銷推廣，包括

為客人提供酒店預定以及積分兌換服務的

洲際酒店及度假村官網(InterContinental.

com)。

因應千禧一代推動科技與環保

未來，金沙中國將運用更多科技的元素、

更多地考慮綠色/環保、聚焦于隨時能使用

的科技/無線網路、着重于會議活動場地能

提供網路線上服務和線上直播的設備，並

提供一些酒店戶外的體驗活動，比如在巴

黎人花園舉行戶外瑜伽，突破遊客單純室

內休閒度假的模式。一來，在澳門金沙度假

區旗下的酒店和度假村，以及威尼斯人金

光綜藝館都將繼續提供免費的無線網路。

二來，在澳門金沙度假區旗下物業包括住

宿、餐飲、購物等將提供更多便捷的付款方

式，包括支付寶及微信支付服務。同時，在

多個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市場營銷和推廣，比

如，微博官方帳號及微信官方公眾號。

另外，由于客人喜歡把花銷用在體驗方

面，因此，會為其推出餐飲、零售、健身及

休閒娛樂方面的優惠。而且年輕人喜歡在

社交媒體上分享，包括Instagram/微信朋友

圈，喜歡自拍、打卡式旅遊，因此金沙中國

在美食、住宿等方面，提供豐富的選擇迎合

年輕人的喜好，包括米其林、黑珍珠餐廳。

同時 澳門威尼斯人、澳門巴黎人將強調本

身風格與建築吸引遊客，包括威尼斯水鄉大

設施作為后盾，多年來在MICE中建立的專

業知識，也使得本身競爭力能脫穎而出。

另一方面，澳門會展市場到了澳門政府

的大力支持，組織者能享受一系列支持政

策，包括財政補助，加上大橋提升的便捷

性，使澳門會展市場將持續穩步長期增長。

就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及澳門瑞

吉金沙城中心酒店而言，除了在澳門、香港

和大灣區許多城市中建立了有效的旅行合

作伙伴網路，以吸引商務旅行到訪，全年間

銷售人員也會定期拜訪現有客戶，並尋求新

客戶以帶來更多業務。服務和設施是澳門喜

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及澳門瑞吉金沙城

中心酒店能在澳門，甚至在大灣區突出的

強項。

作為萬豪國際集團的一部分，世界一流

的設施和最高水平的客戶服務，是堅實基

礎。提供量身定制適合企業需求和預算

的活動計劃，同時，在活動中使用最新的

技術，包括舞臺、照明、社交媒體平臺等，

是成功吸引越來越多活動到訪舉行的關

鍵。

澳門舉辦的會展活動越來越多，而且規

模不斷擴大。傅于恬指出，在米高梅舉辦大

型活動和小規模高端活動的客戶數量有所

增加。在澳門特區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支持

下，預計會展將繼續在澳門發展。希望米高

梅能夠發揮主導作用，在澳門會展市場為

客戶提供非凡體驗、卓越服務、擁有先進技

術設備的會議場所、世界一流的娛樂，以及

卓越的美食。

根據澳門統計局，2019年第1季度的旅遊

物價指數為137.92，按年升0.72%，升幅主

要由酒店住宿和餐飲服務收費上調，以及

手信食品價格上升所致。2018年港珠澳大

橋通車前，過夜旅客保持較快增長，帶動

酒店住宿需求，酒店房價升幅較為顯著，平

均升約1成。雖然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不

過夜旅客激增，但酒店入住率未見受影響，

2019年繼續維持在9成以上。房價也無下

調，只是升幅較2018年放慢。現在酒店房價

「不便宜也不算貴」，可算是供求相對平衡

的狀態。

運河、巴黎鐵塔等非常適合年輕人拍照打

卡的地方，加強本身作為澳門最具特色的

旅遊目的地形象。

Stephanie Tanpure補充到，「千禧一代」

正在推動創新，特別是在IT和技術行業。IT

行業是金沙中國最大的增長型市場，許多

客戶都是財富500強企業。過去12個月舉辦

的大量IT會議和活動都是年輕的與會者。

這一細分市場和人口結構具有明顯的獨特

性，其重點是尖端技術和可持續性。這通

常包括運用會議的移動應用程式、提高多

個電子設備所需的更快的互聯網速度，和

可持續性實踐，比如採用金沙中國綠色會

議項目、取消列印power points、停止提供

便箋簿和筆，取而代之的是先進的數字標

牌、消除塑膠和垃圾。

未來金沙中國除了將強調本身能力和設

施，為不斷發展的行業提供多元選擇，更會

專注于健康、早晨瑜伽和日間提神活動，提

供更健康的精選餐、純素食和素食選擇，

以及果昔和新鮮水果，開始新的一天。

提升城市藝術文化體驗

澳門在6月至10月期間推出為期五個月

的大型國際綜合性文化藝術盛會「藝文薈

澳」，打造全新文化旅遊品牌，並舉行一連

串國際藝術展覽、表演活動、國際青年節

慶、高校視藝展示等多元視聽盛宴，形成規

模空前的全城藝文節慶，為國內外遊客帶

來全新的城市藝術文化體驗。

為支持「藝文薈澳」，美高梅酒店與度假

村集團澳門度假城業務銷售副總裁傅于

恬(Victoria Fuh)表示，美高梅特邀世界級

當代中國藝術家馬文和楊泳梁打造《華源》

藝術展，在美獅美高梅視博廣場通過水墨

藝術結合現代科技以嶄新的方式演繹，打

造成為引人入勝的當代藝術園林和水墨空

間，讓人能透過不同角度欣賞，遊走在藝術

品之間。通過耳目一新的中華文化藝術體

驗，創造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和旅遊體驗。未

來，美高梅將繼續以藝術和娛樂作為品牌

核心，將旅遊、藝術和文化元素融為一體，

創造出創新的娛樂體驗。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銷售業務副總裁

Stephanie Tanp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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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喜來登金沙城中心大酒店及

澳門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

銷售及市場推廣總經理陶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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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酒店與度假村集團澳門度假城

業務銷售副總裁傅于恬

（
提
供‧

美
高
梅
）

2019 BT-07-08-03.indd   10 2019/7/21   11:26:49 PM





12   TTG-BTmice China-July/August 2019

要
談到城市大轉變，珀斯可以說出一個

好故事。事實上，西澳大利亞州已經

批准了價值15億澳元的酒店項目，還有37億

澳元的其他項目獲批准用于航空基礎設施

和藝術、娛樂和商業。

最近在珀斯開業的一些酒店包括：2018

加入市場的珀斯北橋希爾頓逸林酒店(206

間客房)、城市最新五星級酒店—珀斯QT、

五星級珀斯威斯汀酒店(368間客房)，以及

擴建的Crown Burswood度假村（Isika日間

水療中心、博彩場地擴建和升級、中式絲綢

餐廳和外部工程落成），還有2015年耗資1.1

億澳元的奢華Como The Treasury酒店。

接下來，2019年準備加入珀斯市場的一

些全新酒店包括：備受期待、價值5億澳元

的麗思卡爾頓酒店、耗資8,000萬澳元並擁

有250間客房珀斯Mantra酒店、珀斯十多年

來首個新建的經濟型酒店開發項目—宜必

思尚品酒店。未來耗資1億澳元並擁有270

間客房的四星級帝豪酒店，也將加入市場，

成為MRA City Link開發項目的一部分。

2020年，大規模的城市更新項目也將在

珀斯展現增長，特別是在市中心。伊麗莎白

碼頭、塔樓（包括麗思卡爾頓酒店）和Perth 

City Link之珀斯樞紐等項目正在促進城市

的進化。當中，耗資26億澳元的伊麗莎白碼

頭開發項目將重新使珀斯城市與天鵝河連

接起來，在10公頃的優質河濱土地上，建立

一個充滿活力的全新娛樂和休閒區域。而

伊麗莎白碼頭區改造的核心是「塔樓」，一

座379間混有公寓的綜合用途大樓，旨在將

當地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目的地，並

為珀斯生活設定標準。另外，隨着世界上最

具代表性的酒店品牌之一，也就是麗思卡爾

頓酒店在塔樓項目中的落成，整個區域將

提供直接連接主要旅遊景點的門戶體驗，

同時，展示珀斯為 一個熱鬧的旅遊勝地。

此外，和Perth City Link、Yagan廣場、

珀斯文化中心以及一系列其他私人和公共

開發項目一樣，伊麗莎白碼頭將把城市的

焦點轉移到河上，創建一個更加互聯與充

滿活力的珀斯。

澳大利亞旅遊局企業、政府、行業事務

行政總經理Karen Halbert介紹到，西澳

大利亞州近年特別在酒店和旅遊業上飛

速發展。位于珀斯中央商業區的珀斯會議

展覽中心，投資金額達2.25億美元，可容

納5,000名代表，除了強調每年接待50萬以

上的參觀者，並承辦超過600場展覽會議

等活動，也積極宣傳本身設施設備，包括

多達18個多功能會議廳，像是1,790平方米

的BelleVue宴會廳、2,500個座位的劇場/禮

堂、超過16,000平方米的專用展覽空間，以

及室外夏季花園的功能性空間。當中，最大

宴會廳達5,544平方米，可承接最多3,600人

桌餐形式的大型宴會，還可俯瞰天鵝河。其

還包括一個六層、138個單位的服務式公寓

樓，同時設有多功能廳、一個餐廳、游泳池

和健身房、一個六層辦公樓，以及1,500個海

灣停車場。場地不但吸引眾多會議到訪舉

行，也推動了珀斯和西澳大利亞州增加新

酒店的投資。

澳大利亞積極發展的不只是珀斯，目前

澳大利亞計劃投資的項目共213個，價值達

440億澳元，覆蓋航空、住宿、藝術和娛樂

等領域。根據STR Global（2018年12月）的

最新數據，有294個酒店項目正在推進中，

使得全國計劃增加50,000多個房間。這些酒

店項目目前都在建設階段，不是在澳大利

亞主要市場被批准開發，就是處于高級規

劃階段。

不只珀斯，各地都有故事

如同珀斯，在悉尼也可以說出一個類似

的發展故事。近年耗資15億澳元的ICC悉尼

開業，提供了世界級的會議、展覽和活動設

施，也推動了港口城市悉尼一輪全新高檔

酒店的發展，像是590間客房並可直接連通

ICC悉尼的索菲特酒店，以及目前澳大利亞

最大酒店—重建的達令港悉尼凱悅酒店，

不但新增一個俯瞰達令港的全新戶外酒

吧，而且共有892間客房，當中230間屬特製

塔樓的全新客房。另外，位于達令港、耗資7

億美元的Ribbon項目，計劃于2020年完工，

包括了一個450間客房的W酒店，以及即將

在前IMAX場地建造的146間公寓。

在墨爾本，類似爆炸性的新發展也在上

演。隨着墨爾本會展中心（MCEC）的進一

步擴建，除了增加了17,500平方米的展覽和

可靈活運用活動空間，進一步擴大場地規

模，也促使多家全新酒店加入市場，包括

擁有347間客房的墨爾本南碼頭諾富特酒

店、擁有213間客房的墨爾本中心諾富特

酒店、擁有270間客房的墨爾本中心宜必思

酒店，以及擁有91間客房的AVANI Central 

Melbourne Residences。

而布里斯班則投入2億澳元修復了歷

史遺產，也就是三月開放的Howard Smith 

Wharves項目。經過六年的打造，此濱江區

推出了164間客房的五星級Art Series酒店、

一個展覽中心、眾多餐廳和咖啡館，以及超

過2.7公頃的公共開放空間。另外，布里斯班

還有一個耗資30億澳元的皇后碼頭重建項

目，計劃于2022年開業。其包括了麗思卡爾

頓酒店在內的五家酒店，共將為市中心帶

來1,110多間全新高級酒店客房，同時，還包

括了50家餐廳和酒吧，以及一座可通往城市

南岸區的人行天橋。

在南澳大利亞，位于阿德萊德河岸的阿

德萊德賭場正在重建，並為博彩3.3億澳元

擴展項目的一部分。此項目將推出全新奢

華酒店、獨特的餐廳和酒吧，包括可容納

750人的多功能場地，以及一間屋頂酒吧。

而阿德萊德河岸娛樂區的舉措，則包括了一

座全新的人行天橋，其將進一步輔助阿德

萊德Oval的重建，使得此多類別體育場館

更加融入現代社會。

就塔斯馬尼亞州而言，霍巴特及其周邊

地區的全新酒店開發項目投資近10億澳

元，共有1,101間全新客房將陸續加入市場，

同時，也包括已經在去年加入市場的朗塞

斯頓Peppers Silo酒店，以及正在進行的項

目，包括128間客房的霍巴特Tasman豪華精

選酒店，以及位于塔斯曼半島的Baillie度假

村和超豪華Remarkable Lodge旅館。

北領地方面，240間客房的達爾文威斯汀

酒店發展項目正在推進中，此八層樓高濱

海酒店預計在2020年開業，並且作為大型

綜合開發項目的一部分；其他設施還包括

充滿活力的餐廳和時尚住宅，像是14間寬

敞的套房，讓住客可欣賞到城市一覽無遺

的景色。

此外，坎培拉將隨着GEOCON令人興奮

的全新共和區的發展而改變。此綜合用途

區域將包括一間預計在2020年開幕、140間

客房的公寓式酒店，以及多個全新的餐廳、

咖啡館和零售商鋪。

精品住宿的趨勢正在興起

特別的是，市場上還可以看到首都城

市以外的區域目的地，正在面對精品住宿

興起的趨勢。例如：維多利亞莫寧頓半島

Willow Creek酒廠的Jackalope酒店、新南

威爾士州北海岸拜倫灣的21間套房Halcyon 

House、塔斯馬尼亞州St Clair湖的改建水電

站—Pumphouse Point Hotel酒店、剛剛慶祝

成立10週年袋鼠島南大洋小屋，以及吸引

更多人探索McLaren Vale和南澳大利亞的

d'Arenberg Cube開業項目。

澳大利亞
寫下無數城市轉變的喜人故事

　  目前澳大利亞計劃投資的項目共213個，價值達440億澳元，覆蓋

航空、住宿、藝術和娛樂等領域。另根據STR Global(2018年12月)的
最新數據，有294個酒店項目正在推進中，使得全國計劃增加50,000
多個房間。這裡的每個計劃、每個項目都代表著推動城市轉變、新發

展及匯聚MICE新動能的喜人故事。

[ 張廣文—澳大利亞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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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逾17項企業獎勵活動悉尼登場
New South Wales

記者從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瞭解到，截

止5月已確定今年有17項企業獎勵活動在

悉尼舉辦，這些活動將吸引來自日本、印

尼、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的企業代表。今

年持續不斷的全球企業獎勵措施以及未

來即將宣佈的獎勵措施，將為新南威爾

士州帶來大約15,200名企業代表，也將

為新南威爾士州的經濟帶來7,200萬澳

元的收益。

另值得注意的是，據資料顯示，新南威

爾士州中部地區已成為國內外遊客聚集

的活動中心。2018年，共有42,600名國際遊

客在新南威爾士州中部地區停留915,000個

夜晚。

其實，僅2018年一年，新南威爾士州旅

遊局就投資了31個以宣傳新南威爾士州

中部地區為目的的推廣活動和合作項目，

以提高該地區的知名度，鼓勵國際遊客和

企業團隊前往該地區旅遊，吸引來自世界

各地的企業團隊在這片土地上收穫啟迪與

激勵，感受獨一無二的會獎旅遊體驗。

同時，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還通過新南威

爾士州旅遊局為新州中部地區籌畫了12

項活動，以進一步吸引國內外遊客及企業

團隊。其中，不可錯過的七大體驗包括：

Orange熱氣球之旅、Oberon尋寶之旅、帕

克斯天文臺帕克斯射電望遠鏡觀星之旅、

驚險牛仔競技表演和澳洲最具影響力的巴

瑟斯特1000汽車賽（the Bathurst 1000）等

體育競賽觀賽之旅、Orange農貿市場集市

之旅、塔龍加動物園觀賞珍稀動物之旅，

以及美食美酒之旅。

新南威爾士州旅遊局公關總監Kristy 
Meudell表示，近期原住民旅遊興起，遊

客到訪可以體驗文化、藝術、故事、冒險等

各式全新體驗。而一直在進化的新南威爾

士州，近期有更多全新產品加入市場，像

是Paramount酒店的屋頂瑜珈、Macenmist

黑松露和葡萄酒產品、Mayfield花園的奢

華露營，悉尼動物園也推出新體驗。當中，

距離悉尼很近的史蒂芬港，有一項四輪驅

動車沙丘冒險行程，不但讓遊客能學習原

住民文化、讓人充滿腎上腺素，而且可以

欣賞美麗的沙丘景觀。

全新住宿選擇則包括：T h e R i b b o n 

project、Lord Howe島嶼的Capella Lodge、

福朋喜來登酒店、史蒂芬港的Bannisters

等。另外，當地還有眾多獨特的住宿場

地，像是氣泡帳篷、袋鼠谷的CA BD、

Kimo Estate的JR的生態棚屋、Warialda的

Faraway Domes。

此外，悉尼海洋生物水族館推出全新會

議場地，其可容納110人的落座晚宴和300

人的雞尾酒活動。到訪者將能在享用晚餐

的同時觀賞烏龜從身邊遊過，前所未有的

創新體驗極為震撼。

而悉尼海洋生物水族館的全新珊瑚礁

展區則帶領遊客展開一段穿越大堡礁的旅

途，從五彩繽紛的珊瑚花園出發，腳下幽

藍的海洋被各種發光海洋生物點綴得璀璨

生輝。

經過7個月的建設，全新的珊瑚礁晝夜

展覽將向遊客展現珊瑚礁從晨曦到夜晚的

不同之美。珊瑚礁晝夜展的全新體驗還包

括互動投影燈光秀，以重現每年一次珊瑚

產卵的壯觀景象。不同的是大堡礁只在夜

晚產卵，而遊客可在珊瑚礁晝夜展隨時觀

看產卵過程。

另一方面，新南威爾士州藍山景區斥資

400萬澳元升級改造索道纜車，升級后的

索道纜車以全新的面貌向遊客開放。升級

后的索道纜車擁有更寬敞的玻璃艙和更

大的窗戶，遊客可以更好得欣賞被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的藍山風

景。經過重新整改的玻璃艙還提供免費 

Wi-Fi，以滿足國際遊客想要即時分享他們

的旅遊體驗的需求。

▼  共有440萬國際遊客到訪新南
	 威爾士州

▼  入住間夜達9,620萬晚

▼花費達107澳元

2018年
新南威爾士國際遊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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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加坡旅遊局對于中國市場持

續保持高度關注，尤其是在獎勵旅遊方

面，這也是日前新加坡旅遊局將大中華區會

獎業大會首次帶到新加坡的主要原因。

新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署

長柯淑丹表示，今年的策略，首先是借大會

交流的平臺，深入介紹去年推出的「心想獅

城」品牌，希望參會者可以感受到新加坡式

的熱忱。而且目前新加坡做獎勵旅遊，不單

要做廣，從接待能力和態度上都非常歡迎

大型團隊，同時，也要滿足中國市場存在的

深度、精品小型團需求。第二是推廣「族群

營銷」，也就是根據不同的興趣劃分出不同

的族群，利用活動機會，將美食主義者、城

市探索者、文化愛好者這三個路線的體驗，

更深入地在分組活動中，介紹給中國獎勵

旅遊的顧客。

根據預測，2019年全球入境旅客數期待

可以達到1,870萬-1,930萬人次，同比提高

1-4%。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客源國之一，

新加坡對中國市場非常重視，也對中國市

場的表現非常驕傲。2019年第一季度雖然

整體環境並不樂觀，但入境旅客人次仍然成

長，同比增長約3%，且商務獎勵旅遊的表

現也在持續增長。柯淑丹相信持續把目的

地建設好，提供更多豐富的、深度的多元化

產品，還是有機會創造好的成績。

特別的是，中國市場變化非常快，中國

市場的產品多元化、服務便利化等需求特

點，使得中國市場對于目的地普遍存在更

高的要求。而新加坡將高要求變成了強動

力，在這些方面發憤圖強，一直加強努力，

無論是團建活動、深度培訓、公司交流等

互動機會，還是更為豐富的產品或地區規

劃，以及與眾不同的玩法，皆不斷有持續性

發展。

便利

在便利方面，新加坡治安便利、溝通便

利、交通便利。新加坡在秩序和安全方面

排名世界第一。新加坡尤其在數字安全、衛

生安全、基礎設施安全和人身安全等方面，

一直做出堅定承諾，為活動組織提供了安

全可靠的基礎，組織者可以放心地進行策

劃，以舉辦全新、前沿的會獎活動。

而樟宜機場去年客流量有6,500多萬人

次。現在已經有100多家航空公司入駐，目

的地涵蓋400多座城市，一共有7,400多個航

班。目前樟宜機場已與中國約40個城市通

航，其中有將近30個直航城市，每週有四百

多個直飛航班。另一方面，隨着今年4月，

新加坡航空和酷航（Scoot）接管勝安航空

（SilkAir）多條中國至新加坡的航線，新加

坡酷航已經達到了23個直飛中國的航線。

據瞭解，武漢、長沙、昆明、福州的運力提

升將為酷航每週的整體運力提高15%、達到

35,000個座位。

今年年初，海南航空下屬合資公司北部

灣航空（GX）正式開通蘭州-南寧-新加坡

航線以加強新中兩國間的整體運力，並為

甘肅、廣西民眾的境外出行帶來了便利。而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夏季出行高峰，4月底

東方航空公司也分別在長沙往返新加坡、

西安往返新加坡的航線上提高了每週的航

次。5月18日，烏魯木齊航空則開通烏魯木

齊–武漢–新加坡航線。

產品

從產品的角度來看，新加坡已擁有420家

酒店和67,000多間客房，提供豐富選擇。到

2022年，新加坡還將建成近2,823個房間。

近期加入市場的酒店包括：新加坡拉古娜

都喜天麗酒店、達士頓六善酒店、麥士威路

六善酒店、新加坡樟宜機場約特萊爾酒店、

前哨酒店—遠東酒店、新加坡首度凱賓斯

基酒店等。

近期開幕的全新產品方面，除了幻光雨

林之夜，設計·烏節位置非常好，是一個新建

的小棟樓，裡邊有60多家新加坡本土設計

師所設計的獨一無二品牌及產品。而今年

4月份開幕的星耀樟宜，擁有全世界最高的

室內瀑布，高達40米，還有很多豐富的景點

可供參觀，比如占地1.4萬平方米的星空花

園，包括迷宮世界和天空之網，這些不僅符

合休閒旅遊客戶的需求，也是商務會獎旅

客進行商務遊覽或團隊建設的好選擇。

另外，今年四月推出的新加坡濱海灣花

園全新景點奇幻花園，融合花卉、藝術和科

技，為遊客打造奇幻體驗。四個主題展區共

種植了三千多種植物。

未來，新加坡將繼續推出一系列的體驗

升級項目。

1.兩個綜合度假村的升級。新加坡有濱

海灣金沙和聖淘沙名勝世界兩大綜

合度假村。目前，這兩個綜合度假村自身就

可以為MICE活動提供超過8萬平方米的淨

可用空間和超過4千間酒店客房，綜合度假

村擴充之后，會在會議空間、客房、景點方

面有整體性的提升，同時，預計可創造多達

5千份新工作，為新加坡旅遊業、乃至整體

多元化經濟發展帶來積極的作用，從而對

MICE整體的發展，也帶來更為深遠的影

響。

此兩個綜合度假村正在開展擴充計劃，

投資金額達到90億新幣。金沙方面，會新建

一個可以容納15,000人的室內大型活動場

所，非常適合舉辦獎勵旅遊各種活動。同

時，也會建第四棟酒店大樓，額外提供超過

1000個客房。聖淘沙名勝世界出名的環球

影城，會開闢兩個全新的主題區域，而目

前很受歡迎的S.E.A.海洋館也會擴建到大

概三倍以上的面積。另外，還會增加兩家酒

店，預計增加超過1000個房間。

2.「重振烏節計劃」主要包含兩大方

向：再現昔日的果園歷史，以及將烏

節路打造成為集休閒、娛樂、購物、文化為

一體的時尚步行街區。新加坡旅遊局與企

業和協會合作，持續把烏節路打造成為「必

遊之路」，一方面通過進一步的綠化，栽種

歷史上烏節路聞名的豆蔻樹和丁香樹，為烏

節路賦予故事和特色，並通過植物色調，為

整條購物街賦予獨特的色彩。而且加強烏

節路的體驗感，進一步凸顯東陵、烏節、索

美塞和多美歌這幾個小區域不同的特色，

通過藝術和文化、零售和街頭活動、青少年

體驗、親子家庭時尚區四個方向，迎合不同

的目標人群和不同企業的不同體驗需求。

同時，提升鄰近烏節路的基裡尼路和烏

體驗新加坡獎勵旅遊的精彩升級

　「便利」是新加坡發展旅遊

業的本體優勢，「產品」多元化

則是為爭取中國市場的一大利

器；而創新「科技」的不斷推

出，則使得在新加坡組織一場

商務會獎活動，越來越簡單，客

戶體驗會越來越精彩。

[ 張廣文—新加坡採訪報道 ]

（
提
供‧

樟
宜
機
場
）

（
提
供‧

星
耀
樟
宜
）

2019 BT-07-08-03.indd   14 2019/7/21   11:27:01 PM



TTG-BTmice China-July/August 2019   15

DESTINATION-SINGAPORE

節彎等小路的特色體驗，讓企業和個人個人個 只

要願意來這裡開發，在每個轉角處都將得

到不同的經歷。

3.新加坡摩天輪的「時間囊」，預計

2019年第四季度開放。景點將會通過

全息技術和互動式多點觸控式螢幕，向訪

客展現700年前到現在的新加坡島上的歷

史故事。

4.今年十月開幕的NERF家庭娛樂中

心，以玩具為主題，尤其適合家庭團

體。

5.西部裕廊湖區將成為市中心以外最

大的綜合商業旅遊區，擁有優質的

辦公及居住空間、便利的設施和豐富的綠

化。約7公頃的區域內，將開發包含裕廊湖

花園、全新規模更大、體驗更深的新加坡科

學館等景點、以及酒店、景點、零售、餐飲、

娛樂在內的一系列休閒、商務會獎旅遊設

施，擬為到訪新加坡的會獎旅客和休閒度

假客人提供更為豐富的場地和體驗選擇，

預計整個項目在2026年落成。

6.萬禮生態園也將于2021年加入市

場，成為自然教育與研究的中心，以

及亞洲領先的自然目的地。預計每年可以

吸引1,000萬遊客到訪，並為研究、旅遊、酒

店等行業，貢獻大量工作崗位。其五個自然

野生生態景點，包括搬遷來的裕廊飛禽公

園和全新的雨林公園，加上新加坡動物園、

河川生態園、夜間野生動物園，將打造新加

坡自然天堂，與新加坡「花園城市」的稱號

相輔相成，將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主

題不斷昇華。

當中，全新的飛禽公園預計將在2020年

完成並開放。預計將在2021年底建成的雨

林公園，將為遊客展現東南亞植被的多樣

性。遊客可以在樹梢頂端遊覽，與在樹林中

嬉戲的猩猩們共用叢林，感受激動人心的

獨特體驗。而以自然為主題的環境友好型

酒店悅榕莊即將入駐公園，這是新加坡本

土酒店品牌在島內的得意之作，也是這個這個這 新

加坡酒店品牌在新加坡建立的第一個花園

式酒店。

科技

再者，隨着互聯網的發展，越來越多不同

型態行業之企業客戶將成為MICE的重點

客戶，包括互聯網、醫藥健康、新能源、汽

車、IT、快銷零售、金融證券等。新加坡利

用互聯網將信息透明化，從而使得會議的

整體安排會更暢通。為了創造令人令人令 驚人驚人 歎的會

議體驗，新加坡鼓勵將創新科技應用到會

展全過程中去，從活動計劃和現場討論，到

溝通聯絡和信息分享。

例如，通過廣泛無縫的Wi-Fi覆蓋，活動

組織者可以收集並分析大資料，進一步瞭

解與會者的需求，定制符合價值需求的方

案。此外，各類創新技術逐漸應用在會獎相

關的各個產業鏈上：虛擬實境技術可以幫

助主辦方遠端考察、優化會展簽到機制（如

人臉識別簽到）；小程式微應用正在為供

應商提供面對活動主辦方的視窗；人工智

慧正在加強參會者在不同場景中的互動式

體驗，比如交通，會議現場、景區景點以及

購物娛樂場所；區塊鏈技術也在幫助新加

坡會獎業建立遊客的永久信息系統，方便

為多次來到新加坡旅行的遊客進行行程推

薦。

隨着這些技術的成熟，在新加坡組織一

場商務會獎活動會越來越簡單，讓參與其

中的員工和經銷商享受到更多更精彩的體

驗。2018年，新加坡旅遊局還向新加坡業者

推出了「體驗升級計劃」和BIF計劃，鼓勵

新加坡業者積極開發、深化針對中國旅客

的旅遊體驗，同時，投資公司運營、操作層

面的業務模式。

新加坡旅遊局也與阿裡巴巴簽署了三年

諒解備忘錄，阿裡巴巴集團下的飛豬、優

酷、支付寶、大麥等平臺都將開展合作，這

些技術也將被介紹給新加坡的業者，新加

坡亦會通過阿裡巴巴集團加深對于中國市

場的理解，並提供更廣泛的互聯網互動形

式。

體驗新加坡獎勵旅遊的精彩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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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

希爾頓南海酒店

商務發展總監

邵燕

廣州花園酒店

營銷總監

(會展及宴會)
付思敏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DOMESTIC REPORT-GREATER BAYS

以創新力、建設力迎接挑戰

廣州
業者積極探索行業創新

從廣州市場來看，長隆酒店總經理劉勁

康認為，利好的大環境，對酒店MICE業務

有極大的促進作用。由于交通便利，更多本

地或外地客戶對MICE目的地有了更多選

擇。2018年，廣州MICE行業度過了波瀾不

驚的一年。然而在表面的平靜下，仍有一批

對行業充滿使命感的業者在積極探索行業

創新，嘗試從商業模式、產品服務、資源整

合、技術創新等角度提升MICE行業效率。

2019年則是個充滿挑戰的一年，但無論

市場怎樣互聯網化，活動最終都要落地到

場地。廣州MICE市場仍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同時行業競爭也日益激烈。客服類型及

需求將進一步向多樣化發展，且未來幾年，

新能源、汽車、醫藥等大型國企、民營企業

將是MICE公司爭奪的重點方向。 

廣州花園酒店營銷總監(會展及宴會)
付思敏也表示，MICE客戶類型及需求、業

務類型、商業模式、運營模式、營銷模式，

以及產業參與者，將進一步向多樣化方向

發展。2019年製藥類企業仍將成為會獎產

業的規模化基礎客戶，貢獻最大的營業收

入，但其在收入及利潤貢獻占比都將逐步

減小。未來幾年，新能源、汽車、IT、快銷零

售、金融證券等行業在中國將成為會獎企

業爭奪的重點目標。在業務類型方面，會議

將繼續保持其基礎業務的地位，但大型外

企及本土企業客戶對于會議整合管理解決

方案的需求，特別是中小型會議的統籌管

理及資料分析的需求和相應對供應商在這

些方面的資源、實力與能力的要求將進一

步提高。活動管理、公關關係、獎勵旅行、

短途團建等業務需求將持續增長。行業參

與者方面，傳統旅行社類會獎企業與公關

公司、廣告公司、數字營銷等行業的彼此滲

透將進一步加深。

此外，個性化的特色服務則是當前酒店

業發展的另一迫切需要，也是突破MICE

市場一個重要因素。付思敏指出，廣州大部

分五星級酒店都在塑造高品質的標準化服

務、加強人才培養、改進酒店的設施。對未

來市場，不應當只是局限在酒店範圍內的

服務，更是能提供酒店以外的活動方案，及

交通、會議場地佈置的方案。並致力實現多

元化產品以滿足客戶要求和超越客戶的期

望。酒店也會結合主題景點，推薦給MICE

市場作為亮點。

劉勁康指出，隨着時代發展，未來MICE

行業需要一場科技變革，MICE產業將進入

資料化時代，擁有資料管理及應用優勢將

佔據未來市場的主導地位；須運用新技術、

新模式加快融合會獎產業的發展步伐，以

實現和促進會獎行業及酒店業的發展。另

一方面，現時企業的創新，主要是延續性的

傳統性創新。而延續性的創新，每一個企

業都在做，因為不去變革、不去改變、不去

創新，就很難跟這個市場上接軌，也很難贏

得客戶不斷進步的需求和痛點。因此，在激

烈的MICE市場，酒店要有清晰的定位和目

標。

即便如此，付思敏強調，未來將迎來更多

MICE和旅遊的生意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旅

遊優勢非常明顯，珠三角地區旅遊產業規

模多年處于全國前列。2019年，廣州以更開

放的姿態發展旅遊業。交通上，廣州在城市

發展建設和旅遊基礎建設上下了很大的工

夫，成效顯著，大大改善了城市交通狀況，

為旅遊活動提供了快捷暢通的交通條件。

同時，全域旅遊發展為廣州旅遊注入了

新動能。據市旅遊局介紹，廣州將大力推

動全域旅遊發展，進一步提高旅遊產業實

力。根據《廣州市促進全域旅遊發展行動

方案》，未來三年廣州將努力打造成為粵

港澳大灣區獨特的花園城市。此外，廣州

還將大力推進全域旅遊示範區創建工作以

及全面推進旅遊產業融合發展。

記者瞭解到，多個主題景區和酒店都在

投資建設中，預計未來大灣區還將推出一

系列新項目。如即將于今年九月開幕的廣州

瑰麗酒店，備受期待。廣州瑰麗酒店董事總

經理 Stephan Tschuppik介紹到，廣州瑰

麗酒店將是瑰麗品牌在中國大陸的第二家

城市酒店，並會成為香港瑰麗酒店在大灣

區的姊妹酒店。由于地理位置優越，酒店

定位聚焦MICE業務。設有251間酒店客房及

套房、355間瑰麗府邸、7間餐飲場所、9間活

動場地，這家目前中國最高的酒店，位處全

世界第七高大樓中，酒吧、活動設施和展現

生活方式的俱樂部，都將成為吸引MICE客

源的優勢。全新酒店將展示備受激發的現

代都市生活，同時代表廣州崛起成為未來

全球大都市之一，成為城市的新標誌，也是

進入此全新全球經濟之都的理想基地。

 

深圳
把握企業大力開源釋出的商機

就深圳市場而言，深圳蛇口希爾頓南海

酒店商務發展總監邵燕表示，交通的便利

推動了更廣泛的合作，大灣區規劃聯動了各

大區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新會展中心加速

了會展業的發展，對深圳整體會議市場都

是非常積極的影響，使之規模更大，覆蓋更

廣，尤其在目前整體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

為會議市場注入了活力。

他指出，深圳MICE市場仍以科技、金

融、教育培訓行業為主導，隨着大灣區的

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行業間的合作和交流，

服務業、咨詢業隨之發展，給會議市場帶來

了新動力。深圳新會展中心將于今年9月開

業，相信會帶動深圳會展業的迅速發展。

而會議市場近期受到中美貿易緊張的影

響，尤其是科技行業，目前整體經貿環境不

明朗，各公司都在控制成本，會議規模、次

數、預算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調整。但相信

各企業在節流的同時會大力的開源，市場

宣傳、推廣和銷售力度亦會加強，也將是酒

店會議市場的生機。

深圳威尼斯睿途酒店副總經理童濤

也表示，今年未知因素較多，大環境、IPO 

listing數量的減少、中美關係與貿易戰、華

為客戶受到的影響，以及所帶動的相關產

業衝擊等，都是酒店行業需要關注的。大環

境對于商務客人的影響較大。現在最值得

期待的就是全球最大會展中心的開業，超

大型展覽的回歸與引進，如醫療器械展、深

港澳汽車展等，都將對深圳酒店行業帶來

非常多商機。

事實上，誠如深圳鵬瑞萊佛士酒店酒店

經理Chris Lim表示，深圳是一個非常年

輕的城市，是酒店行業一個很關鍵的市場。

特別的是，多年來，深圳的酒店入住率一直

在持續驚人成長，去年整個城市中酒店的

入住率都可以維持在八成以上。不過面對

競爭激烈的市場，深圳的酒店對于價格相

當謹慎，酒店價格處于平穩狀態，近年來並

未隨經濟發展而出現明顯上漲，尤其是八

年前瑞吉、四季、麗思卡爾頓等奢華品牌加

入市場后。

可喜的是，深圳沒有明顯的季節性和淡

大灣區
　  雖然整體經濟環境挑戰重重，一系列大環境利好及業者對市場發展的高度敏銳與積

極，對大灣區MICE市場，無疑注入了強心針。港珠澳大橋的通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出爐、眾多全新高鐵線路的推出、大灣區國際航班持續增加、144小時過境免簽

政策等打下厚實基礎；接下來，廣州與深圳除了機場都在擴建，也都將推出全新的會展中

心，廣州還將推出全新的郵輪碼頭，令人期待。

（
提
供‧

旅
發
局
）

長隆酒店

總經理

劉勁康

近期市場受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影

響，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且前景不明

朗，企業機構客戶普遍調低新年度經

營預期，由此將影響到企業對MICE

業務的投入，活動預算的普遍減少以

及對成本控制的加強將加大從業者的

經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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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威尼斯睿途酒店

副總經理

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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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TG-BTmice China-July/August 2019

2019 BT-07-08-03.indd   16 2019/7/21   11:27:09 PM





18   TTG-BTmice China-July/August 2019

深圳

鵬瑞萊佛士酒店

酒店經理

Chris Lim 

馬哥孛羅香港酒店

營業及市場推廣總監

江秀芳 （
提
供‧

馬
哥
孛
羅
）

DOMESTIC REPORT-GREATER BAYS

旺季，即使位于商務城市，是商務酒店，平

常日和週末的入住率，都很強勁，平常日企

業多、週末休閒客人多。雖然深圳不像北

京、西安充滿歷史底蘊，但是很多高端客人

想體驗不同日常的生活方式，年輕人往往

在週末會入住套房、享受餐廳美食與酒店設

施。她相信接下來深圳酒店行業會繼續以

健康的速度成長，更多酒店加入市場也將

刺激大眾市場。同時，城市會繼續以驚人的

速度擴展，深圳的經濟很活躍，GDP甚至高

于北京、上海。未來在寶安推出的全世界最

大會展中心，更將近一步帶動城市的MICE

產業發展。

再者，城市交通的持續發展，還是讓酒店

業者對深圳更具信心。童濤說明到，許多全

新酒店都將加入深圳市場，尤其是在前海

區、寶安區、蛇口等地，當中，全球最大會展

中心附近就會有希爾頓、洲際、皇冠假日等

品牌酒店，使得深圳酒店行業的競爭進一

步加劇。不過，每一間加入的新酒店都需要

時間找尋本身的定位與目標客群，而且客人

入住后往往都會有反饋，這就讓其他酒店

有機會調整策略、提升本身硬體與軟件設

施和服務，以穩固客源、滿足客人的期望，

也刺激酒店要每一天都必須保持最佳狀態

去吸引客人，更督促酒店業往更長期的未

來三五年思考經營方向。

以開業18年主打主題商務酒店的深圳

威尼斯睿途酒店為例，今年價格相比去年

高，雖然入住率有下降一些，但總體表現

比去年更好。目前一至五月的預算已經達

成，去年STR也成長了7.6%，市場份額更是

隨着越來越多高端奢華酒店進駐深

圳，當地服務行業的要求也就因此越來

越高，對酒店來說，是壓力也是挑戰，

但對消費者來說，是一大好事。

在持續增長，並根據預期全國客戶占比出

現下降、本地客戶則上升。酒店星期一至

四都是企業和商務客人為主，五六日則以

休閒客人居多。

他表示，酒店深知在合理穩定增長之

余，不能一味追求利潤，更不能犧牲客人的

體驗或品質。自去年起，酒店通過了一系列

策略，加大力度投入餐飲、宴會、房間等部

分，找專人發揮所長，並打造更聚焦、更明

確的經營環境，優化高價產品，使其產量能

更大化增長等，拉動了ADR和整體收入的

提升。每年酒店最大的活動，就是響應五月

到十月華僑城集團在全中國各地同時上演

的文化旅遊節，酒店會根據不同主題推出

相關套餐和活動，像是房加餐套餐，當中的

餐根據主題而定，如六月意大利巡遊、七月

秘魯菜等。

邵燕則指出，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酒店

仍然會致力于針對不同板塊打造更符合消

費者期待的個性化產品和服務，提供消費

者真正需要的東西，打造更好的賓客體驗。

例如，全新Meet with Purpose，是希爾頓集

團的一個綠色環保會議理念，包括Mindful 

Being、Mindful Eating，以及 Mindful 

Meeting 三個部分，涵蓋了會議活動及飲食

板塊。在套餐中的Mindful Eating板塊加上

合作方富士康慧源農場的無土培植茶歇，

並加入深圳灣日出晨跑以及海邊瑜伽項目，

借以豐富賓客的會議體驗，尤其是中小型

會議的定制化體驗。

另一方面，兒童護照項目，是酒店去年針

對南海翼啟動的親子度假項目，利用南海

翼豐富的親子設施，酒店設計了不同的兒

童課程，包括小小園丁種植課程、攀岩課

程、兒童體式能訓練課程等，旨在借此豐富

度假旅客的體驗，並傳遞南海翼親子度假

的定位資訊，該項目推出以來備受歡迎，帶

動了南海翼親子度假市場。

而今年5月16日開業的深圳鵬瑞萊佛士酒

店則聚焦于跨年齡的利基客戶，這些極度

高端的人，欣賞奢華，清楚品牌的傳奇服

務，同時瞭解奢華以及為奢華買單的價值。

Chris Lim表示，目前客源結構很健康，以

休閒FIT旅客居多，再來是企業客人，以及

MICE團體，尤其是會議團。他強調，擁有

優越地理位置的酒店，位處南山區深圳灣1

號，是未來的市中心所在，當中的前海、后

海，也是政府有計劃吸引超級總部之樞紐。

而且酒店隔壁就是高科技園，知名IT企業

將持續進駐；隔壁就是超大人才公園，適合

舉辦太極等團隊建設活動；酒店還有直升

機平臺，市場發展潛力巨大。酒店周邊目前

沒有其他奢華酒店，酒店因此將為市場創

立基準點，以全城聲望最高的酒店為定位

目標，強調自己有全深圳領先市場的產品和

服務。

開幕至今，深圳鵬瑞萊佛士酒店的客人

主要來自南中國市場和鄰近的香港地區，

不過，擁有眾多國際企業的北京、上海等地

客人也不少，同時，因為萊佛士品牌知名度

高，也能吸引到相當多的國際客人。

 

香港
從挑戰中爭取平穩成長

今年香港市場充滿挑戰，馬哥孛羅香港

酒店營業及市場推廣總監江秀芳表示，

2019香港MICE市場是起伏不定的一年。貿

易戰令很多國際企業削減了外遊及海外會

議的預算，導致會議團體減少。為了獲得更

多MICE的市場佔有率，香港旅發局推出了

很多推廣活動，包括多項獎賞計劃以提供

免費額外禮遇，旅行社或代理亦可享有回

饋獎賞，旅發局亦于世界各地的貿易展覽

推廣香港。因此，即使在貿易戰和經濟不穩

的情況下，2019年第一季會展獎勵旅遊統

計指標顯示，對比去年同期仍取得4.9%的

增長。

據瞭解，2019年5月香港酒店業表現指標

對比去年同期仍有增長。平均客房入住率

為89.03%，相比去年同期的88.52%，增長

0.51%。平均房價為港幣1,154.81，較去年的

港幣1,118.92上升3.21%。平均收益率則從去

年的港幣990.42上調至港幣1,028.16，上升

3.81%。

江秀芳指出，其實，香港地理位置優越，

作為亞洲的中心地區，一直吸引來自世界

各地的企業赴港舉辦會議或獎勵旅遊。現

時，每天有從220多個目的地、超過1,100班

次的航機于香港國際機場升降。憑借高鐵、

香港國際機場、港珠澳大橋、郵輪碼頭等

新基建的落成，世界各地的遊客或會展團

體往來香港變得更加便利、輕鬆、容易。此

外，香港旅發局及酒店亦分別推出多項會

議獎勵計劃及推廣活動，令香港成為更有

價值的會展目的地，為香港帶來更多旅客及

會議團隊。

另一方面，由于香港不斷有新酒店落

成，競爭亦隨之增加。保持卓越優質的服

務及照顧客戶的需要是酒店要秉持的首要

準則。以馬哥孛羅香港酒店為例，近期推

出一系列的措施和優惠，以保持競爭力。

同時，亦參加中國貿易展覽、探訪中國會議

策劃者，以及邀請中國頂級會議策劃者親

身入住酒店，使其熟悉酒店設施並一同享

用晚宴。

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 — 座落于擁有超

過450間商店及100間餐廳的海港城，酒店

可滿足不同年齡的賓客需求，為旅客購物

及餐飲帶來更多便利及選擇。

2019年訪港旅客統計

1-5月 2018 2019 增長%
中國內地 20,054,779  23,572,523 17.5

非中國內地 5,809,481   6,155,599 6.0

合計 25,864,260  29,728,122 14.9
短途市場(不包括中國內地) 3,595,204  3,933,511 9.4

*2019年5月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長0.51%

潭洲國際會展中心探索「產業+會展」新經濟模式
廣東佛山潭洲國際會展中心正在奮力探索

「產業+會展」新經濟模式，以闖出一條高品

質發展的國際化之路。此外，會展中心也計

劃于下半年新增展場面積，以更好實踐國際

化目標。

據悉，潭洲國際會展中心下半年將推出全

新五萬平方米展廳，亦即6-10號館，使潭洲

國際會展中心的室內展廳面積達到10萬平

方米。隨著會展中心面積增加，潭洲國際會

展中心更加速國際化發展，初步以東南亞為目

標，尤其是找尋泰國、越南等地的商機。目前

已與馬來西亞國際貿易展覽中心（MITEC）、
波蘭沙華PTAK會展中心、莫斯科索科利尼基

會展中心、巴基斯坦FAKT展覽有限公司均簽

署了合作備忘錄，以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佛山潭洲國際會展中心總經理喬伊·帕澤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深圳即將推出

全球最大會展中心、廣州也將新增國際會展

中心，但是潭洲國際會展中心擁有佛山家用電

器、塑膠製作、光機電一體化、紡織服裝、食品

飲料等10大支柱產業的堅實產業依託，一樣能

走出自己的獨特道路。相比上海場館花了十年

達到平均40%出租率，潭洲國際會展中心兩年

就已經達到29.8%。潭洲國際會展中心將自己

策略性的定位為一二線城市大型會展中心的

補充，而不是競爭對手。

談到目前挑戰，喬伊·帕澤表示，除了尋找會

展專業的精英人才不容易，政府變動所帶來

的環境變化，以及潭洲國際會展中心的三、

五年計劃也必須跟著調整等，都是要面對的

課題。

潭洲國際會展中心項目從設計、建設到運

營，均由國際會展業巨頭德國漢諾威展覽公

司全程提供咨詢服務，做到了將德國會展業

的精華與本土會展業充分結合。

Conven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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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ATION

明星演講者，
        是否值得高價聘請？

[ 鐘韻—編譯報道 ]

　  據Skift報道，各型會議常會借著知名演講者來提高參會率，並為整個活動定下基調。即使代價高昂，但

有些人認為，請名人發表演講有助于提高會議的宣傳力度，從而擴大活動的財務前景。不過，也有人認為，

把成本提高又大費周折地把名人演講整合到活動當中，不僅浪費金錢，也浪費會議組織者的精力。

當
頂級演講者要求六位數甚至七位數

的演講費用時，會議組織者就面臨着

聽眾必須踴躍而專注的壓力。可是，高知名

度並不表示演講者肯定有好的演說能力。

蒙特利爾的活動策劃公司Eventure
首席執行官史蒂文·梅林（S t e v e n 
Merling）表示，「邁克爾·喬丹（Michael 

J o r d a n）或韋恩 ·格雷茨基（W a y n e 

Gretzky）等名人雖能吸引更多人參會，但

如果他們說得不好，參會者就會流失。若

想邀請名人演講，一定要確保演講人能有

效吸引參會者，並恰當地傳達客戶心中的

會議主旨、品牌形象和活動目標。」

梅林認為，一般而言，相對于科技或工

程等針對性強的活動，運動員或者明星參

與主題寬泛一點的活動，比較合適。

斯科茨代爾的AZA活動公司總裁洛裡

．詹姆斯(Lori James)認為，明星或知名

運動員並不一定能有效提高出席率。詹姆

斯說道，「客戶很少會想請明星來演講。他

們較青睞于有影響力的人，或者曾有過驚

人經歷並可借此影響正在轉型的企業，或

者以該經歷供企業借鑒的演講者。」

如何選擇演講人？

如何選擇合適的演講者呢？詹姆斯提出

了許多考量點。「演講人可以和會議目標和

營銷主題相關，或者假如有兩家公司正要

合併，也可以借着演講者來啟發並激勵員

工。」

根據梅林的說法，演講者應該被視為活

動的宣導者。參會者一般會被有影響力的

人所吸引，並願意聽取有獨特內行觀點且

有助改善業務之演講者的意見。梅林曾邀

請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及博·傑克

遜（Bo Jackson）、皮特·羅斯（Pete Rose）

等運動員作為演講者。他認為，在選擇演

講者時，應先認明客戶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而非演講者有何光環，再評估是否「人」有

所值。

評估投資回報

如何衡量演講者參加會議活動的效果？

ProSpeakers.com總裁希瑟．麥克林

（Heather Maclean）表示，「投資報酬

率的估算向來是營銷傳播的重要課題，

而評估演講者所能帶來的投資回報，非常

不容易。大多數都客戶沒有具體的衡量指

標。他們可能會查看銷售收入、參會人數，

或使用其他方法。這並非一門精密科學。」

麥克林曾在國際公司企業層工作，現專門

負責邀請活動演講人。

Event u re公司的梅林有一份投資回報

評估明細，內容包括演講者如何與觀眾互

動、演講者的社交媒體帳號是否促進了活

動宣傳，以及他們的專業知識是否與活動

主題相關等。

演講者費用也是可以協商的。梅林說

道，不要不敢向演講者報價，甚至是還價。

演講者（特別是運動員）有可能在某個地

區很受歡迎，但在別的地區卻沒有同等的

知名度，所以可以把費用降低。

吸引千禧一代參會？

Prospeakers.com的麥克林認為，社會對

千禧一代有偏見，並指出TED演講系列就

非常受千禧一代追捧。不過麥克林指出，

「要使他們全程專注，就必須讓活動更具

互動性、更有吸引力。」然而，梅林覺得要

吸引千禧一代參加活動頗為困難。

「千禧一代較喜歡面對螢幕，因為不管

是坐在觀眾席還是拿着手機看，他們都能

得到信息和進行互動。」不過，他同意麥克

林的觀點，也就是如果活動前后有互動體

驗，千禧一代會願意參加會議活動。與演講

者見面、拍照並在社交媒體分享，也能讓千

禧一代更有參會動力。

多元化要求升溫

主辦方對演講者的要求正在轉變。過

去，只要于傳單或群發電子郵件放上演講

者照片和個人履歷即可。如今，受聘的演

講者與客戶或會議組織者合力通過社交媒

體渠道（包括線上支援和熱播視頻）進行

會前宣傳已成常態，有時甚至會后視頻和

發帖都有必要。迅速進場、出場的一小時

演說，已越來越罕見。

麥克林正收到越來越多對優秀女性楷模

及多元背景演講者的需求。「多元化」以及

企業如何于工作環境及向客戶反映出多元

性的議題，在會議界正在升溫。

考量到視頻和全息科技的進步將使其

在活動中應用更廣，梅林表示，「我認為主

題演講者的需求不會消失，但傳達方式可

能會改變。」

行業專家、未來主義者、勵志演說家以

及明星、運動員和其他知名人士會持續吸

引人們參加會議。

重點：帶著深刻印象離開

AZA活動公司的詹姆斯發現，在全體大

會環節上請三到四位嘉賓進行研討而不是

單邀一位重磅講者開場，正成趨勢。無論

形式如何，詹姆斯認為，「客戶更關心的是

信息是否有效傳達，而不是成本與體驗之

間的關係。我認為，對于參會者來說，帶着

令人感動或有教育意義的內容及會影響他

們生活的深刻印象離開會場，這一點遠較

其他結果更為重要。」

會議組織者應先認清客戶想傳達的信息

及會議目標，然后再決定哪位演講者能夠

以吸引人的方式向聽眾傳達該信息和品牌

精神。讓演講者和會議主旨榫卯相接，那

麼投資回報率的問題就會自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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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專業展覽館最多的城市：
	 上海	(9個)

▼   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最大之地
區：廣東省	(154萬平方米)

▼   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最大之城
市：上海	(81萬平方)

▼   租館率最高的展覽館：上海新國際
博覽中心	(70.33%)

▼   展覽數量最高的展覽館：上海新國
際博覽中心	(199場)

2018年全國第1	

（
提
供‧

上
海
新
國
際
博
覽
中
心
）

用總面積的第四至六位。特別的是，近三年

來，廣東省和山東省在展覽館數量和面積上

不斷發力，改變了往年長三角獨大的局面。

從全國主要城市的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

積統計來看，上海以81萬平方米位居全國

第一位，廣東以66萬平方米位居第二位，昆

明、成都、深圳、北京、長沙、重慶、武漢、

青島分列三至十位。

2018年全國共有25家展覽館面積達到10

萬平方米(含)以上，華東地區擁有10萬平方

米(含)以上的展覽館多達12個，幾乎佔據了

全國的一半，由此可見，2018年我國展覽業

發展地區的不均衡現象仍然存在，而且較

為明顯。

對比按不同展覽會數量劃分的展覽群體

可以發現，2018年總計有65%的展覽館實

現舉辦展覽會數量增加，年舉辦20個以上

展覽會的展館中，展覽會數量增長的比率

進一步增長到77%。年舉辦40個以上展覽

會的展館中，展覽會數量增長的比率達到

79%。而舉辦展覽會數量90個以上的展館

展覽會數量正增長的比率最高為80%。

另一方面，2018年全國展覽館市場租管

率提升明顯。中國共有100家展覽館租館率

提高，占比達到65%，有7個展覽館租館率

在50%以上，與2017年持平，約占展覽館總

全國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	

vs.全國展覽館總數

18%										10萬平方米以上 

24%																5-10萬平方米 

41%																	2-5萬平方米

17%									2萬平方米以下

CONVENTION

　  根據第九屆中外會展項目洽談會上發布的《2018年中國展覽場館

發展報告》，2018年中國興建會展場館的勢頭依舊強勁，共有七座專

業展覽場館開業並投入使用。不過，2018年新建展館數量雖然保持

10%的增幅，但是年度新增展館面積增速下滑約8%，體現出新經濟

形勢下，展館總供應量的增速趨緩。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新經濟形勢下
中國展館總供應量增速趨緩
報

告指出，隨着會展業平臺作用的凸

顯，越來越多城市將興建會展場館作

為招商引資的亮麗名片，新建會展場館的

城市也從一線城市不斷向二、三城市拓展

與衍生，許多新興會展目的地開始進入市

場，並逐漸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態。

新增的展覽館不僅為會展業市場帶來了

更多選擇性，專業場館的建設與良好運營

也推進了會展業進一步朝着專業化、規模

化的方向發展。2018年中國展覽館的數量

與面積均保持持續增勢。2018年國內展覽

館數量達164個，比2017年增加11個，增幅約

7%。室內可租用總面積約984萬平方米，比

2017年增加約49萬平方米，增幅約5%。

全國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在10萬平方

米以上，約占全國展覽館總數量的18%，全

國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在5-10萬平方米，

與2017年相對持平，約占全國展覽館總數量

的24%。全國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積在2-5

萬平方米，與2017年也相對持平，約占全國

展覽館總數量的41%。全國展覽館室內可租

用面積在2萬平方米以下，約占全國展覽館

總數量的17%。

2018年共有6個城市展覽館室內可租用

面積達到30萬平方米以上，分別是上海、廣

州、昆明、重慶、北京、成都和深圳，合計展

覽館的室內可租用面積達到276萬平方米，

與2017年持平。長沙、青島等六個城市展覽

館的室內可租用面積在20-30萬之間，合計

達到156萬平方米，約占全國展覽館室內可

租用總面積的15%。另外，杭州、瀋陽、天

津等18個城市可租用總面積為10-20萬平方

米，合計展覽館室內可租用總面積為251萬

平方米。海口、鄭州、太原等23個城市合計

展覽館的室內可租用面積達173萬平方米，

約占全國可租用總面積的20%。西寧、烏魯

木齊等37個城市可租用面積在5萬平方米以

下，合計展覽館室內可租用總面積為126萬

平方米，比往年有所增加。

從城市分佈上來看，北上廣仍然是會展

場館最多的城市。上海擁有專業展覽館9

個，排在全國第一。北京市擁有專業展覽館

7個，排名第二。廣州、重慶等城市擁有4個

展覽館，並列第三。值得關注的是，2018年

擁有4個以上專業展覽館的城市共有9個。

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中，除

了天津市以外，其他擁有專業展覽館的數

量都在4個以上，體現出了展覽資源在核心

城市集聚的趨勢。然而中國大部分城市，由

于展覽資源有限，只能支撐2個或2個以下

的展覽館運營。2018年全國有超過57%的城

市，只有一個符合總計標準的展覽館。

從全國主要省份的展覽館室內可租用面

積來看，廣東省室內可租用面積最大，達到

154萬平方米。山東省室內可租用面積達到

130萬平方米列第二位。上海作為全國擁有

場館最多的直轄市位于第三位，達81萬平方

米。江蘇省、浙江省和四川省分列室內可租

數量的5%。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租館率最

高，達到70.33%，北京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

館(順義館)位居其次，達到65.43%。第三名

為深圳會展中心，達到65.16%。第四名則為

上海世博展覽館，達到61.63%。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在2018年展覽數

量高達199場，遠超第二名的深圳會展中心

113場。隨后，上海世博展覽館、國家會展中

心(上海)、鄭州國際會展中心、中國國際展

覽中心(老館)也同樣超過90場。從中可知，

絕大多數的展覽主要集中在北上深鄭四個

城市，其中上海在前五列就有三個，較于其

他城市有着顯著的優勢。同樣的，鄭州、西

安、成都、青島、武漢、南京、寧波等會展

中心的展覽數量也遠高于中國其他城市場

館，值得關注。

2018年全國共有24座展覽場館工程項目

正在建設之中，包括深圳國際會展中心、

廈門翔安新會展中心、丹東國門灣金融國

際會展城、西安絲路國際會展中心、鄭州

新國際會展中心、北京世園會展館、秦皇島

國際展覽中心、珠海國際會展中心二期等。

在建展覽場館室內可供展覽總面積將超過

200萬平方米。其中，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可

供展覽面積高達50萬平方米，建成后面積

規模將位居全球之首。

從中可知，在中國全國展覽館室內可

租用面積在2-5平方米仍是最為常見的

展覽館規模類型，但隨着近年來，展覽

館出現「大規模化」的建設趨勢，2018

年室內可租用面積在10萬平方米以上

的展覽館數量較往年有了快速的增長，

大型展覽中心的建設成為中國不少城

市發展會展業的重要抓手。

北京作為全國的會展強區，展覽館室

內可租用面積只排在全國第十，與上海

市和廣東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值得注意的是，隨着近年來，中國西

部國際博覽城和昆明滇池國際會展中

心的投入使用，使得昆明和成都的室

內可租用面積顯著增加，昆明、成都、

重慶也由此構成了西部地區的核心會

展區域。

由此可知，2018年全國展館展覽會

經營整體呈現增長趨勢，約三分之二的

展館實現展覽會增量發展，其中展覽規

模較高的群體展覽會數量增長的比率

更高，說明展覽館競爭中強者恆強的競

爭趨勢。

展館利用率越高，證明展館使用的越

充分，收回的利益也就越多。相比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的場地利用率是中國

唯一一家超過七成的展館，目前展覽面

積居全國之首的國家會展中心(上海)的

利用率，卻沒有進入全國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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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S

MICE Promotion

全 球 奢 華 酒 店 集 團 卓 美 亞 集 團

（Jumeirah Group）于阿布達比的一系列

酒店推出多元化的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

（MICE）服務優惠。

地處阿布達比市中心的卓美亞阿提哈

德酒店擁有阿布達比最大的會議中心之

一，其推出了夏季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服

務，賓客可享受400迪拉姆（約合人民幣752

元）起的優惠價格，預訂10至200間包含早

餐的客房。這家標誌性的酒店還設有宴會

廳，可容納多達1,400位賓客進行會議、或

1,000位賓客舉辦晚宴，亦設有13間會議室

卓美亞阿布達比酒店推出會獎服務優優惠
和新娘及主席套房。

卓美亞阿提哈德酒店更提供價值180

迪拉姆（約合人民幣338元）的獨家會議

套餐，包含兩次茶歇時段及午餐（包括軟

飲），還可使用先進的設備（液晶投影儀及

螢幕）。

卓美亞薩迪亞特島度假酒店的夏季會議

展覽及獎勵旅遊會議禮遇價格，則由200

迪拉姆（約合人民幣376元）起，包含兩次

茶歇時段及午餐。

Room Package

文華東方酒店集團呈獻全新住宿禮遇，

讓賓客暢遊時尚之都米蘭和景觀壯麗的科

莫湖，感受雙重度假享受。「米蘭及科莫湖

雙重體驗之旅」住宿禮遇由即日起至2019

年11月10日有效，賓客將可同時體驗米蘭文

華東方酒店和科莫湖文華東方酒店，享用

一系列精緻意大利佳餚，並尊享由米蘭至

科莫湖的Mercedes E-Class 跑車免費私人

接送服務。此禮遇需分別于米蘭和科莫湖

連續入住最少兩晚。

科莫湖位于米蘭北部，只需不到一小時

的車程便可到達，沿海岸線更可觀賞到宏

偉的歷史建築別墅和淳樸溫馨的鄉村，沿

文華東方「米蘭及科莫湖雙重體驗之旅旅」住宿禮遇
路湖光山色，分外迷人。科莫湖文華東方酒

店位于湖畔旁，地理位置優越，方便賓客到

科莫湖附近的景點參觀。科莫湖市中心景

色優美，並設有不同類型的特色商店和家

庭式經營的小餐館。

「米蘭及科莫湖雙重體驗之旅」價格由每

晚1,030歐元起，禮遇包括：

•米蘭文華東方酒店標準套房級別或以上

住宿和科莫湖文華東方酒店豪華住宿連精

美早餐

Loyal Program
萬豪旅享家
再推全球積分獎勵推廣活動

萬豪國際集團旗下旅行項目萬豪旅享家

于全球範圍內推出2019年度第二次積分獎

勵推廣活動——「豪」賺積分 禮遇無限。

會員通過註冊活動，在131個國家與地區參

與活動的7,000余間酒店（每次）入住連續

兩晚及以上，即可賺取1,500額外獎勵積

分。註冊會員可在2019年7月2至9月16日期

間樂享積分獎勵，暢賺積分。積分可以用于

兌換免費房晚、飛行里程及萬豪旅享家專屬

時刻等諸多豐富體驗。萬豪旅享家不僅僅是

傳統意義上的常客計劃，更是一個旅行計

劃。為全球約1.3億會員提供卓越的福利及

禮遇，如通過全球積分獎勵活動及與Chase
或美國運通卡等的合作，更輕鬆地賺取積分

及兌換獎勵。

•尊享由米蘭至科莫湖的M e r c e d e s

E-Class 跑車免費私人接送服務

•于米蘭文華東方酒店的Mandarin Bar &

Bistrot享用星級主廚A廚A廚 ntntn onio Guida 所主理

的雙人三道菜晚餐

•于科莫湖文華東方酒店的Bar Bistro享

用雙人精美午餐，並同時欣賞湖光山色

•尊享科莫湖文華東方酒店水療中心療程

九折優惠；而護理療程的靈感源自四周渾

然天成的湖泊美景，助賓客回復健康活力

预订即享会议多重礼遇
Meeting Special Offers
·  免费客房升级

Free hotel room upgrade 

·  特色主题餐厅自助早餐

Enjoy breakfast at our signature restaurants 

·  8 折租赁多功能厅及设备 , 最大宴会厅达 4,000 平方米

20% off rental for meeting rooms and audio-visual equipment. The 

largest banquet hall is 4,000m2

·  免费穿梭巴士往返酒店园区

Free shuttle bus service between hotel and the theme park 

·  尊享优惠价畅游主题公园

Special discount for theme park tickets

MICE 业务咨询热线

020-8478 6838 / 020-8478 0333  转营销中心商务组

长隆客服热线 : 400-883-0083
人工服务时间：09:30-18:30，自助语音服务时间：全天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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