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拉開

帷幕，中國MICE市場迎來小高峰。專家預

測，中國MICE業務的復蘇會以華東區域的

上海為中心，進而帶動國內MICE業務逐步

復蘇，而出境MICE業務，或將于2022年初

緩步復蘇。

華程國旅集團副總裁嚴亞非在出席ITB 

China系列行業交流活動（北京站）時表

示，疫情期間和同行進行了頻繁的交流與

互動，預估中國MICE業務的復蘇會以華東

區域、尤其是上海為中心，進而帶動全國國

內MICE業務的逐步復蘇，而出境MICE業

務，則要到2022年初，有望迎來小高潮。

在全球疫情形勢嚴峻、世界經濟持續下

行、市場信心遭受重創的背景下，如期舉

辦的第三屆進博會，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

義，並將產生重要積極的內外影響，不但

其帶動效應與溢出效應將進一步擴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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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文—採訪報道 ] 時將有力促進貿易、投資、文化、旅遊、產

業等融合互動，舉辦前后更將拉動各行各

業的會展業務，促使國內MICE市場迎向小

高峰。

他指出，隨着出境市場轉向國內市場，

過去以歐洲業務板塊為主的華程國旅集

團，也轉型佈局國內MICE市場。即使資本

市場對旅遊行業不太看好，但華程國旅集

團今年分別洽談了北京直飛武夷山的航

班、長江三峽遊輪等多個行業資源，提前

預購優質的旅遊資源，為復蘇做籌備，也

降低資源採購成本，並獲取市場定價權，

展現集團統一資源採購的優勢。未來，華

程會展也將在轉型中抓住機遇，除了繼續

依託于華程國旅集團的優勢，更將積極展

現專業素養，為MICE客戶提供高品質的會

獎服務，推出更多具有競爭力的特色產品

及更優質的服務，讓MICE業務與國內游業

務攜手並進。

而華程國旅集團副總裁潘渤也指出，預

測未來兩年的經濟主要圍繞國內大循環，

所以從今年8月開始，華程國旅集團全面進

軍國內遊業務，同時，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同

步學習。出境遊大社進軍國內遊業務，對于

國內遊產業具有一定的促進提升作用。出

境旅行社品牌觀念較強，在產品推廣、研

發上也會更注重資金投入。

他相信，市場上如果沒有適合自由行遊

客的個性化旅遊產品，遊客就會選擇自由

行而不選擇旅行社，這也將倒逼旅行社在

產品上的創新和研發投入。未來旅遊行業

的發展，企業的規模化效應仍然會有一定

的積極作用，通過規模化資源採購，增加

個性化的旅遊服務，以滿足市場上越來越

多的遊客出行體驗。

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協會（ICCA）第

五十九屆全球年會11月1日~3日在高雄展

覽館成功舉行，遠在倫敦的I C CA主席

James Rees通過視訊簽署「高雄議定書

（Kaohsiung Protocol）」，該議定書不僅提

供全球會展產業發展趨勢的明確指南，也

讓高雄以城市之名寫入世界會展歷史；同時

本屆年會還創下史上參與人數最多、直播

時數最高等多項新紀錄。

本屆IC CA高雄年會雖然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使各國會員無法直接親臨現場，

但透過創新的混合會議模式輔助中吸引線

上、線下超過1,500人參與，創下歷屆最多參

與人數的紀錄；同時，會中總議程超過100

場次、直播超過100小時、邀請高達220位與

談者及講師等，也寫下年會史上新高。高雄

59屆ICCA全球年會高雄舉行

Congress

實體會展部份，則有會展和酒店等關連產

業300位人士，齊結高雄展覽館，參與座談

和活動。

為期3天的年會以「轉型」為主題，第一

天先在衛武營舉辦開幕暨歡迎晚宴，為年

會揭開序幕。隔日緊接着在高雄展覽館進

行年會議程，今年講師群陣容十分堅強，包

含微軟全球活動副總裁Bob Bejan、「IT天

才」數字政委唐鳳、「遊戲大師」周郁凱等，

還有智崴科技、Sweetburden、在疫情中仍

有亮眼成績的世豐螺絲等在地業者分享轉

型實務經驗。11月3日舉行閉幕式。

據悉，高雄未來將持續推動亞灣區會展、

觀光、5G、AIoT、數字內容及經濟活動發

展，運用海、空雙港優勢，打造高雄成為國

際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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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澳會展交流合作更進一步
預估市場復蘇仍須時日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泰國會展局四大戰略舉措爭取逾千萬MICE旅客

Thailand

日前澳門旅遊局聯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

局在北京舉辦京澳旅遊、會展推介會，除了

凸顯澳門會展優勢，也期望進一步推進京

澳之間的交流合作，加強北京與澳門的會

展和商務往來。而儘管內地居民赴澳門旅

遊簽注恢復辦理，業界預估，旅遊及會展業

復蘇，仍需時日。

澳門特別行政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

華表示，在澳門特區政府有效的疫情防控

工作之下，現階段澳門旅遊環境具備高規

格的防疫安全基礎，希望與北京旅遊業界

攜手把握機遇，善用各項旅遊交通和建設

帶來的便利，重新拓展客源。

不過，她也指出，雖然9月23日起已恢復

辦理內地居民赴澳門旅遊簽注，但是澳門

接待旅客的數量，仍將需要一段比較長的

時間，才能逐漸恢復到過往水平。

澳門酒店入住率回升

疫情常態化之下，內地旅客前往澳門需

持有7天陰性核酸證明，而且辦理簽注相較

過往繁瑣，要預約並等待7~10個工作天，

不像以前直接網上即可很快拿到。現階段

每天進入澳門的旅客數量約17,000~18,000

人次，已經遠高于之前最低的200人次。根

據澳門酒店業者預測，目前平均入住率約

25%，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澳門酒店及公

寓的平均入住率為43.6%，較去年同期下跌

50.4%。

北京一直以來都是澳門重要的內地客源

地，2019年來自北京的旅客接近40萬人次。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劉偉明指出，北

京與澳門一直保持廣泛深遠的聯繫，包括自

2016年起建立了「京澳合作伙伴行動」，不

斷加強多領域交流。而澳門疫情防控工作

取得階段性成果，現在是一個比較安全的

城市，隨着陸續恢復辦理內地居民去澳門

旅遊簽注，澳門已準備好迎接各地同胞的

到來。透過「北京澳門周」重點推界澳門的

會展業，期望更多人前往澳門參與和舉辦會

展活動。

提供高標準會展設施

會展業作為特區政府重點培育的其中一

個產業，與旅遊業的發展相輔相乘、相互

促進。隨着澳門的旅遊和城市建設持續推

進，包括多家大型綜合酒店的設施以及周

邊配套日趨完善，為澳門提供了更多高標準

的會展場所，也結合澳門單獨關稅區以及

自由港等獨特的優勢、中葡商貿合作服務

平臺的對外聯繫優勢、以及位處粵港澳大

灣區的地理優勢，讓澳門具備充裕的準備

和條件舉辦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會展活

動。而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持續創設條件

鼓勵更多元化的會展活動在澳門舉行，如

企業年會、文體沙龍活動等，以惠及會展業

界及各個行業，助力經濟復蘇。

此外，根據CEPA，內地有關部門將為

內地參展人員辦理赴澳門出入境證件及簽

注提供便利，以方便內地企業和人員參加

在澳門舉辦的會展活動。企業更可以申請

會議及展覽資助計劃，並獲得獨特團隊建

設活動建議，以及專為會展客商而制的迷

你城市探索指南。

另外，澳門今年年底將重開澳門大賽

車博物館，同時還即將迎接眾多酒店項

目加入市場，包括：葡京人綜合度假村

(LI N E FR I EN DS主題酒店、全球首間

L’OCCITANE 精品酒店、葡京人酒店) 、

上葡京(亞洲首間Palazzo Versace酒店、Karl 

Lagerfeld酒店、上葡京酒店)、四季名薈、澳

門倫敦人、澳門安達仕酒店等。

而陸續登場的盛事活動包括有第67屆

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第39屆澳門國際馬

拉松、第5屆澳門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等。

澳門期待內地旅行社業者能夠抓住新項目

問市及盛事活動的商機，打造全新主題產

品。

訪澳旅客人次達156,300

澳門酒店及公寓平均入住率43.6%

2020黃金周

近日，泰國國家會議展覽局(TCEB)公佈

2021財年運營計劃，並推出四大戰略舉措

刺激當地MICE行業復蘇，目標爭取逾千萬

MICE旅客，同時，在中國市場強調以人為

本(IM PEOPLE FOCUSED)關懷計劃，並且

創建全新視頻活動，進一步鼓勵更多企業

放飛思想，激發創造力和創新。

TCEB主席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表示，TCEB的2021財年運營計

劃，著重解決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負面

影響與相關挑戰，並且借由創造和推廣商

機協助MICE企業家儘快恢復業務，同時聚

焦提升疫后的泰國MICE行業標準，以及加

強MICE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基礎；目標是爭

取1,040萬位MICE旅客，達到640億泰銖的

收入，預計2021財年泰國MICE收益將增長

3.5%。2021年第一季，TCEB將為70個活動

提供支持，這些活動將為泰國創造就業機

會並創造收入，並強調MICE作為刺激泰國

經濟的重要性。

他進一步說明，2021財年運營計劃以「新

常態MICE之可持續發展」為理念，聚焦于

提高技術的利用，並將透過四大戰略方法，

增強泰國MICE產業。其四大戰略分別為：

刺激國內MICE市場、吸引國際MICE活

動、通過創新推動MICE產業，以及發展

MICE生態系統。

另一方面，TCEB在中國市場還強調「以

人為本(I M PEOPLE FOCUSED)關懷計

劃」，此全新營銷活動，旨在刺激國際獎

勵旅遊團體和企業會議的回歸。TCEB商

務部門高級副總裁Nichapa Yoswee指
出，計劃靈感來自于2020年4月初TCEB成

功發送首個「客戶服務更新（Customer care 

update）」關懷活動。當時行業正遭受疫情

帶來的嚴重衝擊，TCEB發出「每個人都很

重要」的資訊，並讚揚對產業弱勢族群提供

支持的行業專業人士等舉措，受到了全球

的歡迎。

關懷計劃認可了商務活動行業的適應性

和敏捷性，並承諾將活動專業人士視為獨

立個體，強調與泰國合作，泰國將支持活動

組織者的成功。

計劃之中還包括一個名為“Ease Up”的

合作財務資助。活動組織者可以從TCEB獲

得50萬美元的財政支援，以及泰國合作伙

伴所提供的免費產品和服務。

此外，受到疫后出遊樂觀情勢啟發，

TCEB也于中國推出全新視頻活動，希望通

過放飛思想來激發創造力和創新。根據現

有的不確定性重新設計活動體驗和商業模

式，需要勇氣、創造力和更多投資。即使沒

有人對未來有明確的答案，但正確的內容

和有意義的互動戰略可以推動會議和獎勵

旅遊的新未來。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1.刺激國內市場。TCEB重點將支援泰

國所有地區舉辦的會展活動。同時，通

過與政府機構、私人組織和當地社區緊密合

作，使每個目的地展示本地定位吸引MICE
業務，從而將本地MICE活動升級到國家級。

另外，TCEB為「泰國：一個更安全的會議場

所」宣傳計劃分配了額外的1,000萬泰銖預算，

計劃將鼓勵公共和私營部門利用MICE活動來

向當地社區分享收入。

2.吸引國際MICE活動。重點在貿易展覽，

尤其是物流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展覽，以

配合國家發展政策與總體規劃。另外，TCEB計

劃引入「節日經濟」，利用大型活動和節日，創

造經濟遺產、增加價值，促進各省的經濟、社

會和環境發展。此外，TCEB亦透過中國等七

個市場的代表，推行策略計劃，以吸引國際活

動。

3.通過創新推動MICE產業。採取一系列

措施，包括開發線上和融合MICE活動，

同時，將鼓勵企業家通過虛擬會議空間(VMS)
進行商務活動，還將為泰國潛水博覽會、清邁

TCEB 2021年四大戰略
設計周、孔敬國際汽車博覽會、全球跑步峰

會等八項活動提供支持，這些活動將一併舉

辦線上研討會和線上O2O活動。

4.發展MICE生態系統。TCEB計劃建立

一站式服務，以提供資訊，並促進泰國

MICE活動，同時，透過數字技術整合服務、

促進合規性、向政府機構提供MICE活動服

務，並為MICE訪客提供MICE通關、VIP快速

通關、落地簽證和相關醫療保健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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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交流 澳大利亞會獎旅遊培訓課堂再度登場

Australia

儘管國際旅遊市場尚未開放，澳大利亞

旅遊局仍持續與業界保持交流，近日，其

在京舉辦第七屆「澳大利亞會獎旅遊培訓

課堂」，宣傳當地適合MICE團體的最新體

驗與項目，期待未來在邊境開放之際，吸

引更多中國企業到訪舉辦MICE活動。

據瞭解，目前澳大利亞邊境尚未開啟，只

有持綠卡或澳大利亞公民才可以入境澳大

利亞，僅少量航班自香港、廣州、上海往返

悉尼。

悉尼會獎局中國辦公室高級業務發展

經理陳禹霏強調，悉尼將加大力度凸顯當

地接待精品團的優勢，突破只有接待大型

團隊的刻板印象，並且宣傳限時專屬獎勵

支持。在新發展上，除了輕軌升級、巴蘭

加魯商業區和悉尼中央公園未來值得納

入行程，2022年預計新南威爾士州美術館

擴建將落成。現在當地輕軌更可以提供整

體列車或一節車廂企業商標定制和展示服

務。而近日悉尼歌劇院推出了全新雲上導

覽付費產品，也可以針對20~30人的小團，

提供由2~3位專業演出者表演的20~30分鐘

Taste of Opera歌劇。

新場地方面，包括工業廢棄倉庫建築改

建而成的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網

紅美食打卡地Tramsheds、可最多容納五千

人的高端餐飲娛樂區Campbell's Stores等。

另外，五星級新酒店待開業的客房達1,334

間，除了達令港皇冠假日酒店已經在今年9

月開幕，Crown酒店、W酒店、嘉佩樂酒店

都將在2022年加入市場。此外，為了順應

市場新動向，多個悉尼酒店和場地現在都

推出了虛擬實境360度視頻，也有線上虛擬

考察產品。

布里斯班經濟開發署中國區業務拓展

經理黃雁表示，疫情期間布里斯班的旅遊

建設從未停止，布里斯班國際機場的第二

條平行跑道已經建成完畢並于7月啟用、預

計2022年落成的綜合娛樂度假區—皇后碼

頭工程仍在緊鑼密鼓推進中。

昆士蘭州旅遊及活動推廣局大中華區

局長沈俐亦說明道，昆州已從7月開始進入

解禁的第三階段，州內陸續有企業復工，

但都要遵守新冠肺炎疫情安全方案。新

產品方面，日前大堡礁首座水下藝術博物

館正式面世，其位于澳大利亞昆士蘭北部

湯斯維爾，不僅是澳大利亞第一個水下藝

術博物館，也是南半球首座水下藝術博物

館。

墨爾本會議局商務會獎部北亞及大中

華區地區總監江佩書表示，現階段，墨爾

本有9間主要4~5星酒店即將開幕，還有4

間酒店正在建設規劃，亦即在2022年前，

市場將在21,000間客房的基礎之上，額外

新增8,600間全新客房。即將開幕的新酒店

品牌包括W、萬豪、麗思卡爾頓、艾美等。

在新體驗方面，皇家植物園推出貓本野

餐、今年開幕的URBRNSURF推出衝浪初

體驗，墨爾本市區和郊區則推出多個單車

之旅。除了墨爾本，近郊維多利亞洲也有許

多特色體驗，像是莫寧頓半島的半島溫泉、

吉朗的與海豚共遊，以及洛恩大洋路的叢

林穿越。想要嘗試新場地的MICE團，可以

選擇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澳大利亞第一

座人造衝浪樂園URBRNSURF。

珀斯會獎局高級業務經理淩琳指出，

珀斯MICE市場正在穩步恢復，近日已經

有600人的會議在珀斯舉行，未來到訪珀

斯的MICE團，將有更多全新酒店和體驗

選擇。自2019年10月起，東珀斯IBIS Style

酒店、The Adnate酒店、Murray Street諾

富特酒店、R I TZ酒店等，陸續加入了市

場。接下來，還有羅特內斯特島Samphire

酒店、Waterfront希爾頓逸林酒店、奧爾巴

尼希爾頓花園酒店、瑪格麗特河威斯汀酒

店等。

另一方面，全新的攀登Matagarup橋和

Optus體育館攀爬屋頂體驗項目，即將在

2020年底問世。而西澳博物館奇妙夜也計

劃在2020年底開業，而且開業后18個月免

費對外開放。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Airlines Updates

新航11/15開通深圳－新加坡航線

國泰航空再恢復香港往返四航點

達美恢復上海－西雅圖/底特律直飛航班

新加坡航空公司（新航）于2020年11月15
日，開通深圳往返新加坡的直航航班服務。

航班採用空客A350-900中程客機運營，每逢

周日往返各一班。

新加坡航空中國區總經理曾國銘先生表

示：「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的核心區域，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

要引擎。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

國泰航空宣佈自11月起恢復由香港往返大

阪、泗水、特拉維夫及奧克蘭的客運服務，為

乘客經香港前往全球各地提供更加便捷的

出行服務。上述航線將由寬體客機波音777-
300ER、空中客車A350-1000及A330-300客
機營運，在滿足更多出行需求的同時，為乘客

帶來舒適愜意的飛行體驗。

達美航空宣佈，從2020年12月3日起恢復

上海至西雅圖和底特律的直飛航班。自今年

六月起，達美航空已經恢復部分中美航線，並

經停首爾仁川機場。

上海-西雅圖航線將由達美航空最新的寬

體客機空客A330-900neo 運營，為乘客提供

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該機型同時配備了達美

我們希望抓住這個重要節點，通過開通深圳

往返新加坡的直航航線，為中新兩國的客運

及貨運搭建起航空橋樑，為兩國經濟增長及

創造就業機會而做出貢獻」。

「今年也是中新建交30周年，開通深圳往返

新加坡的航班，也是我們恢復及不斷擴展中

國及新加坡之間飛行網路的重要一步」。

乘客現時可由內地城市出發經香港中轉

至其他目的地，但須持同一張機票至最終目

的地、在出發地將行李托運至最終目的地及

獲取轉乘航班登機牌，且轉機時間在24小時

內。目前，國泰航空已恢復往來亞洲、歐洲、

北美及大洋洲25個航點的客運服務。

四種座位產品，包括達美至臻商務艙套間、達

美尊尚經濟艙、達美優悅經濟艙和達美經濟

艙。

上海-底特律航線將繼續由達美航空國際

旗艦客機空客A350-900 運營。2018年，達美

航空首次將該機型上的達美至臻商務艙套間

及達美尊尚經濟艙引入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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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認為，只要沒有大的疫情反復，明年國內差旅市場有望恢復甚至超

過2019年的水平，其中，國內差旅市場板塊恢復最快的就是國央企。值得

注意的是，疫情對國央企的差旅管控，並未造成太大的變化，目前大部分國

央企已經和外部商旅管理公司打通了資訊流，TMC趁勢進一步推出綜合解

決方案，以「共生」戰略與企業實現共好。

BUSINESS TRAVEL

與TMC合作共生 
國央企引領
國內差旅市場復蘇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隨着各行各業陸續復工復產，企業差旅

出行也在逐漸恢復。專家認為，明年國內

差旅市場將恢復甚至超過2019年的水平，

其中，國央企引領國內差旅市場復蘇；而

國際差旅市場將依然受制于疫情影響，預

計2023年全球市場才會恢復至2019年的規

模。

攜程集團高級副總裁兼攜程商旅CEO
方繼勤在出席2020「國央企商旅解決方

案」年度創新峰會時表示，從9月和10月資

料來看，差旅市場正在逐漸復蘇，航段數已

恢復約七、八成，全年來看則恢復微高于三

成。只要沒有大的疫情反復，明年國內差旅

市場有望恢復甚至超過2019年的水平，但

國際差旅市場依然受制于疫情影響。他謹

慎樂觀估計，要看疫苗出來以后，試用者的

最后反應而定，如果反應不錯，2022年就會

開始好轉，全球市場在2023年就有機會恢

復至2019年的規模。

國央企差旅恢復最快

今年中國整體差旅量原本預計在四千億

美金以上，不過疫情使得差旅市場充滿了

變數。現階段疫苗短期難以大範圍接種之

際，海外疫情又在反撲，國內差旅市場板塊

恢復最快的就是國央企。國央企業務特點

在于分佈廣泛，同時是國家運營的基礎，關

係到國民經濟的命脈，因此，極具穩定性。

2019年，攜程商旅服務國企央企分子公司

數量達941家，覆蓋員工數320萬，交易額超

過40億，占攜程商旅整體交易額的18%。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國央企的差旅管

控，並未造成太大的變化。國央企多年在

差旅管控上不停地摸索，找尋適合自己業

務所需的解決方案，同時，需求經歷過「一

個平臺多供應商」、「自建平臺資源接入」、

「集采共用和無紙化資訊化」三個階段，

未來更將持續追求降本增效，提升產品與

技術的支撐。疫情期間，受益于員工出行

資料，能夠精確的向員工提供疫情防控建

議，並使員工能夠提前瞭解出差地的現狀，

同時由于積極和商旅管理公司合作調整航

班，有效地保障了員工往返的差旅出行安

全。

打通資訊財務流提效降本

攜程商旅首席運營官張勇補充道，企業

差旅管控的技術、訴求、管控形式與自身的

資訊化建設息息相關。目前大部分國央企

已經將各類供應系統資訊流全部集中在一

個平臺上，同時也和外部商旅管理公司打

通了資訊流，未來更將聚焦大平臺的建設，

以及打通自助化、自動化的整體資訊流和

財務流，以提效降本。

從國央企的角度來說，航太新商務資訊

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霞說明道，目前

已經可以實現差旅管理的透明化，同時，從

員工出差的申請、審批，到機票、酒店、火

車票、打車等交易，以及差旅補助，實現全

流程線上化，加上與企業進行大發票的結

算，員工不但免貼票、免墊款、免報銷，而

且拿一張身分證，就可以實現出差的全過

程。未來差旅系統勢必會和業務系統、財務

系統、合同系統等打通和對接，實現員工出

差的便捷化，同時，保證員工每一筆出差都

合規化。

差旅管控提高員工滿意度

另外，越來越多年輕人進入職場，產生許

多不同的差旅訴求，要分類分級管理，才能

更好的服務年輕人。

中國安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財務共用中

心負責人鈕永躍則強調，建立統一費用報

銷的流程、打造從上到下一個制度，將奠

定后期商旅集中採購的基礎。同時，通過財

務共用平臺，可以實現和企業成本對接。簡

單說，針對流程進行統一規範，可以減少財

務審核業務工作量，也能提高員工出行的

滿意度。

此外，疫情衝擊下，越來越多國央企意

識到差旅管理線上化實踐的急迫性，而且

雖然差旅費用並未占到國央企太大的費用

比，往往在10%以內，但是涉及的員工眾多，

每個單位八、九成的員工，每年都要出差，

因此願意透過資訊化手段管控差旅費用，

培養國央企員工對全體費用進行管控的理

念和意識。

業者推國央企差旅解決方案

從市場利益來看，疫情之下，現金流相對

穩定的國央企作為「定盤星」，成為了很多

專業商旅管控公司想要爭取的「蛋糕」。因

此，攜程商旅在年度創新峰會中順勢發佈

了基于國央企服務的“One Plus”綜合商旅

解決方案，以探索未來國央企商旅全新的

生存法則。

攜程商旅CEO方繼勤先生于會中提出

面向未來五年的國央企商旅發展「共建共

生」模式，在該模式下，攜程商旅發展出基

于國央企服務的“One Plus”綜合解決方

案，即以技術為驅動，和國央企不斷摸索試

錯，打造「一體多維全域融合」商旅服務綜

合體。

方繼勤表示，經過前期的磨合，TMC和

國央企都意識到只有雙方合力才能前行致

遠，于是「共生」戰略應運而生。

對于「共生」目標的實現，方繼勤認為首

先要勇于打破壁壘，即用更靈活的政策和

國央企開展更多元化的服務，TMC不只是

產品資源、線上系統和預訂服務的售賣方，

而應與國央企建立起共同探索試錯的同行

者關係，包含前期的培訓、業務單元的推廣

和差旅理念的教育等都可以參與其中。

其次，「全域融合」也至關緊要，即不光

是做國央企的某一單位，而是應該考慮如

何複製到整個集團及覆蓋到國外。
＞ 攜程集團高級副總裁兼攜程商旅CEO方繼勤

  經過前期的磨合，TMC和國央企都意識到只有

雙方合力才能前行致遠，于是「共生」戰略應運

而生。TMC不只是產品資源、線上系統和預訂服

務的售賣方，而應與國央企建立起共同探索試

錯的同行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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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旅游发展局引领世界MICE行业。

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空间里的世界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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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全球MICE中心城市，这里是京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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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日的疫情逐漸穩定

緩和，會議及展覽活動陸續

重啟。可喜的是，儘管疫情陰

霾未散，多個國際會議及展

覽活動紛紛選址香港作為目

的地，反映國際主辦單位對香

港的核心優勢、安全及公共衛

生各方面均表現信心。再加上

近日與新加坡確立「航空旅遊

氣泡」，旅客可享雙向入境免

檢疫安排，成為全球旅遊業

的重要里程碑，也為香港的會

展發展打開新局面。

DESTINATION-HONG KONG

在
香港，展覽業率先舉辦實體貿易展

覽，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覽及郵

輪業務總經理及歐洲區域幹事黃卓雄先生

表示，在主辦單位和會展中心的緊密合作

下，樂活博覽暨亞洲素食展2020已于10月23

至25日順利舉行，共吸引了破紀錄的32,508

參觀人次，比去年增8%。整體活動採取了

嚴密的防疫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會議及展覽活動陸

續重啟，多個國際會議及展覽活動紛紛選

址香港作為目的地，包括多個國際性會展活

動，其中更有甚具重要戰略意義的活動首

度在香港舉行，另有兩個活動繼續以香港為

主辦城市。各項會展商務活動預料會為香港

帶來約1萬名高消費會展訪客，有助振興本

地多個行業，為香港的經濟注入全新活力。

接下來，香港將陸續迎接2021年度亞洲

運動科技會議、粵港澳大灣區人工智慧大

會2021、2021中國國際保險精英圓桌大會

等。當中，內地保險業的年度盛事之一中國

國際保險精英圓桌大會，敲定于2021年首

度選址香港，舉辦跨區會議。透過舉辦這類

標杆性的產業活動，有利于為香港帶來更

多高消費的過夜訪客，促進會展業的業務

增長和發展。另外，2022年國際航空運輸

協會(IATA)全球貨運大會、2022年第十五

屆亞洲心血管影像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

年亞洲器官移植協會大會等，也將陸續登

場。

建立統一衛生防疫指引

目前香港會議及展覽業仍持續積極加強

防疫措施，以應對當前挑戰，為活動重啟

作好準備。同時，旅發局與香港品質保證局

合作為旅遊相關行業提供統一的衛生防疫

指引，有助公眾認識行業已採取的衛生防

疫措施，增加旅客日后訪港的信心。計劃將

分兩階段推出，其中會展場地、跨境旅遊巴

士公司、旅遊巴士公司及其他餐飲及零售商

戶等將于下一階段涵蓋。 

而香港主要的會議展覽場地，包括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及亞洲國際博覽館已實施一

系列的衛生及預防措施，並採用獲國際認

證的先進消毒科技，為訪客提供更安全的

保障。

亞洲國際博覽館首席策略總監劉小慧女

士指出，為協助展覽業儘快復原，亞博館率

先引入一系列先進的衛生防疫措施，亦已

著手多項設施升級計劃，時刻準備大型活

動回歸。目前亞博館已于主要出入口設置體

溫檢測器、消毒搓手液機等，更額外引進多

項更高規格的衛生安全裝備，包括全球首

個三合一智能消毒通道及智能消毒機械人

等，務求保障訪客安全。他強調，亞博館已

經準備就緒，迎接各類大型展覽及精彩活

動于香港再放異彩。館內設施即將以嶄新

面貌與參展商、客戶及訪客再次見面。

同時，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會議及

展覽場地，亞博館兼顧主辦單位及訪客需

要，在這個非常時期，針對疫情需要提供

一站式貼心支援，例如為主辦單位提供彈

性延期安排、配合活動性質劃分更多輪侯

進場空間或會議房間以確保足夠社交距離

等，讓主辦單位可更靈活地設計活動流程。

另外，特區政府已預留超過10億港元為會

議展覽業提供資助，其中包括：所有于亞洲

國際博覽館舉辦大型展覽或國際會議的主

辨單位，只要展覽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的

展覽活動，或其會議有超過四百名參加者，

當中最少50%為非本地參加者，即可獲相等

場地租金的全額資助，主辨單位及參展商

將可直接受惠。

短途商務市場將率先復原

劉小慧女士認為，隨着本地疫情緩和，

香港會獎旅遊業將持續逐步復甦，不過，當

地會議展覽模式將有所轉變。礙于多個國

家及地區仍然實施旅遊限制及相應隔離措

施，長途商務行程因而受阻，商務活動轉投

本地及鄰近地區，本地展覽及企業活動將

逐步復原。

他表示，恢復活動的首階段會以短途商

務對象為主，如中國市場及東南亞地區的

參展商等，展覽會以較小規模進行，以保障

參加者的健康安全，例如配合政府實施的

公眾地方群組聚集人數規定而限制每個展

覽攤位的人數，或擴大標準攤位面積以配

合社交距離標準等。

好消息頻傳
國際會展活動重返香港!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亞洲國際博覽館首席策略總監劉小慧女士

  亞博館已經準備就緒，迎接各類大型展覽及精彩活

動于香港再放異彩。館內設施即將以嶄新面貌與參展

商、客戶及訪客再次見面。航空旅遊氣泡使國際商務人

士可陸續恢復出行香港，這將成為極大誘因，吸引國際

盛事回香港。

（
提
供‧

亞
博
館
）

Travel Bubble
香港、新加坡成功共建航空旅遊氣泡

因應新加坡與香港確立「航空旅遊氣

泡」，新加坡旅遊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日前

宣布將攜手合作，歡迎將于11月22日起重臨

兩地的旅客。

根據新加坡、香港共建的「航空旅遊氣

泡」，新加坡及香港的旅客，不論任何旅遊

目的，均可享雙向入境免檢疫安排，是全球

旅遊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同時為安全有

序地重啟跨境旅遊做好準備。這是新加坡

旅遊局與旅發局的首度合作，不但突顯兩

地緊密的連繫，亦展現雙方為旅客締造安

全旅遊體驗的努力。

旅發局總幹事程鼎一表示：「我非常高

興見到香港與新加坡能重啟旅遊，這不僅

向世界展示在疫情下仍能繼續安全地旅

遊，亦標誌不同地方的旅客開始陸續重臨

香港。有賴不同行業齊心加強衛生防疫措

施，我有信心香港已做好準備迎接旅客。同

時，我們亦已為旅客精選一系列包括酒店、

景點及其他物超所值的優惠，以及香港多

旅發局總幹事
程鼎一（

提
供‧

旅
發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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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旅遊體驗。」

旅客的健康安全是首要考慮，因此為讓

旅客安心，兩地均已推出防疫措施認證計

劃。

新加坡的「SG Clean ─新加坡保潔運

動」是全國環境衛生的品質標準認證，向

達到高標準清潔與衛生水平的獨立場所

頒發認證標章，當中包括觀光及旅遊業機

構如酒店及景點等等；旅發局亦已推出衛

生抗疫措施認證，希望旅客在旅程所到之

處，都有防疫措施保障。

兩地旅遊局將會共同進行推廣，如聯合

的社交媒體宣傳內容，並為首批「航空旅

遊氣泡」的旅客送上特別禮物，包括一款

內地市場一直是香港會展獎勵旅遊業的

重要客源市場。繼新加坡成為與香港首個

建立「航空旅遊氣泡」的國家，香港旅遊

發展局因應香港政府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建

立「航空旅遊氣泡」及其他通關安排的進

展，預料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及個別短途市

場，將會是較快重啟旅遊的地區。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總

經理及歐洲區域幹事黃卓雄先生表示，10

月15日香港政府宣佈與新加坡已就建立雙

邊「航空旅遊氣泡」達成原則性協議，待各

項安排敲定細節並落實后，兩地的航空往

來將以安全及漸進的方式恢復。而香港政

府現正積極與鄰近地區及國家就建立「航

空旅遊氣泡」進行商討，預料內地特別是

大灣區及個別短途市場將會是較快重啟旅

遊的地區，旅發局將適時推出客源市場的

推廣，以短、長期策略重振會議及獎勵旅遊

業。

他預計需要較長時間才可以恢復到2019

特別設計、展現出兩地特色的限量可重用

口罩。于11月22日乘搭「航空旅遊氣泡」首

航的兩地旅客，將享用到由新加坡航空及

國泰航空安排的特色空中餐膳，細味新加

坡及香港的地道美食。此特別菜單會在所

有「航空旅遊氣泡」航班上供應，直到今

年年底。

來自新加坡的旅客，除可在香港感受濃

厚的聖誕氣氛，亦可參與年度盛事「香港

美酒佳餚巡禮」，享用不同的美食優惠。此

外，旅客亦可趁機體驗香港的大自然美景

和郊遊樂趣，而藝文愛好者則可參與由巴

塞爾藝術展呈獻的「藝薈香港」及于香港

藝術館舉行的「波提切利與他的非凡時空

——烏菲茲美術館珍藏展」等世界級藝術

展覽。

旅發局落實各項復蘇計劃

旅發局近日則推出「360 Hong Kong 

Moments」，希望利用虛擬實境體驗，讓觀

眾彷佛置身香港，在家中亦可感受其獨特

魅力。接下來旅發局將積極對外宣傳香港

衛生安全、熱情好客的旅遊形象，同時，透

過各種形式及管道保持香港的曝光，突顯

香港在大灣區舉足輕重、作為超級連絡人

的角色，令中國商務遊客再次感受到香港

的獨特魅力。

此外，旅發局已為會展獎勵旅遊業制訂

了全面的復蘇計劃。首先，在品牌形象方

面，將介紹香港最新的衛生及防疫措施，

以重建旅客的信心。透過全新的會展品牌

推廣計劃，進一步強化香港作為「國際會

展之都」，提升會展旅客的新鮮感。在振興

業務方面，則正在逐步開展各項針對企業

會議、獎勵旅遊、會議及展覽的推廣活動，

包括持續新增更多優惠的「商聚．香港」、

香港國際會議大使計劃，以及各項資助計

劃等。

未來，旅發局會趁機審視香港的旅遊定

位，及早部署針對性宣傳策略，密切留意客

源市場最新情況，保持彈性，當客源市場具

備訪港條件，便會即時展開宣傳。

Next Step
下一個目標：大灣區及內地個別短途市場

年疫情前水平，香港的會議及獎勵旅遊業

目前因為疫情出現了許多新常態，包括商務

旅客會更注重公共衛生安全、行程更多加

入企業社會責任及健康概念、會展活動趨

向同時結合電子平臺及實體的混合模式。

亞洲國際博覽館首席策略總監劉小慧女

士補充道，最近特區政府宣佈香港與新加

坡達成首個「航空旅遊氣泡 」雙邊協議，

即將開放兩地人士在沒有安全風險的情況

下往來兩地。特區政府已與11個國家（包括

日本、泰國、德國、法國等）就「航空旅遊氣

泡 」概念進行磋商，相信往后將有更多地

區與香港組成「航空旅遊氣泡 」，國際商務

人士可陸續恢復出行香港，這將成為極大

誘因，吸引國際盛事回香港。

香港歷山酒店總經理程敏女士則預計

產業大約要2年時間才可恢復疫情前的水

平，原因是一般國際性大型會議、展覽項

目需要較長時間籌備及推廣，亦需要配合

全球的經濟和商業活動的復甦。而香港本

地MICE市場需待疫情改善后，整體相關經

濟活動才會慢慢復甦。她強調，目前香港與

中國內地之間的出入境渠道有限，對外市

場營銷策略亦較前放緩。待兩個市場之間

互相通關后，即可重新啟動營銷活動。

也就是說，邊境開放后，酒店將以嶄新的

面貌及富吸引力的優惠，為所有住宿、餐飲

及宴會的賓客提供貼心合意的服務，爭取

目標市場的支持。

同樣的，富豪國際酒店集團營業副總裁

廖敏儀女士認為，酒店重點將先聚焦于鄰

近香港的廣東省大灣區，及其他省份商務

客戶的會議及差旅業務，並且關注個人遊

為主，集團計劃度身訂造更多合適的會議

住宿計劃及優惠予此類客人。同時，亦會積

極參與、支持香港旅發局的對外宣傳及推

廣活動，推介「香港」為首要到訪城市。另

外，還將加強網上市場推廣工作，加大資源

針對相關的潛客人群，增加酒店于數碼平

臺的曝光率。

據瞭解，疫情下香港會展業備受打擊，

約30多個國際展覽取消或延期，涉及3.8萬

名供應商及來自170多個國家地區的80萬

買家受影響。因地利環境及疫情發展，估

計以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為目標市場的

MICE活動，有可能較快恢復。

＞ 香港歷山酒店總經理程敏女士

  邊境開放后，酒店將以嶄新的面貌及富吸引力的優

惠，為所有住宿、餐飲及宴會的賓客提供貼心合意的

服務，爭取目標市場的支持。當疫情改善、市場開始復

蘇，將會有更多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

繼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大大縮

短了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之間的交通時

間，后續，香港還將陸續迎來多項大型全新

基礎設施建設及新產品，滿足會展獎勵行

業的新需求。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議展覽及郵輪業務

總經理及歐洲區域幹事黃卓雄先生表示，

香港國際機場計劃在2022年前啟用第三跑

道，預計整個三跑道系統在2024年底之前

全面投入運作。基礎建設之外，香港迪士

尼樂園推出嶄新面貌的城堡及城堡廣場，

並將逐漸增加新的景點，如《魔雪奇緣》主

題區等。同時，隨着2021年的M +博物館和

2022年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再加上香港

現有的許多其他藝術和文化景點，香港作

Planning Ahead
大型新建設與新產品滿足行業新需求

為藝術和文化旅遊目的地的領先地位將進

一步加強。

香港在酒店方面也出現新的亮點，除

了最近新開業的香港瑰麗酒店、香港瑞

吉酒店等，歷山酒店、東湧喜來登酒店、

The Silveri Hong Kong – MGallery亦將于

2020~2021年開幕。

從酒店新產品與新體驗來看，富豪國際

酒店集團營業副總裁廖敏儀女士表示，會

議計劃方面，富豪國際酒店集團會加推綠

色會議套餐，而且酒店亦會維持疫情期間

一貫的衛生防疫措施。此外，富豪國際酒

店集團還將于2021年新增一家酒店；位處

赤鱲角的SKYCITY航太城，麗豪航太城

酒店鄰近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亞

洲國際博覽館和海天客運碼頭，酒店提供

1,208間客房和套房，及全面的宴會、會議

和餐飲服務，並備有先進的配套設施，可

為會議展覽人士提供更多選擇。酒店亦

鄰近大嶼山幾個大型的運輸基建，包括：

港珠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三跑

香港旅遊發展局會
議展覽及郵輪業務
總經理及歐洲區域
幹事黃卓雄先生

（
提
供‧

旅
發
局
）

道系統等，盡享地利優勢及無限的商業潛

力。

2020年已接近尾聲，香港歷山酒店總經

理程敏女士強調，接下來將積極展望2021

年各個領域的發展。雖然全球正因疫情而

面對挑戰，但仍有許多出色的籌劃被創造，

以適應及配合當前的情況，如各酒店相繼

推出Staycation套票，包含住宿、餐飲、按摩

等體驗。她相信，當疫情改善、市場開始復

蘇，將會有更多令人興奮的事情發生。

↑富豪國際酒店集團還將于2021年新增一家酒店，為
會議展覽人士提供更多選擇。

（
提
供‧

富
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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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安心會展再出發！
亞博館重磅開創新局

亞洲國際博覽館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大嶼山 香港國際機場 亞洲國際博覽館

電話：（852）3606 8888 傳真：（852）3606 8889 電郵：sales@asiaworld-expo.com 網址：www.asiaworld-expo.com

率先引進高規格裝備，

確保最安全環境

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會議展覽場地，即

使面對充滿挑戰的疫情，亞博館團隊從未

鬆懈。

在疫情初期，亞博館便立即率先採取

多項防疫措施，除了傳統加強清潔及消

毒的措施，還額外引進更高規格的衛生

安全裝備，包括全球首個三合一消毒通道

“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為進場人士

的衣物及攜帶品進行徹底消毒，過程最短

只需約12秒；另外于人流密集的環境應用

“植物源消毒”，以“BioEm Air”淨化消

毒空氣。

而針對訪客較常接觸的設施，亞博館特

別引入“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

膜”，利用物理殺菌及光催化消毒科技，淨

化室內空間及場館設施。多管齊下，針對個

人、環境及設施三個層面照顧不同的阻絕

感染需求，以確保有能力提供給所有與會

者一個安全衛生的環境，讓與會者可以安

心地在各類大型展覽及精彩活動中，發掘

市場商機。

增設智能消毒機械人，

達徹底有效滅菌

此外，亞博館又進一步增設智能消毒機

械人，有效率的為場館進行全面消毒。先

進的智能消毒機械人結合多種消毒模式，

配備紫外線消毒燈、360度消毒噴頭和高效

空气過濾器（HEPA），並採用360度自動導

航技術，觸及一般難以深入的盲點，達至

全方位徹底消毒，經實驗證明可有效消滅

高達99.99％的細菌。

智能消毒機械人已于亞博館內廣泛應

用，以確保空氣和物件表面充份潔淨，為與

會者打造最安全的商務交流活動空間。

設施升級展現新面貌，

迎接會展再出發

為迎接疫情過后的會展新商機，亞博館

更希望為所有會展業人士開創全新的局

面，最近新猷包括全新裝潢的中式高級食

香港政府提供政策扶持，資助場租大利好
為進一步扶助會議展覽業，香港政府已

落實撥款超過10億港元（1.3億美元），為

推廣期內于亞博館舉行展覽及國際會議的

主辦單位提供全數場地租賃資助 ，適用于

展覽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的展覽活動，或

參與人數達400人以上及至少50%的與會

者須來自海外的國際會議活動。

較早前需延期舉行的活動，主辦單位只

須在指定期限內重新預訂展期，便可享有

免租優惠，而有意在推廣期內舉辦全新活

動的單位亦可使用資助。這一切利好的資

助將進一步加快香港會展業的復蘇速度。

核心優勢大幅受肯定，

亞博館脫穎而出

目前已有多個會展活動選擇在亞博館舉

行，包括：環球資源消費電子展、環球資源

時尚產品展、環球生物科技展、香港國際

汽車博覽(IMXHK) 2021等。亞博館能在云

云國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獲多個備受

期待的會展活動確定為活動目的地，反映

國際會展活動主辦單位對香港及亞博館的

核心優勢、安全及公共衛生等各方面均信

心滿滿，再次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展之

都”的地位，也證明了，香港及亞博館都將

在國際會展業的復蘇之路上，扮演重要推

手。

中國是全球會展業關注的焦點，中國內

地也一直是香港MICE產業的重要客源市

場，為促進會展行業復蘇，亞博館將積極

與香港旅發局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中國

內地會展企業與商務人士的眼球，共同為

重振會展價值而努力。

此外，香港政府與新加坡政府亦初步達

成“航空旅遊氣泡”協議，相信首階段先

吸引商務旅客出行，旅客抵達后不需要隔

離，但須接受核酸檢測（PCR）且結果須為

陰性，並必須搭乘指定班機，開展旅遊會

展業界逐步復蘇的一個里程碑。同時，香

港政府正緊密地與其他地方嘗試建立航空

旅遊氣泡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日本、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新西蘭等，以積極而安全

的方法打開通國際通道，重振香港的旅遊

會展業。府“澐．NUVA”和剛于10月揭幕的西式現

代風格餐廳Arena Kitchen。

除提升餐飲體驗以外，亞博館亦已落實

一系列場館設施升級計畫，隨后更多展館

及公用空間將逐步以嶄新的面貌與參展

商、客戶及訪客再次見面，攜手擁抱重新

出發的活力會展。

儘管國際疫情陰霾未散，香港的防疫成效早已受到肯定，許多會展活動紛紛

選址香港作為目的地。亞洲國際博覽館 (亞博館)不僅持續一系列對衛生安全的

先進、嚴密控管，還積極為多個選定亞博館作為舉辦地的精彩活動進行前期準

備，全面落實場館設施升級計畫，重磅迎接香港會展業的復蘇。

亞博館引入全球首個“智能消毒通道”，設

有負壓通道設計並結合嶄新空氣淨化技術，

以期打造成世界級安全衛生的場館。

亞博館同時配備智能消毒機械人，並于館

內廣泛應用，全方位徹底消毒，打造最安全的

商務交流活動空間。

全新裝潢的中式高級食府“澐．

NUVA”和剛于10月揭幕的西式現

代風格餐廳Arena Kitchen，將全

面提升亞博館賓客的餐飲體驗。

《亞博館消毒科技的應用範圍》
應用範圍

展覽館內各處

大型展覽入口處

主辦單位辦公室

出入口大門及門柄、洗手間、自動電梯扶手

升降機設備及其按鍵、餐廳的餐椅

職員通道、辦公室

員工制服

額外消毒及殺菌措施

•  增設先進的智能消毒機械人，其配備紫外線消毒燈、360度消毒噴頭和高效空气過濾器（HEPA），並採用360度自動導航技術，

深入的盲點，達至全方位徹底消毒。

•   按參展商需要，加裝全球首個“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結合“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

鍍膜”及負壓淨化室裝置。

•  使用“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透過創新擴散空氣殺菌淨化科技，全面消除空氣中的病菌和分解有害物質，提升室內空氣質

素，確保活動員工的健康。

• 引入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膜，以先進技術殺滅細菌。

• 抗菌劑有如長滿微細刺針的水滴，以物理方式刺破細菌，配合光催化技術，在日光或燈光下主動攻擊依附物件上的病毒及細菌。

• 使用“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

• 將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膜陸續應用于前線員工制服清洗。

亞博館針對訪客較常接觸的設

施，例如自動電梯扶手、出入口大

門及門柄、洗手間、餐廳的餐椅等

應用「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

滅菌鍍膜」，以物理方式配合光

催化技術，在日光或燈光下主動

攻擊依附物件上的病毒及細菌，

效能長達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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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安心會展再出發！
亞博館重磅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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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引進高規格裝備，

確保最安全環境

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會議展覽場地，即

使面對充滿挑戰的疫情，亞博館團隊從未

鬆懈。

在疫情初期，亞博館便立即率先採取

多項防疫措施，除了傳統加強清潔及消

毒的措施，還額外引進更高規格的衛生

安全裝備，包括全球首個三合一消毒通道

“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為進場人士

的衣物及攜帶品進行徹底消毒，過程最短

只需約12秒；另外于人流密集的環境應用

“植物源消毒”，以“BioEm Air”淨化消

毒空氣。

而針對訪客較常接觸的設施，亞博館特

別引入“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

膜”，利用物理殺菌及光催化消毒科技，淨

化室內空間及場館設施。多管齊下，針對個

人、環境及設施三個層面照顧不同的阻絕

感染需求，以確保有能力提供給所有與會

者一個安全衛生的環境，讓與會者可以安

心地在各類大型展覽及精彩活動中，發掘

市場商機。

增設智能消毒機械人，

達徹底有效滅菌

此外，亞博館又進一步增設智能消毒機

械人，有效率的為場館進行全面消毒。先

進的智能消毒機械人結合多種消毒模式，

配備紫外線消毒燈、360度消毒噴頭和高效

空气過濾器（HEPA），並採用360度自動導

航技術，觸及一般難以深入的盲點，達至

全方位徹底消毒，經實驗證明可有效消滅

高達99.99％的細菌。

智能消毒機械人已于亞博館內廣泛應

用，以確保空氣和物件表面充份潔淨，為與

會者打造最安全的商務交流活動空間。

設施升級展現新面貌，

迎接會展再出發

為迎接疫情過后的會展新商機，亞博館

更希望為所有會展業人士開創全新的局

面，最近新猷包括全新裝潢的中式高級食

香港政府提供政策扶持，資助場租大利好
為進一步扶助會議展覽業，香港政府已

落實撥款超過10億港元（1.3億美元），為

推廣期內于亞博館舉行展覽及國際會議的

主辦單位提供全數場地租賃資助 ，適用于

展覽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的展覽活動，或

參與人數達400人以上及至少50%的與會

者須來自海外的國際會議活動。

較早前需延期舉行的活動，主辦單位只

須在指定期限內重新預訂展期，便可享有

免租優惠，而有意在推廣期內舉辦全新活

動的單位亦可使用資助。這一切利好的資

助將進一步加快香港會展業的復蘇速度。

核心優勢大幅受肯定，

亞博館脫穎而出

目前已有多個會展活動選擇在亞博館舉

行，包括：環球資源消費電子展、環球資源

時尚產品展、環球生物科技展、香港國際

汽車博覽(IMXHK) 2021等。亞博館能在云

云國際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獲多個備受

期待的會展活動確定為活動目的地，反映

國際會展活動主辦單位對香港及亞博館的

核心優勢、安全及公共衛生等各方面均信

心滿滿，再次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展之

都”的地位，也證明了，香港及亞博館都將

在國際會展業的復蘇之路上，扮演重要推

手。

中國是全球會展業關注的焦點，中國內

地也一直是香港MICE產業的重要客源市

場，為促進會展行業復蘇，亞博館將積極

與香港旅發局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中國

內地會展企業與商務人士的眼球，共同為

重振會展價值而努力。

此外，香港政府與新加坡政府亦初步達

成“航空旅遊氣泡”協議，相信首階段先

吸引商務旅客出行，旅客抵達后不需要隔

離，但須接受核酸檢測（PCR）且結果須為

陰性，並必須搭乘指定班機，開展旅遊會

展業界逐步復蘇的一個里程碑。同時，香

港政府正緊密地與其他地方嘗試建立航空

旅遊氣泡合作關係，其中包括日本、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新西蘭等，以積極而安全

的方法打開通國際通道，重振香港的旅遊

會展業。府“澐．NUVA”和剛于10月揭幕的西式現

代風格餐廳Arena Kitchen。

除提升餐飲體驗以外，亞博館亦已落實

一系列場館設施升級計畫，隨后更多展館

及公用空間將逐步以嶄新的面貌與參展

商、客戶及訪客再次見面，攜手擁抱重新

出發的活力會展。

儘管國際疫情陰霾未散，香港的防疫成效早已受到肯定，許多會展活動紛紛

選址香港作為目的地。亞洲國際博覽館 (亞博館)不僅持續一系列對衛生安全的

先進、嚴密控管，還積極為多個選定亞博館作為舉辦地的精彩活動進行前期準

備，全面落實場館設施升級計畫，重磅迎接香港會展業的復蘇。

亞博館引入全球首個“智能消毒通道”，設

有負壓通道設計並結合嶄新空氣淨化技術，

以期打造成世界級安全衛生的場館。

亞博館同時配備智能消毒機械人，並于館

內廣泛應用，全方位徹底消毒，打造最安全的

商務交流活動空間。

全新裝潢的中式高級食府“澐．

NUVA”和剛于10月揭幕的西式現

代風格餐廳Arena Kitchen，將全

面提升亞博館賓客的餐飲體驗。

《亞博館消毒科技的應用範圍》
應用範圍

展覽館內各處

大型展覽入口處

主辦單位辦公室

出入口大門及門柄、洗手間、自動電梯扶手

升降機設備及其按鍵、餐廳的餐椅

職員通道、辦公室

員工制服

額外消毒及殺菌措施

•  增設先進的智能消毒機械人，其配備紫外線消毒燈、360度消毒噴頭和高效空气過濾器（HEPA），並採用360度自動導航技術，

深入的盲點，達至全方位徹底消毒。

•   按參展商需要，加裝全球首個“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結合“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

鍍膜”及負壓淨化室裝置。

•  使用“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透過創新擴散空氣殺菌淨化科技，全面消除空氣中的病菌和分解有害物質，提升室內空氣質

素，確保活動員工的健康。

• 引入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膜，以先進技術殺滅細菌。

• 抗菌劑有如長滿微細刺針的水滴，以物理方式刺破細菌，配合光催化技術，在日光或燈光下主動攻擊依附物件上的病毒及細菌。

• 使用“BioEm”空氣消毒淨化技術。

• 將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滅菌鍍膜陸續應用于前線員工制服清洗。

亞博館針對訪客較常接觸的設

施，例如自動電梯扶手、出入口大

門及門柄、洗手間、餐廳的餐椅等

應用「Aegis神盾智能光催化持續

滅菌鍍膜」，以物理方式配合光

催化技術，在日光或燈光下主動

攻擊依附物件上的病毒及細菌，

效能長達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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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一旦確定就很少取消，即使暫時不能

舉辦也大多選擇延期。

中國300人以下會議占比高

根據中國會議統計分析報告，今年全年

中，一月和十一月的會議數量最多。另一方

面，近十年，中國的企業會議在會議市場中

的份額一直超過50%，而且遠高于事業單

位會議、政府會議以及社團會議。同時，絕

大部分的會議規模都在300人以下，其中，

30~100人的會議規模，達到52.2%的占比，

101~300人的會議，達到31.9%的占比。而主

辦機構自己承辦的會議仍為主流，達到八

至九成。

從舉辦會議時間特點來看，每年的一月

份是一個峰值，每年的二月和十月則是兩個

谷底，可以說黃金周對會議時間的影響是

巨大的。另外，中國會議天數仍以1~2天居

多，其中，一天的會議達到50.5%的占比，兩

天的會議則達到23.7%的占比。中國在會議

場所的三項主要支出，最高為住宿費，達到

45%；其次為餐飲，達到35%；最低的是會

場，僅20%。此外，北京、上海一直是中國

舉辦國際會議最多的城市。

武少源總結到，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的

會議數量都將持續減少，會議業者在為苦

日子作準備之余，要留意到占比最大的企業

會議，目前最具潛力。

MEETING

隨着中國國內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中

國會議市場已經呈現出加速復蘇的態勢。

不過，專家認為，國際會議恢復到疫情前的

數量和規模遙遙無期。而企業會議將是未

來中國會議市場中最多、且最具潛力的業

務，值得會議業者關注開發。

中國會議酒店聯盟常務副會長武少源

在出席2020中國會議營銷大會時表示，

疫情對國際會議的影響很大，現階段多為

規模變小、取消或停止申辦，未來更將大幅

度減少。以國際組織的系列性國際會議為

例，有已經確定在中國舉辦的會議取消，例

如2020年FDI世界口腔醫學大會。同時，也

有已經確定在中國舉辦的國際會議延期，

像是2021中國國際大資料產業博覽會。再

者，國際組織的系列性國際會議現在停止

了申辦活動，而且國際組織對在中國舉辦

的會議，財務要求更高。

「國外線上、國內線下」模式

對于中國國際會議的未來發展，他估計，

今后一段時間中國的國際會議市場以中

國主辦的國際會議為主。國際會議多採用

「國外線上、國內線下」的模式舉辦，情況

持續到何時要看世界疫情控制形勢而定。

國際會議何時能恢復到疫情前的數量和規

模則無法預期，因此中國自主會展活動將

越來越受到重視。

就國內會議市場的趨勢而言，雖然企業

會議的數量、規模和消費都會不同程度減

少，但企業會議仍是未來中國會議市場中

最多的一類會議。此外，政府會議預計減

少30~50%，同時，政府對論壇展會的支出

也受到嚴格控制，可謂雪上加霜。另外，隨

着深入改革，中國的事業單位數量不斷減

少，因此，事業單位舉辦的會議也會不斷減

少。

再者，社團會議將呈現規模縮小的趨勢，

國際會議復蘇遙遙無期
企業會議扮演市場主力

[ 張廣文．鐘韻—採訪報道 ]

專家認為，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的會議數量都將持續低潮，會議業者在為苦日子作準備之余，要留意到

占比最大的企業會議，目前最具潛力，值得會議業者關注及開發。

會議管理行業須重塑商業模式及財務能力
Management

在全球各地從危機應對轉向復蘇規劃

之際，會議行業專家就其所面臨的挑戰及

所吸取的教訓指出，實體展會市場未來仍

將活躍，但會議管理行業必須重塑商業模

式並加強其財務儲備與管理能力。

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亞太區總

監Noor Ahmad Hamid表示，協會會議

領域的最大問題是身陷固有商務模式的窠

臼。他解釋，此領域九成以上的活動都為實

體，簡直到了不見面就無法做生意的地步，

目的地旅遊局及酒店、場館等供應商也都

指望協會會議之落地。但是，國際協會會

議在未來不知多長時間內都不可能舉行，

因此協會會議行業必須思考如何擺脫傳統

思維、把多年積累的流程和經驗全都放下，

將商業模式徹底重塑。

專業會議管理協會(PCMA)亞太區董事

總經理Karen Bolinger認為，會議管理行

業長期以來過于因循守舊的弱點遭新冠揭

露，已使行業警鐘響起。下一代的教育內容

和方式、未來工作方法和目標都將與當前

有所不同，因此會議管理行業現下就應設

法加強財務管理能力，吸收新科技與新系

統，思考「未來」會議管理有何新方法，而

非對「回歸」正常后的市場念念不忘。

就財務問題，Noor Ahmad Hamid同意

道，新冠同樣迫使協會行業意識到，其遇意

外時備用金不足的問題。無論是本地、區域

性還是國際協會，都需更加重視危機之時

如何解決現金流和服務會員的問題，為維

持協會發展鋪好路。

他強調，協會與城市要保持領先地位，除

了應該聚焦複製經濟，也需要提升技能、反

學習，以及盡職盡責、重拾信心。未來協會

將從根本上改變協會的運作方式，而且活

動也將加入混合和數字元素，會議管理公

司將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協會需要鼓勵

供應商以更高的靈活性和更創新的能力來

支援客戶。

例如，學習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在沒有市

場時，投資打造混合線上線下的廣播演播

室，結合了AR、VR、MR技術，以跟上市場

線上會議的潮流。

＞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亞太區總監Noor Ahmad Hamid

協會會議行業必須思考如何擺脫傳統思維、把多年積累的流程和經驗全都放下，

將商業模式徹底重塑。無論是本地、區域性還是國際協會，都需更加重視危機之時

如何解決現金流和服務會員的問題，為維持協會發展鋪好路。

中國企業會議近十年統計分析

30~100人  101~300人      其它 一天會議     兩天會議        其它

52.2% 50.5%

23.7% 25.8%
31.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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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際會議專家協會(MPI)近期向全球

300名專業會議組織者所做調查報告顯示，

過半受訪者認為未來12個月市場環境將持

續低迷、業務量將持續下滑。不過，有35%

的受訪者或因已使收入來源轉向多元化、

或因已開始通過混合型或數字化會議和活

動來拓寬市場，認為未來12個月形勢將會

好轉。

國際會議專家協會(MPI)會議創新主管

Lori Pugh Marcum介紹道，75%的受訪

PCO應加強科技實力
拓展線上會議市場

據相關調查報告顯示，全球實體會議市場預計至2021年將持續低

迷。專業會議組織者(Profess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r, PCO)應
留意樞紐式混合型會議等趨勢，加強科技實力，拓展線上會議市場，持

續為人際合作與交流提供良好平臺。

[ 鐘韻—採訪報道 ]

就會議形式而言，88%的受訪者認為虛

擬會議的出席率會持續上升，86%的受訪

者認為實體會議的出席率則會下降。值

得注意的是，樞紐式混合型會議開始崛

起。意即，會議除線上搭建全員聚集的虛

擬樞紐之外，同時也于全球多地組團參會

(Watch Parties)，從而保住實體會議的社交

價值，這將多少為視聽設備公司、餐飲公

司、酒店等帶回生意。

預算方面，7%的受訪者或因虛擬或混合

型會議的視聽設備及製作費用不菲而認為

會議預算正在上升；15%的受訪者認為預

算持平，而78%的受訪者認為預算正在下

滑。可是，會議活動預算下滑趨勢早在疫情

之前就已顯著，因此新冠並非唯一因素。多

數受訪者認為，全球經濟及政治形勢不穩

正影響其決策。

從會議相關活動的接受度來看，過半受

訪者願意外出用餐及參加一百人以內的戶

外會議，三成左右願搭乘國內航班及參

加一百人以內的室內活動，過半受訪者不

願參加買家考察活動、交易會、招待會或

搭乘國內火車，也不願參加戶外的大型會

議活動。

Lori Pugh Marcum表示，2021年，願意

參加實體活動的參會者將減少至原水平約

30%。因此會議組織者為拓展線上和混合

型活動的參會者市場，應為培訓做投資以

提高相應的科技實力，以在所有人都願意

參加實體活動之前，還能保持人與人之間

的合作與交流。

來顯著下滑的趨勢成鮮明對比，所以會議

產業供應商若想提高收入，可朝較為穩定

的政府市場發展。

CONFERENCE

未來一年會議活動將為買家市場

會議活動預算下滑趨勢早在疫情之前就已顯著，因此新冠並非唯一因素。多數受訪者認

為，全球經濟及政治形勢不穩正影響其決策。會議組織者為拓展線上和混合型活動的參會者

市場，應為培訓做投資以提高相應的科技實力。

▼  75% 受訪者認為未來12個月將是買家市場

▼  88% 受訪者認為虛擬會議的出席率會持續上升

▼  86% 受訪者認為實體會議的出席率則會下降

▼  78% 受訪者認為會議活動預算正在下滑

者認為，未來12個月將是買家市場，但仍有

11%的受訪者或因大量競爭者未能度過難

關而倒閉，認為未來將會是賣家市場。

同時，由于市場萎縮，會議產業的全職、

兼職和外包工作機會也開始減少。外包工

作機會開始回升，將是產業復蘇的重要指

標。

從細分市場來看，業務下滑最多者依次

為幅度各為20%以上的本地協會、本地企

業、全球企業、全球協會會議活動以及5%

的政府會議活動。這與政府市場過去十年

在虛擬會議盛行時代，專業會議公司利用

創新做法和科技工具可以讓業務更上層樓。

但是在實施新做法和新科技之前，應先確保

公司團隊相互信任並提供充足的培訓，接著

再讓員工沿著既有框架發揮創意，打造出創

新會議體驗。

很多時候，專業會議組織者在思考科技將

為未來帶來哪些變化時，都會心生未知與恐

慌。因此，i Social Fanz數字未來學家Brian 
Fanzo說道，應該轉換思維方式，進而改變觀

點，以讓業務更上層樓。

這有賴于3T：信任（Trust）、培訓（Training）、
科技（Technology）。這三點一定要依次進

行。

1.首先，要推動科技創新，一定要先使企業

上下都對決策者充滿信任，相信管理層

會選擇最合適的創新方法和科技工具，且已擬

好使其成功植入運營流程、並讓員工可持續發

展和進步的詳細計劃。若員工與領導層之間信

任度不強，已習慣固定做法的員工很難一下接

受管理層對其提出遵守創新方法或使用新科技

的要求。

2.其次是培訓。當今人們只要登上視頻網站

便可學習各種各樣的新技能。但是，這並

不意味培訓不再有必要，只不過培訓的方式需

有所改變而已，以讓人們在學習新知時可以沿

著固定框架進行測試、修改、練習。

3.最后是科技。Brian Fanzo表示，有了既定

框架，人們才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發揮

創意，不致因天馬行空範圍過大，而不知由何

起步才好。同理，在進入虛擬會議盛行的時代，

專業會議公司首先應建立信任感、其次再向員

工提供新科技和會議方法的指引，然后再鼓勵

植入創新做法和科技 首重信任與培訓

員工運用既有科技發揮創意，借鑒曾經過往

成功經驗，設計出新的會議體驗和各種新的

解決方案。

Key Points

信任

培訓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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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上線」成為企業MICE生意標配。專家認為，順應企業努力投入線上MICE市場趨

勢，會展場館經營將出現五大變化。而看好「上線」商機，中國幾大互聯網巨頭亦開展相關佈局；新設備技

術與服務也加速發展。

EXHIBITION

繼6月127屆廣交會在網上舉行，10月128

屆廣交會又再度于線上舉辦，少了過往的

參會人潮，廣州酒店業者對此早已做好了

心理準備，將焦點放在本地市場，借由線

上營銷、推出套餐、聚焦「清潔」與「網

速」，應對廣交會變網交會帶來的市場變

化。其中，國際品牌對中國的復蘇仍多持

正面看法。

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愛

默爾(Daniel Aylmer)表示，今年廣交會變

網交會的特殊情況，肯定會減少酒店來自

商務旅客的住宿、餐飲和娛樂業務量，尤其

是境外商務旅客。雖然他十分理解特殊情

況下的形式變化，不過，他也強調，廣州

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商旅目的地城市之一，

MICE市場的總體恢復情況還是比較好的。

從洲際集團的業務資料來看，電信、醫藥、

美容及化妝品、汽車、直銷、新基建是恢復

較快的行業。他相信，隨着國內疫情的穩

定和經濟的進一步復蘇，MICE市場的表

現也會隨之提升。

展望2021年，他指出，在政府推動形成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洲際酒

店集團也會把重點放在進一步開拓和促進

國內市場業務上。

為了吸引更多MICE客源，洲際酒店集團

與時俱進改變方法，將會更多且更創新地

運用線上營銷，例如，社交媒體直播介紹

酒店會務設施及產品、為客戶提供更好的

線上預訂和購買體驗等。另一方面，與休閒

旅客一樣，今年商務賓客的提前預訂時間

也明顯縮短，這就要求酒店在會務安排方

面，為客人提供更為迅捷高效的回應和解

決方案，同時精確、細緻地確保會務每一

項細節的落實。

另外，由于今年會務客人對「清潔」與

「網速」的期望較以前更高。洲際酒店集

團今年與行業領先的醫療機構及清潔衛生

解決方案提供商合作，已在全球發起IHG 

Clean Promise 「洲全」清潔安全承諾—

強化酒店清潔標準，為賓客提供信心和安

全保障。同時，看到各種線上活動在商務

運營中的比重明顯上升，而且商務客人對

酒店內穩定、高速的網路連接有了更多需

求，洲際酒店集團也在這方面進行了強化，

包括廣州保利洲際酒店、廣州中心皇冠假

日酒店、廣州十甫假日酒店等，都做了更多

的技術投入，包括多管道營銷的打造、線

上體驗的升級等。

線上會影響酒店出租率及房價

每年的廣交會對廣州酒店市場拉動是很

大的，現在改為線上舉辦，對廣州酒店行業

的出租率有明顯影響。而春季的影響高于

秋季，出租率和平均房價均有很大影響，春

季整體市場出租率下滑40%，平均房價下滑

50%，收入下滑75%；秋季出租率基本恢復，

但平均房價跌幅仍在35~40%。

定制專屬會議行程
與目的地體驗

記者從廣州奧園喜來登酒店瞭解到，今

廣交會改線上會 酒店審慎樂觀面對嚴峻挑戰
Hotel Market

電信、醫藥、美容及化妝品、汽車、直銷、

新基建是恢復較快的行業。隨着國內疫情的

穩定和經濟的進一步復蘇，MICE市場的表

現也會隨之提升。

上線成MICE市場標配 
場館、互聯網巨頭爭先佈局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疫情加快了全球科技發展，對多數產業

均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杭州國際博覽中

心總經理及北辰時代會展有限公司總經

理唐雪表示，在各行各業努力投入線上之

際，會展場館也要主動出擊。為順應MICE

市場「上線」趨勢，會展場館經營將出現五

大變化。

▼  首先，管理理念將從物業管理，拓展到

空間運營；

▼  其次，商業模式也將從線下流量，轉到

價值變現；

▼  第三，角色定位則從服務場館，改而成

為城市運營官；

▼  第四，服務體驗將從粗放服務，進階到

極致體驗；

▼  第五，功能價值還將從產業平臺，延展

至兼具生活美學。

簡單說，會展場館不管是從管理理念、商

業模式、角色定位、服務體驗，還是功能價

值，都將受到「上線」潮流的影響，進而出

現更多元、更靈活、更具創意的轉變。

為了凸顯優勢，會展場館也將更加聚焦品

牌、創新與產品。基于管理成果，透過經驗

共用、咨詢顧問、服務與管理輸出項目，強

化品牌，同時，基于場館流量，借由特色研

發與服務、社群運營、跨界合作、平臺思維

進一步創新，並且基于場館特點，運用基礎

場地、業態細分、產品梳理、產品鏈拓展，

升級產品。

高標準服務成為展館新需求

唐雪強調，適合專業會展活動的高標準

直播室成為新需求，其能讓線上會展也

呈現會展場館因應「上線」的標準，包括：

靈活的空間、專業的設備、增值的服務、附

帶的資源，以及拎包上臺、視聽共用等亮

點。

另外，會展場館服務在現階段有了全流

程、全方位的新標準，從門禁、現場到餐

飲，每一個環節，安全為重中之重，而設

備、物資與人力等成本，也不斷被審視。智

能防疫測溫室、閘機＋智能測溫平板，任

一套租賃價格都過萬元，費用不少，主辦方

不能只辦實體展、場館也不能只賣場地、

服務商更不能只服務線下了，會展產品必

須全面涵蓋空間場地、餐飲、特色業務、輸

出服務、物資租賃、旅遊、推廣宣傳、智慧

產品等。

雖然市場對線上會展的體驗仍存在場

地、設備、內容等諸多問題，但會展數字化

加速的趨勢不容小覷。線上會展已是必要

性的存在，並非可有可無。國際專業會議

組織者協會大使及會議公司亞太區經理

Stephen Noble認為，融合現場會場與虛

擬活動的混合型會展模式將成為常態，市

場每個人都將熟悉同時看到提前錄製、現

場直播，以及按需定制的內容。混合型會展

模式的必要性，除了有個人驅動，像是觀眾

有不同的態度與偏好、共用更少的時間，以

及需要優化學習，而且也受到組織驅動，為

＞ 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運營官愛默爾(Daniel Ay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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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漢堡國際海事展首次轉向虛擬
Virtual SMM 

EXHIBITION

年受疫情的影響，雲端會議成為新型的會

議模式，廣州奧園喜來登酒店為此準備了

相應的設備設施以迎合市場的變化。而目

前保險金融、IT科技及化妝品行業活動較

多。酒店重點開發北京、上海MICE客源以

及本地市場。

同時，酒店將會從重點推廣會獎目的地

的形式去開發會議市場，而非單純推廣酒

店，為客戶定制專屬會議行程與目的地體

驗安排。例如，廣州奧園喜來登酒店搭配

長隆旅遊度假區、沙灣古鎮、余蔭山房、寶

墨園等展示嶺南建築藝術、園林文化等特

色景點。

相較于國際品牌酒店集團的樂觀，記者

從一家廣州本土酒店瞭解到，考慮到疫情影

響，酒店對于今年廣交會市場並沒有抱太

大期望，一早便把焦點放在了本地市場及

網路銷售。酒店通過降價、參與網路銷售套

餐增加流量，同時在網站增加了即時咨詢

通道、延遲退房時間至14點等措施，吸引客

人入住。

在外來客源減少、商家數量一樣的情況

下，許多廣州酒店業者在銷量和去年同期相

比落差非常大的情況下，無可避免地陷入了

嚴峻的價格競爭。

了保持競爭力，組織需要強大的社交媒體

影響力，並且擴大宣傳範圍，還要提供豐富

與相關的內容。

互連網巨頭企業佈局線上會展 

除了會展場館，看好「上線」商機，百度、

阿裡、騰訊、京東等互連網巨頭企業亦佈局

線上會展，線上直播也變成了線上平臺，並

與線下實體相結合。

此外，疫情加速了新設備新技術新服務

的廣泛運用，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會長

助理兼國際合作部負責人許湘補充道，像

是線上實名註冊、高精度人臉識別、無感

高精度體溫測量儀、智慧消毒設備等，同

時，「雲＋」概念運用活動場景越來越多

樣，覆蓋會議、會展、課程、會診等；疫情也

普及了視訊會議與網路直播。

雖然目前中國的會展從業者對線上會展

看好、有信心，但現階段會展行業從業人員

整體急需加強線上會展培訓。她建議，技術

公司應加大營銷，同時，由協力廠商，像是

商務局、會展辦、行業協會向企業推薦可靠

的技術服務商，並且由政府提供培訓服務。

又一大型展覽宣佈走向線上。據指出，在

歐洲第二波COVID-19疫情影響下，全球最大

海事展－德國漢堡國際海事展（SMM）宣布

放棄實體展覽，將轉型為數字虛擬展會，這

也是SMM創辦五十多年以來的第一次。

SMM展會原訂于今年9月8日至11日舉行，

受疫情影響，今年六月德國漢堡國際會展

中心（Hamburg Messeund Congress）宣布

SMM展會延遲至2021年2月2日至5日舉行。

惟日前德國漢堡國際會展中心表示，為因應

疫情，展會將為海事界打造一個純粹的數字

展會「SMMDIGI-TAL-The Maritime Business 
Hub」，作為一個虛擬的會議場所。屆時全球各

地參展商及客戶能于線上討論海事業目前及未

來的挑戰，並參加以頂級專家組成的會議，這

將使SMM展會成為海事界最大的國際數字化

創新平臺。

漢堡國際會展中心表示，第二波疫情正在

強烈影響著全世界，感染人數不斷飆升，這對

該展覽會帶來巨大衝擊，因此線上活動的展

會形式較為可行。漢堡國際會展中心將在今年

12月推出其第一個數字展會－德國漢堡風能展

（Wind Energy Hamburg），並以此為例，在

明年2月以數字形式舉辦SMM展會。

據悉，SMM展會團隊目前正全力開發各種

格式，以便在明年2月展會期間，以數字形式

將海事界聯繫在一起。

核心元素是一個新開發的海事業務中心

（Maritime Business Hub）：此一強大平臺

將使國際參展商能在網路上展示自己，並與

潛在客戶互動，同時避免在實體展臺上的個

人接觸。參展商可在不同適用範圍及服務項

目中選擇需要的數字計劃，及透過SMM官網

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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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鞏固並擴大會員體系？

溫德姆酒店集團忠誠度和收益優化執行

副總裁Eliot Hamlisch說道，形勢不穩的

時候，正是酒店業鞏固客人忠誠度的關鍵

時機。酒店能以具體舉措表達對客人的關

懷、維繫客戶關係，從而在關鍵時機鞏固甚

至擴大忠誠會員體系。業者當前的應對方

式、如何為未來做計劃，將會徹底影響客人

對酒店品牌的長久印象；以及隨着時間的

推移，酒店公司將如何有效地建立客人對

品牌的信任和忠誠度。

他表示，溫德姆集團非常重視與客人溝

通時的語調和誠意，並以有意義的方式和

客人建立情感聯繫。

他以溫德姆集團推出的具體舉措舉例

道，在疫情蔓延早起，溫德姆如同其他酒店

公司一般，立即感受到了市場將到低谷的

衝擊。但是，當時還是有人因必要原因而持

續出行，如貨車司機、醫護人員、外送人員

等，以及雖無法出行，但仍在為其社區執行

必要工作的人士，如超市員工、教師等。

針對這些人群，溫德姆推出了抗疫英雄

禮遇項目，向前線人員提供免費升級金卡

會員資格禮遇，以此表達感激之情。其目的

有兩方面：一是于仍在旅遊出行的族群當

中建立忠誠度，同時也鞏固當前雖無法出

行，但不久后肯定願意重拾行李旅遊的客

人的忠誠度。從該項目的反應來看，所有參

與者都是溫德姆的核心會員。溫德姆也因

此在多數會員無法出遊之時，成功借着具

體舉措來支持客人、維繫會員關係。

他指出，何時適合恢復過往的旅遊熱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評斷。從忠誠營銷者的

角度來看，酒店應做到最重要的一點是讓

客人在自己覺得適宜出遊的時候，知道酒店

已經做好了熱情接待的準備，並持續保持

與客人的交流。

從靈活度出發、
維持客人對品牌興趣

這首先應從「靈活度」出發，也就是各旅

遊公司紛紛推出的行程免費取消或更改服

務、保護客人的會員積分和等級等；其次是

維持客人對品牌的興趣，比如通過虛擬會

議背景激發客人出遊的期待、以積分促銷

讓客人未來來到酒店消費、宣傳合作伙伴

的優惠產品等。這些方法都能讓客人即使

當前不願意住酒店，也不會忘記特定酒店品

牌的優勢。通過這些具體方法，酒店業者能

在市場恢復期間鞏固甚至擴大忠誠會員體

系。

HOTEL

今年全球酒店市場一點都不容輕鬆以

待，因此業者須隨時掌握及善用趨勢，以及

時應對並爭取更高收益。

艾瑪迪斯資料伙伴關係副總裁Katie 
Moro介紹，就酒店市場90天預定表現而

言，當前德國領先全球。中國當前的酒店

市場表現雖非常強勁，但由于客人的提前

預定週期短，所以未來90天的平均預定率

就全球來看，成績並不突出。據艾瑪迪斯 

Demand360的調查報告顯示，今年中國在

8月份的第2周是近期預定率表現最佳的一

周，后續逐漸下滑；8月30日開始的這一周，

預定總量為96.1萬筆。市場下滑走勢應留

意。

她指出，中國酒店市場當前發展勢頭雖

好，但酒店業仍應緊盯趨勢。一見預定下

滑，便應具體分析細分市場起伏原因，善加

利用趨勢，擴大自家酒店的市場份額。從90

天內中國酒店預定趨勢來看，有三點值得

關注：

第一，臨時預訂的勢頭上揚。據艾瑪迪

斯 Demand360至2020年9月8日的統計報告

顯示，中國的7天內預定總量約為2019年同

期的115%，而8-14天、15-30天、31-90天的

預定量，則僅約為去年同期的40% ~80%，

「臨時預定」趨勢非常明顯。這使得未來幾

個月的預定量似乎相對疲軟，但當前資料

並未反映出市場未來數月的實際潛力。

她強調，未來90天的酒店預定資料顯

示，當前消費者提前預定的週期都非常短，

所以很多市場都表現出了市場短期遠熱于

長期的情況。因此，酒店市場90天內預定

量不高並非噩耗，只不過是人們較晚進行

預定的結果而已。

第二，酒店正以「折扣」驅動生意。據該

報告7天內預定資料顯示，折扣房價的預定

量將近2019年同期的160%。因此，中國酒

店業者應分析：哪些折扣類型對于哪些細

分市場最有吸引力、酒店應利用自身哪些

競爭性優勢來針對特定市場，把收益潛力

開發到最高水平。

第三，從預定渠道來看，OTA的短期預

定銷路最佳。該份報告同組資料顯示，中國

酒店通過OTA的7天內預定量約為去年同

期的120%，酒店官網直訂則于8-30天的區

間表現較為良好。所以，酒店若考慮進行推

廣，借OTA宣傳預定后7天內入住的優惠產

品，能帶來較好的效益。

形勢不穩時，
如何進行忠誠營銷？

客戶忠誠度與酒店收益息息相關，在當

前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酒店業者能以

何具體方法利用忠誠營銷來應對當前形

掌握中國酒店預定三大趨勢
有效維持品牌忠誠度

[ 鐘韻—採訪報道 ]

中國酒店市場當前表

現相對其它多數市場強

勁。若著眼于90天內中國

酒店預定量，專家指出，可

以看出三大趨勢：臨時預

定勢頭上揚、折扣為主要

驅動力、OTA的臨時下單

率最高。酒店業者應分析

並善用趨勢，擴大市場份

額、開發收益潛力；同時持

續經營忠誠營銷，使賓客

不會忘記特定酒店品牌的

優勢。

臨時
預定

折扣房
預定

OTA短期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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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娛樂項目低至半價優惠

•貢朵拉之旅門票八五折及巴黎鐵塔觀景

台門票半價優惠

◆ 預訂愈多，優惠愈多

•活動期間，每日預訂25~100間客房可獲

贈上述兩項優惠

•其中一日預訂101~150間客房可獲贈上

述三項優惠

•其中一日預訂151~200間客房可獲贈上

述四項優惠

•其中一日預訂201間客房或更多可獲贈

上述五項優惠

◆  額外精選優惠

•影音設備及服務八折優惠

•「貴賓尊享優惠」禮遇小冊子

DEALS

Meeting Package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及澳門瑞吉酒店推出

讓活動策劃人及與會者盡享精選優惠的會

議禮遇—「悅享會議體驗」，助您打造令與

會者印象深刻的會議及活動。會議優惠由

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開放預訂，適用于

由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舉辦的會

議活動。

「悅享會議體驗」精選優惠包括總帳單折

扣優惠、免費住宿、免費客房升級，以及一

系列購物、餐飲及娛樂休閒活動優惠。由

小型會議至大型的活動，兩間酒店專業的

銷售、技術和會展服務團隊，皆能為客戶提

供一應俱全的設施及最全面的服務。

由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預訂「悅享會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及澳門瑞吉酒店呈獻
超越期望的「悅享會議體驗」優惠

議體驗」，即可享受以下優惠：

•總帳單九五折優惠

•每晚每預訂25間客房，將可獲其中一間

免費

•每晚每預訂25間客房，可獲免費升級其

中一間客房

「奧克伍德助力辦公」計劃提供日間辦公禮遇
奧克伍德亞太有限公司（奧克伍德）于旗

下17間亞太區酒店公寓正式推出「奧克伍德

助力辦公」計劃。有見大部分工作地點持續

實施安全距離措施，奧克伍德特別透過此

日間使用計劃為賓客提供私人空間和住宅

般的舒適環境，以及方便高效率的工作區

域與設施。除了酒店公寓內的各項休閒設施

（如有提供）外，賓客更可享用設備齊全的

私人廚房。

「奧克伍德助力辦公」計劃適用于每天早

上7時至晚上7時，包括早晨及下午提供的免

費點心，以及全日供應的咖啡茶飲，讓賓客

隨時放鬆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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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from Hotel

凱賓斯基酒店集團在中國區推出全新

「宅酒店」商務禮遇，為新時代商旅客人提

供奢華、安全、便捷的一站式酒店辦公體

驗。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到訪中國區

的客人都可通過預定這一套餐，在任意一

家中國區凱賓斯基酒店，享受到專屬的貼

心商務入住體驗。

與此同時，每家凱賓斯基都將嚴格遵守

「白手套尊享服務」所規範的衛生標準，保

障客人們的安全與健康。從入住時免費升

級更大空間的客房開始，開啟專屬的24小

凱賓斯基推出全新「宅酒店」商務禮遇
時「宅酒店」辦公之旅。從行李箱消毒殺菌

服務，到選擇心儀材質的床品，客人都可通

過安全的社交距離，在入住前告知酒店。24

小時不間斷的補充房內礦泉水、咖啡及茶，

個性化定制的便當餐食，以及近在咫尺國

際餐飲服務，讓客人在工作之余保持精力充

沛，精神煥發。「宅酒店」辦公套餐專享服

務包括：

•免費升級房型（視入住情況而定）

•專屬防護禮包

•隨時補充房間內礦泉水、咖啡及茶飲

味早餐和香檳等，讓賓客與摯愛一起盡情享受

美好的時光，度過一個愉快的假期。優惠有效

期至 2020 年 12 月 29 日。

現預訂吉隆坡文華東方酒店「套房禮遇」即

獲得免費相連豪華客房，提早入住及延遲退房

服務，讓賓客在這個節日裡盡情享受豐富的慶

祝活動。優惠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9日。

餐飲優惠方面，賓客可在Mosaic享用活力四

射的自助餐；在Lounge on the Park悠閒地享受

充滿節日風味的下午茶；或到文華扒房品嚐意

式套餐，以及酒店備受愛戴的聖誕節早午餐

及除夕晚宴。賓客定可在吉隆坡文華東方酒

店內締造一個難忘的節日假期。

Holiday Promotion
文華東方酒店推出節日禮遇

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獻上「香港悠閒逸居」禮

遇，賓客可享最佳房價75折優惠，並包含每日

雙人早餐和更多優惠，盡享奢華假期。優惠有

效期至2021年1月31日。

「慶典套房」禮遇提供精選套房75折訂房優

惠，包括免費入住同一樓層的另一間客房、美

•定制便當餐食

•高速無線網路

•免費商務中心服務

•餐飲消費可享受至低七折優惠（包括客

房送餐服務）

•洗衣服務可享七折優惠

品牌亦已早前推出「奧克伍德 Clean360 

全方位衛生計劃」。賓客將可透過「奧克伍

德助力辦公」計劃尊享以下禮遇：

-免費WiFi無線網路

-免費咖啡茶飲

-免費點心

-使用健身中心及泳池（如有）

-每天列印最多30頁黑白文件

-彩色列印八折優惠

-物業自設餐廳八折餐飲優惠（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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