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型國際會議選址的關鍵在于趨利避

害，因此，即使國際航班的復蘇還要經歷

一定的過渡期，但是由于中國經受住新冠

肺炎疫情的考驗，成績有目共睹，專家表

示，明后年中國將迎來國際會議高峰，尤

其是國際學術會議。

日前參加2021中國會議營銷大會之圓桌

論壇的中國科協中國國際科技交流中心

副處長魏仁力表示，新冠疫情一爆發，所

有原本計劃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會議都因為

注重安全，紛紛延期，之后取消或撤至國

外，但后來疫情快速蔓延至全世界，因此

所有的國際會議即使改了地點，最后也都

紛紛喊停。相較于國外多地仍處于封城、

禁止聚集的狀態，中國不但在新冠肺炎

疫情上，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而且通過持

續進行的民間國際交流，一直傳遞出內地

會議行業迅猛復蘇的態勢，以及嚴格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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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帶來的安全形象。

他指出，這使得很多國際會議都將于明

后年選擇回到中國舉辦，特別是可以促進

中國內地產業園與創新經濟發展的國際學

術會議。

看好學術會議的魏仁力強調，MICE行業

不需要擔心會議全轉向線上、無法營利，

因為線下會議將永遠存在，雖然短期內會

議規模會比較小，但頻次會增加，因為越是

困難的時期，人們越需要通過交流學習和

彼此鼓舞，而高品質發展是未來永恆的課

題。

學術會議一直保持完好發展

以中國科協為例，其包括了科創中國、科

普中國、智慧中國、科學家之家等，現在一

年舉辦五萬多場會議，涉及到理工農藝交

叉學科，當中約三萬多場為國家級別和省

市地方級級別的會議。去年自己所處單位

也依然做了100多場500人以上的國際會議，

光是「技貿通」路演就上百場，外賓雖然無

法出席現場，但是都通過雲端相聚，活動

以線上結合線下方式展開。

許多商學會、行業協會、學會和中國科協

一樣，在疫情期間依然舉辦了各種國際會

議，同時，學術龍頭專家更會連同省市協同

單位、本地的協會和學會，在全國各地的大

專院校、科研院所發起全新的學術會議。

特別的是，學術會議不會因為疫情或是

改線上舉行而損失其會議本體的經濟體

量，實際上學術會議一直保持完好的發展，

不停地有下一屆，而且恢復非常快，這是因

為在學術會議上，發表學術論文、推呈自

己的新成果，是一個科學家所要面對的必

要要求，因此，社團類的會議具有學術特

性。

根據統計，八成以上的學術會議主辦方都

集中在行業協會，因為他們在行業中扮演的

指導作用，可凝聚會員、推動產業發展。

增值服務有利競標國際會議

中國商協會大會組委會副主席姚紅補

充到，現在會議最需要的就是增值服務，

因此，競標國際會議時，能夠提供越多越

好的增值服務，則一起合作的機會就越

大；同時，爭取越有收益的國際會議，利潤

也能越高。

另一方面，態度決定能不能成功拿標。

有些學術會議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沒有先

去協調、溝通、找尋解決方法而直接拒絕，

后期合作肯定會受到影響，因此，得標機

率就低。

作為PCO，必須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發揮

本身公關、營銷、爭取贊助強項，要想方設

法甚至通過跨界合作，爭取目的地與不同

供應商配合，以達成任務；甚至還可以熟

悉本地優秀的展覽招展人，或以協會管理

公司為目標，這是疫情后特別需要做的工

作。

海航集團旗下金鹿公務在海口設立公務

機總部—金鹿商務航空有限公司（簡稱：

金鹿商務），已通過中國民用航空海南安

全監督管理局運行審定，取得中國民用航

空中南地區管理局頒發的運行規範，並于

4月29日在海口美蘭國際機場舉辦公務機

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IAAPA）日前在珠海

橫琴舉辦了2021年IAAPA亞太地區的首場行業

聚會，會中並宣佈，2021年IAAPA亞洲博覽會將

于8月10~13日于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辦。

IAAPA亞太區顧問委員會主席魯凱（Luke 

Riley）先生表示，2021年IAAPA亞洲博覽會將

吸引全球各地景點行業的精英前來採購、學

習和共聚，當中包括運營商、製造商、建築

師、工程師等等。這也是個重要的機會，讓同

仁們瞭解有關景點安全、運營和遊客體驗最

新趨勢。IAAPA亞洲博覽會作為亞太地區首屈

一指的景點行業盛會，將致力彙聚業界領先

的產品、技術及創新理念，為業內人提供集

商貿、學習、交流于一體的綜合性平臺。

據悉，本屆IAAPA亞洲博覽會將涵蓋商展、

教育會議及特別活動等精彩內容，8月10日還

將推出全新的IAAPA亞洲博覽會：洞見2021，

將以全天的峰會形式彙聚行業重磅嘉賓。

海南自貿港首家公務機公司啟動運營
Breaking

2021年IAAPA
亞洲博覽會落戶上海

Expo

海口—上海航線首航儀式，標誌海南自貿

港首家公務機公司正式啟動運營。

為搶抓海南自貿港建設重大歷史機遇，

海航集團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公

務機發展戰略，在海口設立公務機總部金

鹿商務，是海航集中力量加快對海南公務

機市場佈局的重要

舉措，將有效整合旗

下公務機產業優勢資

源，在海南自貿港打

造集AOC（公務機託

管運營商）、MRO（公

務機維修運營商）、

FBO（公務機固定基

地運營商）、公務機

資產交易服務平臺等

于一體的公務機全產業鏈。

目前，金鹿商務旗下擁有北京金鹿、上

海金鹿、香港金鹿，及航空旅行保障服務

運營商UAS、海南本土第一家公務機地面

保障服務商尊捷航服、第一家公務機維修

綜合服務商海南安捷等相關企業，資源的

有效整合將帶動國內與國際公務航空領

軍企業共同投身自貿港建設，助力公務機

多元業態在海南的聚集與發展。

金鹿商務董事長吳重陽表示，海南自貿

港建設為金鹿商務回饋海南、推動海南公

務機產業快速發展提供了絕佳契機。金鹿

公務現已安全運行26周年，整體機隊規模

60余架，穩居亞洲之首，現已安全飛抵全

球1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900多個機場，擁

有30萬小時的安全飛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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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會議促進局營銷經理Wiebke 

Heerbeck女士表示，2021年，慕尼黑會議

局將採取全新

戰略發展中國市

場，重點關注創

新、可持續性、技

術和社會責任等

核心主題。目前

慕尼黑在中國以

兩大形象出名，

一是寶馬汽車

(BMW)、德意志博

物館等所代表的

創新，二是舉世聞名的拜仁慕尼黑足球俱

樂部運動。而中國會展客人特色是青睞城

堡遊覽、啤酒花園觀光，以及比較特別的獎

勵旅遊地點，且較能接受並願意參與數字

化和線上線下混合型會議。

強調創新、創意與經驗

因此，未來將強調慕尼黑會展市場變得

極富創意，除了積極升級設施以滿足市場最

新要求，也已經舉辦多場純線上和線上線

下混合型活動，累積眾多實際操作經驗。

另外，慕尼黑會議局也將與德國會議促進

局聯手舉辦獎勵旅遊創意活動，同時，將舉

行一場重點關注獎勵計劃的數字銷售任務，

並與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在慕尼黑進行導遊帶

領的現場直播，以及借由各種溝通措施，取代

IMEX。而世界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國際汽車展

IAA ，也將于今年首次遷至慕尼黑舉行。

提升會展產業接待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慕尼黑會展產業的

接待能力持續提升。慕尼黑科學會議

中心預計今年開幕。其位于Ga rc h i n g 

Forschungszentrum地鐵站旁，並可以接待

各種不同規模的活動。當中除了有13個多功

能空間和1,600平方米的前廳區域，還有全

新AUDIMAX可以接待1,400位客人。

另一方面，慕尼黑城市實驗室創意區位

在Leonrodplatz附近，並將于今年春季開

幕，成為交流和協作的獨特場所，為智慧城

市創造創新的產品和服務。

酒店方面，非常適合汽車和自行車愛好者

的慕尼黑AMERON Motorworld，預計今年春

末開幕，推出156間工業風格客房和三個汽

車和自行車工作室等設施。而DO&CO精品酒

店也將于今年春季開幕，其位于全新的拜

仁慕尼黑足球俱樂部內，擁有30間客房與

套房，並將可觀賞聖母教堂塔樓壯觀景色

的活動與會議場地。

此外，今年五月慕尼黑還將迎來位于特

蕾莎廣場和Sendling的兩家Locke設計酒

店，除了分別推出151間和360間公寓，兩家

酒店都將打造聯合辦公區域、健身房、酒店

和會議與活動場地。

展覽公司加大投入混合型活動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促使線上線下混合

型活動發展迅猛，為了與時俱進，慕尼黑展

覽公司加大力度投入線上線下混合型活動

接待能力。為了滿足市場最新需求，慕尼黑

博覽集團除了出租展覽場地，也提供全年開

放的現場活動、數字或混合活動平臺。

慕尼黑博覽集團副總經理Monika Dech

女士表示，由

于 現 在 活 動

舉辦時要面對

有限的觀眾，

因此，展覽公

司 必 須 更 加

靈活，想方設

法為各種活動

形式提供最為

理想的設施與

場地。目前慕

尼黑博覽集團已經在新冠疫情期間舉辦了

近100場線上與線上結合線下的混合型活

動，活動的舉行使其本身可以持續累積經

驗，熟悉有效的安全和健康措施。面對未

即使面對新冠疫情的衝擊，

德國慕尼黑依然堅持當地會展

產業的持續發展與升級，2021年

計劃推出多項全新會展基礎設

施，進一步提高當地接待能力。

展望未來，慕尼黑會議局計劃與

德國會議促進局和中國會展媒

體進行強有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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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慕尼黑持續推動會展升級

來，慕尼黑博覽集團的首要任務是保護參

展商和訪客的安全。

慕尼黑展覽中心擁有最大4,000平方米

的場地，還有10平方米和200平方米的觀

眾席空間，可以充分滿足新冠疫情的新常

態要求；而且除了全方位融合高清演播室

技術，更配有單獨的房間可作為專屬辦公

室。而想要舉辦會展活動的團隊，也可以

運用慕尼黑國際會議中心的兩個全新工作

室，為混合型或全虛擬活動創建一個業務

聯繫平臺，並以多媒體方式，在全球範圍

內與目標群體互動。另外，慕尼黑展覽中

心北會議中心和慕尼黑商務活動中心MOC 

Veranstaltungscenter也能設立類似的工

作室。

去年，三項于慕尼黑成功舉行的混合

型活動為搜索營銷博覽會、AllFacebook營

銷會議，以及德國婦產科學會科學大會。當

中，搜索營銷博覽會、AllFacebook營銷會

議首次在慕尼黑國際會議中心以線下結合

線下的混合型活動方式開展；德國婦產科

學會科學大會則同時運用了慕尼黑國際會

議中心和慕尼黑展覽中心的場地，還進行

了現場直播。

Monika Dech女士強調，慕尼黑每年舉辦

多個大規模活動，如慕尼黑啤酒節、世界貿

易博覽會bauma和慕尼黑安全會議，除了擁

有會展接待能力，慕尼黑的藝術文化、購物

娛樂、博物館與歷史、親近自然體驗、美食

美酒，以及眾多住宿選擇，也是吸引眾多會

展客人的關鍵。

另外，慕尼黑是德國高科技產業蓬勃發

展的商業中心，集合了通訊技術、機電工

程、汽車製造和航空航太領域約22,000家

高科技公司，還有七家在DAX上市的公司，

以及許多創新型初創公司，因此，慕尼黑在

吸引貿易展覽會和行業會議上，極具優勢。

澳門會展業界已陸續有序恢復辦展辦

會。資料統計，2020年第4季共舉辦147項會

展活動，較第3季增加84項，與會者/入場

觀眾數目按季上升73.3%至51.5萬人次。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貿促局)表示，將持續

配合目前形勢，積極從五大方向推動會展

業發展，吸引內地客商赴澳參展參會、辦展

辦會。

據悉，貿促局的五大方向包括：

一、抓緊澳門旅遊局納入澳門經濟財

政司範疇的契機，進一步增強會展商務

與旅遊的聯動。貿促局自去年起已聯同澳

門旅遊局在「北京澳門周」期間舉辦會展

旅遊推介等活動，與澳門會展及旅遊業界

共同宣傳澳門會展旅遊綜合優勢，類似活

動預計于今年繼續舉行。另外，貿促局也

于今年3月開始聯同會展業界在大灣區內

地九市舉辦旅遊和會展的推介會和路演，

共同推廣澳門作為安全城市的形象，並為

業界拓寬客源。

二、引入多元主題會展活動在澳門舉

行，著力推動具專業性的品牌展會及產業

主題展會來澳門舉辦，服務澳門經濟適

度多元發展，積極參與國家「雙循環」的

新發展格局。例如，2020年11月舉辦的「博

鼇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大會」，

充分發揮澳門處于國家經濟雙循環交匯點

的平臺角色作用，有助澳門深化與海內外

在科創相關領域的交流合作，促進科技成

果轉化和科創產業發展，助力企業積極應

用先進科技實現轉型升級。

貿促局也鼓勵及推動業界引進更多企業

年會、球迷會、車迷會等文體沙龍類型活

動在澳門舉行，擴大普惠性，讓不同規模、

類別和形式的會展活動均可選擇在澳門舉

辦，以利澳門中小企參與其中，使更多企業

受惠于會展業的發展。

三、開展多元培訓提高業界專業水平。

貿促局將繼續為業界安排線上培訓，並支

持引入更多國際會展認證課程于澳門舉

辦，以提高業界的專業水平，同時，也將與

相關單位合辦會展職業技能培訓課程，助

力業界提升競爭力，還計劃整合資源向澳

門中小企提供更多參展培訓，協助企業善

用會展活動發掘更多商機。

四、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持續開展與探

索多元化的會展合作。例如，將會展活動

中的會議和展覽項目分別安排在澳門和大

灣區其他城市舉辦。又如，于澳門主要會

展活動舉辦期間，組織企業家到大灣區城

市開展商務考察。再如，逐步加強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相互開展更多不同題材與形式的

項目合作，促進客源互引，推動會展業協同

合作、錯位發展。

五、深挖會展服務商機，打造會展業發

展新引擎。辦好本地品牌展會活動，拓寬

招商引資渠道，優化各類扶持措施，支持

競投及招攬更多國際化和專業化的活動。

更有針對性地組織企業線上線下參加境外

展會活動，引進更多以產業為主題的展覽

項目，以需求為導向組織各類招商引資活

動，做好投資項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一

站式」跟進安排，並在展會中加大力度對

外推廣澳門營商環境和本局投資者「一站

式」服務，吸引會展商旅客群在澳營商投

資；配合市場消費升級的趨勢和科技產品

的潮流，加強會展業與其他產業的聯動發

展。

另一方面，2020年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響之下，全球會展業開始更多善用電

子化科技，加入線上元素，線上線下融合

模式更有助澳門會展業界適應行業的新態

勢，基于此，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在嚴格

遵循防疫防控措施之下，于「第二十五屆澳

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澳門國際品牌

連鎖加盟展2020」、「2020年葡語國家產品

及服務展（澳門）」首次三展聯動加入線上

線下融合新模式。

未來，貿促局會持續攜手業界共同在原

有線下服務基礎上加入線上服務的功能，

借此提升會展服務內容及創造更多的服務

價值。

[ 張廣文—採訪報道 ]Macao       澳門計劃

從五大方向推進會展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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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RECOVERY

為振興行業，香港旅遊發展局近日邀請

一百多位來自商界及專業界別的香港傑出

領袖，出任「香港國際會議大使」，協力推

廣香港的會展優勢，鞏固香港國際會展之

都的地位。目前由香港國際會議大使牽頭

的12個活動，預計將帶來約1,000萬美元的

旅遊收益。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表示，

在旅遊業邁向復蘇的同時，很高興與百余位

傑出的業界領袖攜手，合力推動香港成為亞

洲乃至全球會展活動的首選目的地。香港旅

遊發展局設立「香港國際會議大使」計劃，

不僅是為了在旅遊重啟后吸引商務活動，同

時也是向海內外的商界人士推廣香港的優

勢，以及拉動本地多個行業復蘇。

他指出，會展旅遊訪客屬于高收益旅客，

人均消費比一般遊客高出20%或以上。世界

級的會展活動可帶來巨大的經濟「乘數效

應」。香港旅遊發展局將全力支持會議大

使們，以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會展之

都的地位。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市場總監李潤

龍認為，「香港國際會議大使」計劃深化香

港旅遊發展局與商界之間的聯繫，為香港

帶來更多頂級國際盛事。會議大使們在各

自領域擁有廣泛的網路聯繫、影響力和崇

高地位，利于遊說會  議主辦團體選址香港

舉辦未來的會展活動。

發揮影響力 努力漸見成果
由會議大使牽頭的活動當中，今年1月

為期三天的香港國際牙科博覽會暨研討會

(HKIDEAS)，是自2020年年底第四波新冠

疫情爆發以來在香港舉行的首場展會，每

天平均吸引3,000多名牙科專家參加。香港

牙醫學會會長兼HKIDEAS籌委會名譽主席

曾憲紀醫生強調，這次的成功經驗，證明

香港有能力迎難而上，在充滿挑戰的情況

下舉辦頂尖活動。

今年11月，除了首屆粵港澳大灣區人工

智慧大會預計將吸引2,400多名與會者，

作為「香港國際會議大使」之一的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外務)兼第15屆亞

洲內窺鏡和腹腔鏡外科醫師協會年會

(ELSA)大會主席趙偉仁教授指出，亞洲最

大型的內窺鏡和腹腔鏡外科手術研討會

ELSA 2021，也將于香港科學園舉行，預計

將進一步提升香港的醫療行業地位，為日

后爭取主辦更多國際醫療活動鋪平道路。

而香港四通八達的交通、優

質的服務、極高的效率以及

在多個醫療領域的領導地

位，都是舉辦國際醫療會議

的堅實基礎。

其他將于今年第四季舉行

的活動包括：全球華人乳癌組織聯盟大會、

第23屆國際賽事化驗師及獸醫會議、亞洲

急診醫學會議、香港國際牙科博覽會暨研

討會。2022年香港還將迎來國際航空運輸

協會(IATA)全球貨運大會、世界物理治療

聯盟亞西太平洋區域大會、亞太風濕病學

會聯盟年會。2023年已確定舉行的活動則

包括：皇家婦產科學院大會、亞洲心血管影

像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器官移植協會大

會。

會展帶來高增值國際旅客

港中旅京華國際旅行社副總經理計

憲說明到，會展市場的競爭從來就非常激

烈，國際會議展覽、獎勵旅遊項目專業性

較強，社會影響較大，會議場所、酒店、餐

飲、交通、購物消費等綜合服務收益較高，

更可提高國際知名度。香港旅遊局邀請專

業界別的傑出領袖人物作為「香港國際會

議大使」，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人脈關

係、業界威望為香港爭取國際會展項目，是

個積極的措施。

他指出，香港有較完善的安排國際會議

展覽活動的條件和設施，灣仔的會議展覽

中心也正在擴建中，希望「香港國際會議

大使」們不負眾望，為香港成為國際會展大

都市作出努力。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召集人姚柏良

表示，疫情下旅遊業雖然尚處冰封狀態，但

仍需積極有為，為疫后復蘇早走幾步，走快

幾步，以應對未來的激烈競爭。鞏固香港國

際會議展覽中心地位，對香港經濟非常重

要，更可帶來高增值的國際旅客，讓各行各

業受惠。香港旅遊業界一向非常重視會議

展覽業務，也在積極部署轉型升級，加強創

新，提升組織能力和接待質素，為通關復航

早作準備。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Hong Kong              

旅遊收益預計1千萬美元

香港國際會議大使牽頭12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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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運用科技一來可讓客戶時刻都能充分掌握適用于當下情

況的針對性資訊以作為行動參考，二來也通過更為前瞻性的資料

做前景分析和預測，讓企業客戶能在當前仍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即

時調整商旅政策，通過商旅管理應用平臺讓企業商旅經理能做出

更為妥當的決策。

　   近期全球各地新冠
疫情出現反撲，儘管各國

之間的國際商務旅遊不時

發生重啟后又暫停，專家

認為，國際商務旅遊將比

國際MICE活動更快恢復。
由于當前相關資訊來源繁

雜、真假難辨，因此企業商

旅客戶當前對商旅管理公

司 (TMC) 的依賴更甚以
往，故是否能善用科技滿

足客戶需求、展現問題解

決能力，正考驗着TMC。

為了企業發展，商務旅遊可望先于

M IC E活動出現恢復，而后續企業在為

MICE活動選址時，更能接觸自然、更原生

態、更  具獨特體驗的目的地，將尤其受到

企業團隊關注。

Boutique Corporation PCL總裁兼集

團首席執行官Prabsharan Thakral認為，

國際商務旅遊將比國際MICE活動更快恢

復，因為公司高層尤其需要旅行，與合作

伙伴、投資者、供應商等見面，維繫友好關

係，為日后的生意打好紮實基礎。

不過，MICE業者也不需要太悲觀，因為

疫情促使人們更渴望彼此接觸，尤其在經

歷了辛苦的抗疫與防疫期，公司多半會願

意並想要讓自己員工有機會相聚，讓員工

們面對面彼此加油打氣，分享激勵人心的

解決方案或操作經驗，並瞭解不同的解壓

方法與工作新常態。

以泰國為例，他相信，一旦國際旅行重

啟，泰國將迎來報復式旅遊，尤其是曼谷，

屆時將以國際休閒旅遊為優先，其次就會

開始看到國際商務旅行在位置優越之處出

現。而最后才會恢復的國際MICE活動，則

會出現新趨勢，也就是擁有更多自然元素、

更少人並能提供更多獨特體驗的目的地，

如清邁等，將更加受到企業團體青睞。

同樣的，九龍倉酒店總裁高康琳博

士 (Dr. Jennifer Cronin) 表示，相較

于領先市場的休閒旅遊，企業國際商務旅

遊將需要更多時間才能恢復，不過，國際

MICE活動需要最長的恢復時間，因為現在

要舉行任何MICE活動都必須符合社交距離

等新常態，每一位參與者也可能要滿足新

冠檢測、疫苗接種等要求。

在當前環境不穩定、疫情發展前景不

明、各地行動自由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商

旅經理如何才能放心重新開放員工出差？

德國Merck集團高級旅遊、交通和活動

總監Christoph Carnier認為，要放心讓

員工重新踏上商旅行程，首要條件是各國

必須完全解除入境行動限制，不然企業無

法跟進。其次，接種疫苗與否雖是個人選

擇，但企業要安心讓員工出行，必須強烈鼓

勵員工施打疫苗。至于是否能讓員工在酒

店住宿，他認為，酒店行業本身就對衛生標

準較高，如今則還需進一步提升。

他並表示，好的商務伙伴關係都是建立

在人與人實際見面、交流過的基礎之上，過

去一年多來商務市場上的許多創新舉措，

也都由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相互信任的關係

發展而來。這也反映到，企業對于恢復線

下活動的需求，在旅遊受限的情況下仍在

上漲。不過，由于線上會議確實已能取代

多種實體會議，因此在差旅需求相對下滑

的情況下，商旅供應鏈或需加以整合，以順

應市場變化。

九龍倉酒店總裁高康琳博士 (D r. 

Jennifer Cronin) 指出，事實上，現階段

多地已經開始啟動MICE活動，人與人之間

的聚會也開始恢復，但線上結合線下的舉

辦形式將持續，即使面對面對建立友好關

係非常重要，以及人們對出遊的渴望加劇，

唯有確保全程安全出行，人們才會真正踏

出家門。

在當前環境不穩定、疫情發展前景不

明、各地行動自由有限的情況下，商旅管

理公司又如何發揮價值？

德國AT G旅遊公司總經理Ma r t in a 

Eggler表示，作為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仲

介，商旅管理公司在不穩的形勢下也能發

揮價值。當前商旅活動雖幾近沉寂，但其

公司近期卻接到了大量與目的地疫情情

況、各地展會計劃等相關的業務咨詢。因

此，TMC是否擁有培訓良好的線下咨詢團隊

及能協助客戶順利進行差旅行程預定的先

進科技方案，非常重要。

她認為，未來數月間，TMC還需提高團隊

線下解決客戶問題的能力，一方面因為近

期客戶問題較有針對性，另一方面也因為

在商務市場交流較少的時期，與客人電話

溝通較為親切。

事實上，在各國疫情發展不斷變化、資

訊繁雜且真假難辨的環境下，企業對于由

商旅管理公司提供可靠資訊更為仰賴。商

旅管理公司應善用科技，將各方可靠消息

來源做好整合，為客戶提供針對性的商旅

方案。

CWT資深總監Brandon Balcom說道，由

于當前坊間資訊繁雜且真假難辨，因此企

業商旅客戶當前對商旅管理公司的需求主

要有兩方面，一是瞭解哪些目的地可安全前

往、何時前往較為安全，借商旅公司對相關

資訊的整理來做恰當的決策；二是將商旅

政策制定得更為完備，讓企業做商旅決策

時更為審慎，並由商旅管理公司提供旅行

顧問的咨詢服務，引導商旅人員瞭解當前環

境下的商旅過程、提供即時政策管理。

因此，商旅管理公司必須對旅行顧問做

好培訓工作，讓旅行顧問具備在當前環境

下及時獲取最新資訊及為客戶解決問題的

能力。

由于無論哪個國家目前都沒有單一可靠

資訊來源，因此商旅管理公司要獲取最新

可靠消息除通過中央政府官方門戶之外，

還須將多種資源（包括IATA、各個國家和地

BUSINESS TRAVEL

維繫業務關係 !
國際商務旅遊將更快恢復

[ 張廣文．鐘韻—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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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納入微交通方案 助企業達可持續性目標

[ 鐘韻—採訪報道 ]

Serviced Apartment

具安全、隱私優勢 服務式公寓促進商旅市場復蘇

[ 鐘韻—採訪報道 ]

Free Now for Business 中歐銷售總監

Tim Koch說道，當前全球都面臨氣候變遷

帶來的災害，而城市的碳足跡仍然過高。企

業應盡己之力來對抗氣候變遷，並以新的

商旅策略來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做貢獻。

他指出，很多企業早已針對可持續性重

新構思其企業社會責任策略，比如要求潛

在供應商必須達到特定可持續性水平才能

合作，老供應商則需限期達到同樣目標；有

些協會也搬出了可持續性標準，要求企業

符合條件才能成為會員。

不過，各地區、國家和產業的可持續性策

略、目標和關鍵績效指標並不一致，使得

短期內如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值也成為問

號。

為達到更好的可持續性標準，微交通可

以作為解決方案之一。目前全球已有許多企

業為商旅員工提供電動汽車、氫動力汽車、

電動自行車等綠足跡的微交通選擇。Tim 

Koch認為，企業界應進一步推行相關方案，

並將其納入可持續性策略及關鍵績效指標

的評定當中。

據相關調查顯示，商旅人員對于靈活且

具可持續性的交通工具越來越感青睞，且

微交通與大眾交通相輔相成的效果非常

好。因此，能善用微交通方案、優化商旅可

持續性策略的企業，對于吸引優秀人才也

更有優勢。

他表示，要落實可持續性商旅策略，有幾

點原則必須要留意。

可持續性這個話題過去幾

年來越來越受重視。新冠疫情

期間，人們的注意力雖有所轉

移，但這仍是旅遊產業內直至未

來幾年都最亟待解決的問題之

一。有業者建議，企業可將微交

通 (Micro Mobility)方案融入
商旅策略，助其達到可持續性

目標。

1. 首先企業不能不切

實際，而應設定實

際可達的目標和關鍵績

效指標。要做到這一點，

可先就公司內部進行調

查，瞭解員工對于微交通

和可持續性商旅工具的

要求和預期，以此來設

計符合員工期望的環保

商旅政策。

2. 其次，可從公司

外部請業界領袖

和專家提供變革管理支

援服務，助其達到企業

社會責任目標。

3. 再次，還應考慮到各地區和國家

的情況差異，避免死板地把同一種

方案套用到不同市場上。

4. 最后，需謹慎選擇微交通合作伙

伴。合作伙伴不僅自身需有可持續性

目標和策略，也需有能力 明企業在目標市

場上解決相應問題，並為商旅員工提供時

間、地點、交通工具都恰當且靈活的便捷

預定方法；同時，微交通的利潤低，但收據

多，因此潛在供應商的解決方案也應確保

其能以自動化且高效的方式，為小額款項

的支付與核算提供高效且精准的流程。

服務式公寓于商務旅遊市場

復蘇期間，能扮演什麼角色？如

何促進商旅市場的疫后發展？

業界認為，服務式公寓于健康安

全和隱私方面有優勢，在會議服

務和休閒選擇方面則可進一步

提高其吸引力。

Mavie 製片公司首席執行官Holger 

Fuchs表示，在疫情之中，服務式公寓的優

勢更為凸顯。他以不久前于慕尼克拍片期間

在服務式公寓的住宿體驗舉例道，在全球

各大城市間密集進行商務旅行之后，其于服

務式公寓總算感受到了不同于一般酒店的

家的氣氛，同時因服務式公寓提供廚房設

備等自助服務設施，因此客人無論是在客

房還是大堂內又能得到充分的隱私、自由

和自主性，以便于商旅期間專心工作。

他認為，服務式公寓未來若能進一步和

健身中心或電影院等娛樂場所進行合作，

或者打造專屬的沉思空間，為客人在商旅

期間提供更多的休閒選擇，產品會更有吸

引力。

區的健康和旅遊部門等）進行整合，並通

過簡單易操作的平臺讓企業客戶都能找到

適用其個別商旅情況和需求的相應資訊。

他指出，有些商旅管理方案會就客戶可能

需要的資訊一次提供一長串的細目清單，

讓客戶眼花繚亂。

但其實，善用科技為不同客戶提供針對

性的資訊方案，才能對企業客戶的商旅決

策過程起到真正有意義的輔助作用。此

外，商旅管理公司還須對科技進行更廣泛

的應用。

廣泛運用科技一來可讓客戶時刻都能充

分掌握適用于當下情況的針對性資訊以作

為行動參考，包括輔助商旅人員出發之前

對酒店、航空公司做選擇及做好行前準備，

讓商旅人員實際到達目的地后即時瞭解當

地疫情變化情況，為在行程中遭遇難題的

客戶提供行動建議等；二來也通過更為前

瞻性的資料做前景分析和預測，讓企業客

戶能在當前仍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即時調整

商旅政策，為必要情況下把遇到危機的商

旅人員護送回國做好準備。

要做到這幾點，商旅管理公司必須將焦

點從過往仰賴的資料轉向更側重于健康與

安全的新資料來源、將其融入旅遊相關資

料當中，同時于商旅人員安全與隱私之間取

得平衡，最后通過商旅管理應用平臺讓企

業商旅經理能做出更為妥當的管理決策。

設定實際
可達績效目標

考慮各地
差異情況

邀請外部專家
支援變革

謹慎選擇
合作伙伴

商旅客最重視健康安全
BCD Travel全球客戶管理總監Oliver 

Meinicke指出，該公司近期對700位商務旅

客代表進行了調查。調查報告顯示，商旅

客人當前最為重視的是健康安全方面的問

題，包括旅行期間是否能全程保持恰當的

社交距離、目的地的

新冠感染率為何、是

否能在目的地進行新

冠檢測和隔離等，而

服務式公寓對于客人

旅行期間的隔離需求

正可以提供妥善的空

間和服務。相較之下，

價格較不是商旅客人

當前最為重視的問

題。

會議地點看重交通便利
沃達豐資訊技術戰略與創新部主管

Markus Kuckertz說道，疫情開始之后，該

公司的實體會議不再局限于在總部辦公室

舉行；只要能讓團隊便于會面並達到會議

目標，會議地點可靈活安排。在此框架之

下，商旅員工對于到異地開會的會議地點

要求首先是必須在市區交通便利處，便其

隨時外出滿足生活所需；同時會議場所還

應提供靈活而令人舒適的服務，讓參會者

在商旅期間達到最高的工作效率；會議結

束后又能即時返回居住地，通過線上空間

持續把項目推進。

就以上這幾點而言，服務式公寓應盡可

能滿足商旅客戶的需求，借此推動商旅市

場的疫后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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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偵查員

此外，活動主辦單位也可以跟目的地營

銷機構聯手，借由活動引爆市場話題，並激

發出當地社區與專家的參與，這時候，趨勢

偵查員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一方面需要瞭解

參與者的期待，以進一步找尋適合推薦的當

地景點與場地，如博物館、城堡等，另一方

面，也要透過目的地的特色，設計出新穎創

新的行程環節，讓所有參與者出席活動之

余，也能深度探索當地。

德國會議促進局局長M a t t h i a s 

Schultze表示，為了建立專業知識並繼續為

會議活動提供相關服務，瞭解行業的趨勢和

發展至關重要。因此，德國會議促進局和弗

勞恩霍夫工業工程研究所進行了廣泛的研

究，提供真正有見地的結果，這些都是寶貴

的資源，使活動主辦單位能夠在即將到來

的計劃中，建立新的思維和最佳實踐。

他指出，未來活動無論是面對面、混合模

式還是虛擬形式，靈感將繼續成為商業活

動的重心。由于靈感可能在純粹的知識傳

遞之中激發，也有可能在人際間交流之間產

生，因此，為不同功能的活動，提供個性的

解決方案，並專注于它們各自的目標，將是

至關重要的。

TALENT CURRENCY

據國際獎勵旅遊精英協會(SITE)2020

年獎勵旅遊業指數(Incentive Travel 

Industry Index, ITII)顯示，僅7%的獎勵

旅遊公司在過去一年倒閉，可謂不幸中的好

消息。在持續努力運營的公司當中，有些仍

仰賴政府資助，有些則轉換軌道、往其他方

向探索新的收入來源。但無論如何，很多公

司都在過去艱難的一年間因生意枯竭而流

失了重要人才，如今也開始擔心，在知識與

創意珍貴的獎勵旅遊行業裡，自家公司智

慧財產恐流向他處。獎勵旅遊公司應如何

應對這樣的風險？

Meeting Encore公司和Intuitive 

Conferences+Events公司執行合伙人

Jennifer Glynn說道，許多酒店、地接社、

獎勵旅遊公司至今都一直在流失重要員

工。但從過往天災人禍的經驗來看，危機過

后，人才市場總會強勁反彈。所以此時獎勵

旅遊公司應注重的是，讓員工明白獎勵旅

遊作為推動經濟復蘇的戰略工具，這是身

為此行業人士的重大優勢。且據牛津經濟

研究院評估，MICE產業的全球經濟貢獻約

為1兆700億美元，其中獎勵旅遊便占其7%。

她進一步指出，其客戶不久前才反映到，

即便企業花大錢請影視明星線上表演、把

奢華餐飲和禮品送到員工家裡來答謝員

工，也達不到親身參與獎勵旅遊活動的效

果。畢竟，員工自己上視頻網站找表演來

看、在家做頓美味晚餐，效果也差不了多

少。目前，很多獎勵旅遊公司都已學會線上

上打造獎勵體驗，但增進團隊默契、促進員

工與領導層良好關係的效果，虛擬世界怎麼

都達不到。

隨着越來越多企業準備好在各國國境一

重開便著手計劃下一場活動，獎勵旅遊公

司應在此期間向員工宣導其重要性，同時

加強培訓，為市場復蘇后開發新業務、吸引

更多新人才做好準備。

InspireME活動管理公司創始人米克·

耶伯特 (Miek Egberts) 同意道，除了持

續提高員工士氣之外，獎勵旅遊公司也應以

創業者思維來鼓勵員工一方面往自己其他方

面的興趣去發展（比如學習一門新語言），

另一方面也在能力上變得更加靈活，比如同

時懂得設計行程、客戶溝通、運營社交媒體

等。這就如同酒店行業跨部門交叉培訓一

般，既有助于專精于不同領域員工對其他同

事的工作及公司整體運作方式有更深瞭解，

又能使員工工作動力有所提升，使公司在市

場復蘇期間具備更強的發展和應變能力。

為未來人才需求進行佈局

更積極者，甚至要開始為會獎旅遊產業

未來需要的人才類型進行佈局，以利企業與

個人下一階段發展。根據德國會議促進局聯

手弗勞恩霍夫工業工程研究所發佈的「未

來會議空間」最新第三研究階段成果，未

來活動將不可缺少四大類型專家，也就是社

區管理員、VR體驗設計師、生態系統經理，

以及趨勢偵查員。

•社區管理員

未來的活動中，交流和互動將成為主辦

單位的首要任務，因此社區管理員不可或

缺，其活潑外向的個性，以及擅長使用各式

社交媒體與人溝通的能力，將成為活動發

展社區專屬特色的驅動力。而活動在舉辦

前、后如果都有社區的交流，將使社區進一

步穩固，成員也能在潛移默化中，變成活動

的忠實粉絲，長期支持活動的健康發展。

•VR體驗設計師

再者，活動主辦單位未來也需要與科技

供應商密切合作，因為未來VR體驗設計師

將擔任數字化魔術師的角色，創造出沉浸

式的獨特體驗，提升活動參與者的參與度；

同時，運用不同的科技打造出眾多吸引眼

球的故事，讓不管是現場的參與者，還是上

網出席的人，都能留下深刻印象。所有人甚

至能夠走入不一樣的時空場景，借由科技

讓彼此之間進一步互動。因此，VR體驗設計

師會在未來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生態系統經理

另外，未來活動的座右銘將是「一切皆為

可能」，活動不只是傳遞知識、在一個場地

上演而已，而是要納入娛樂、餐飲、社交、

交通等方方面面的元素，基于此，生態系

統經理的存在，極其必要，其需要彙集所有

相關供應商，協調中間一切矛盾，並運用智

慧，讓活動能夠擁有最合適的配套服務與

最優質的體驗，讓參與者不只是出席一場活

動，而是走入一個全方位的一站式無縫運

作生態系統。

抓住下一波會獎大爆發

     人才、智財為關鍵
經歷了艱難的一年，很多獎勵旅遊公司在努力生存之際，也難免擔心員工離去、智慧財產流向他處的問題。業者表示，讓員工瞭解獎勵旅遊行

業之重要性、提升員工士氣的同時，也須提升員工各方面的能力，甚至放眼長遠，思考產業未來的人才需求，並採取行動，這不僅有助留住員工，

企業在市場復蘇期及快速改變的時代中，將更具發展實力。

[ 鐘韻•張廣文/採訪報道 ]

制定遠景，走在時代的前沿

Looking Forward

「未來會議空間」創新項目是由德國會議

促進局、歐洲活動中心協會和弗勞恩霍夫工

業工程研究所合作發起的，其主要目標是為

人們在未來如何舉辦會議制定遠景，包括為

會議策劃者和供應商開發實用的動手工具，

使之能夠走在時代前沿。

到目前為止，第一階段的成果包括新技術

和未來技術的「創新目錄」綜述、六個「未來

會議場景」以及「未來會議室」。第二階段的

成果，則包括關于如何創建吸引人的活動的報

告，以及不同參與者類型、活動成功因素和行

動建議的概述。

而最新的第三研究階段聚焦活動的作用，

以及三個相關主題：如何衡量活動的成功、不

斷變化的活動專業人員的技能、對希望在未

來市場中獲得成功的活動場地、目的地營銷

機構和其他服務提供者的新要求。

↑德國會議促進局局長Matthias Schultze
      (攝影/張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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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辨清參與性與互動性的區別。Media site events客戶經理Sarah Roller 

Groth指出，「參與性」如何應從活動內容

的傳達來琢磨，比如參會者是否能看清、聽

清演講者，以及演講者分享的文稿（特別是

教育性內容）是否清晰等。因為無論是現

場活動中參會者距講臺過于遙遠，還是虛

擬活動中參會者在電腦前看不清講者或聽

不清演講內容，都易使人分心，造成活動效

果大打折扣。

「互動性」問題則應從參會者彼此間以

及參會者與講者之間的交流來考量，組織

者可針對個別活動來利用相應特點和功能，

設計出適合參會者關注點的活動。

3. 不要讓演講者孤立無援。S c o t t Davis舉例道，其在疫情期間與虛擬

會議做過幾次演講，但在演講正式開始前，

由于主辦方並沒有提供時間和技術指引，他

總是一個人于辦公室中對鏡頭不知所措，使

其壓力與緊張度無謂地上升。

因此，他建議活動主辦方安排演講環節

時，應有專人或是科技專員負責與講者進行

對接、提供指引，讓演講者因心知出問題的

話可隨時解決，而能輕鬆發揮。

4. 利用電商把內容轉化成實際收入。混合型活動除了應使內容夠好，以讓

參會者願意購票參加之外，還可針對未能

即時報名或參與的受眾販售活動內容，延

長活動「壽命」。Scott Davis說道，舉辦混

合型活動時，不用急要參會者在兩、三天內

觀看完重播，而應在接下來兩、三個月乃至

一年的時間裡，讓未能參加的人可在平臺上

針對有興趣的話題，花錢購買活動期間的

重要內容。

他強調，線上活動的好處是，辦完的活動

原則上可以永遠都留線上上，也因此能成為

主辦方的長久收入來源。

5. 嚴選現場環節。S a ra h Rolle r 

Groth指出，混合型活動中，組織者

應重新省視「必須現場」的活動策略，因為

要讓參會者一天數小時都對電腦螢幕觀看

現場活動，並不現實。其實，先行錄製好、讓

參會者能隨點隨看的內容同樣具有價值，

因此混合型活動中，「有必要現場」的環節

選出幾個就好，由此組織者可大幅節省活動

總成本。

疫情雖然帶來衝擊，但如果能加重對無

接觸技術和虛擬混合活動的投資，整個產

業終究不枉費走這一遭。

Maritim酒店集團亞太地區市場銷售部

副總裁、國際酒店銷售和市場營銷協會

(HSMAI)大中華區負責人段惠蓮表示，社

交距離、口罩、消毒劑已被視為酒店運營的

標準做法。由于無接觸技術能夠讓與會者

在活動中感到更舒適，重要性逐日遽增，通

過技術升級，還可為商業活動增加長期價

值。例如，無接觸可加快註冊和進入速度，

促進聯絡和商務交流。而酒店有責任的說

明，可讓MICE客戶克服對不熟悉工具的戒

心，並在活動前中后提供協助。

龍途國際業務發展總監Saxon Booth補

充到，在無接觸和虛擬技術方面，中國已

處于優勢地位，可供世界其他國家學習。目

前中國有效實現了數年的無現金化，日常

生活中已經應用了眾多線上與線下融合作

法。

另一方面，自2020年以來，混合型會展活

動越來越普及，基于此，段惠蓮認為，在

2021年及以后，為混合型會展提供更好的裝

備將是快速復蘇關鍵。可以預期的是，更多

的活動將包含數字元素，這就要求酒店行

業不斷升級會議設施，並為不能親自參加活

動的與會者提供支持。

段惠蓮建議，應加大對混合活動的舉辦

能力，進行更多投資，原因在于國際旅行仍

面臨不確定性，即便各國正在開放，但步伐

不同，因此，虛擬出席和實體出席的混合形

態，將成為酒店和活動行業的新常態。

Saxon Booth強調，對無接觸和混合活動

的投資，可以帶來超乎新冠疫情恢復期的回

報。虛擬活動一開始是一種反應性的適應，

但未來將繼續存在，因為與傳統線下活動

相比，其所帶來的其他好處越發明顯。當中

包括可以在規模和範圍、資料收集，甚至在

數字活動結束后，與合作伙伴及客戶進行互

動，持續增加價值。他預測，未來將會看到

更多的戰略性應用，屆時數字技術將會成

為一個觸點，或是一種活動前熱身。而活動

HYBRID

須加大投資

無接觸技術和

虛擬混合活動

[ 張廣文•鐘韻/採訪報道 ]

會展中心提供一站式虛擬活動解決方案

Turn On

看好虛擬活動需求與商機，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推出了全新設施Harbor Studio，為線

上活動、訪談直播、網上研討會、新聞發佈及

產品發佈會等虛擬活動，提供一站式的活動

方案。

據瞭解，嶄新的Harbour Studio是由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及擁有10年
舉辦線上線下活動經驗的製作公司imEMC 

Limited (imEMC)攜手策劃。其位處于城中核

心商業區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二樓維景咖啡

閣內，不但設有兩個6米x3米的高清LED螢幕

牆板，使活動策劃者可以顯示高解析度視頻

和強大的視覺效果，而且坐擁無敵維港景致，

為活動提供獨一無二的創意視覺效果和天然

背景。

另外，毗鄰餐飲設施的優勢，也使得

Harbour Studio成為舉辦混合活動的理想場

所，方便參加現場活動的賓客輕鬆享用食物和

飲料。

此外，Harbour Studio內附設拍攝鏡頭和

影音器材，像是相機、無線麥克風、視頻切換

器、筆記型電腦播放設備和各種傢俱等，並擁

有網路直播所需的高效網路連線，以及強大

的技術支援團隊，提供專業可靠的一站式服

務，使組織者能夠創建動態的線上活動體驗、

打造富有影響力的現場演示、連接來自世界各

地的參與者。

新冠疫情加速科技在

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專家

認為，無接觸技術和虛擬

混合活動現在已經成為

MICE市場中的兩大重要
發展趨勢，想要快速復

蘇，就必須進行更多投資，

並掌握加大混合型活動營

收的技巧。

中的數字觸點和遊戲化，不但可以獲取資

料，也可以進行市場調查和洽談配對。

混合型活動如何辦得有意義又
有收入潛力？

然而，混合型活動發展至今，組織者多半

仍在摸索。其中，如何把活動轉化成收入、

如何提高參會者參與度與互動性，都是問

題。有業者提出了幾點具體建議，助活動組

織者提高活動品質與收入潛力。

      提升內容價值。Media site events客戶經理Scott Davis說道，就算是

免費的大會、研討會、座談會，也一定要乘

機收集參會者的電子郵件、聯繫方式等，以

在日后能持續向其進行營銷、推廣。

此外，參會者並不會有疫情期間活動就

該免費的想法，所以主辦方也無需以「免

費」的方式讓人低估活動內容的重要性。只

要能使內容夠好，並盡可能為內容增值，人

們無論是虛擬還是現場活動，都會願意購

票參加。

1.

（提供/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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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安全意識驅動著酒店行業加快變革，金

帆酒店集團總經理方立表示，此現象導致

市場明顯呈現四大趨勢。

首先，用戶行為線上化提速。經歷疫情

后，用戶的線上化行為習慣明顯得到提升，

有效降低對應線上推廣的拓客成本。其

中，在家辦公、線上醫療、線上政務等疫情

相關方向的用戶滲透迎來了快速發展。

再者，安全需求帶動無接觸。參考當下

餐飲及酒店相關運營的防控措施，可以明

顯看到，安全衛生因素成為消費選擇的第

一要素。在安全消費逐漸成為基礎意識的

基礎上，無接觸服務也成為了無人服務普

及的主要形態。

另外，資料資訊線上化加深。疫情下，

特別是在復工后，對應的酒店、餐飲以及景

區針對相關需求的逐步復蘇，均進行了線

上資訊的及時披露，同時結合健康碼、線

上預約等，對相關客戶進行分流管理，有效

推進了資料資訊的線上化。

第四，行業運營走向標準化。借由此次

疫情，相關平臺、協會以及企業也在主動的

推進行業整體的安全衛生標準化。在此基

礎上，有望推進相關運營服務標準的加速

滲透。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下，消費者信心受

到壓制，國內遊、商務出差、出境遊等均被

影響。當中，商務差旅需求的剛性較強，但

要判斷疫情后用戶消費的預期，還需要結

合「雲辦公」的趨勢，進一步觀察。根據調

查，當前一二三線城市的商務出差恢復較

快。此外，男性比女性更常出差，同時，年

齡30歲及以下者，最常出差。已婚未育者，

以及家庭月收入1萬元及以下者，最不願意

出差。

整體來看，用戶線上習慣進一步提升，

安全成為基礎消費意識，「無接觸」、「智

慧」服務，不僅滿足了消費者的安全信心，

緩解需求不旺的產業壓力，也將有效推動

行業人力成本去化及效率提升。

基于此，方立認為，酒店在掌握防疫管

理的同時，可利用三大技巧提升會議運營

管理能力。

1.打造智慧防疫總體思路，形成全方位

智慧防疫、線上線下結合、室內室外

結合等特色，形成防疫無死角，滿足會議

舉辦基礎要素。

2.使用智慧防疫一體機，輕鬆進行測

量體溫、人臉識別、讀取身份證、掃

描健康碼、即時比對疾控中心健康碼資料

等接待工作。同時，透過紅外側溫、AI技

術、大資料技術、門禁控制、異常預警，以

及資料即時更新可追溯，提高本身優勢。

3.追求一站式數字化管理，實現數字化會議無接觸。傳統的會議在通知、收

集資料、簽到、內容展示各種資料上，都費

時費力，而且各種資料紛繁複雜，加上會議

流程乏味缺乏互動，圖片視頻甚至無法很

好的分享，這些都可以在一站式數字化管

理，獲得解決。

一站式數字化管理彙聚了會前的報名邀

約、會中的線上管理、會中的現場互動，以

及會后的統計報表，可以輕鬆實現主會場

數字  化互動，舉辦主、分會場切換同步會

議，以及多地遠端直播互動，即使境外同步

參與也沒問題。其他優勢還包括：會議高效

有效、無紙節能環保、展示創新體驗、展現

好易傳播、報表多統計全、氣氛好互動多、

流程順不排隊等。

方立提醒到，酒店還可以從消毒物資準

備、加強宣傳引導、遵從疫情資訊管理要

求、重視服務承諾等方向下手，提升會場

防疫管理。同時，酒店需要厘清與落實房間

與公共區域的通風和消毒要求和細節。

另外，酒店更應該準備應急備案，如登記

與詢問每一位客人、第一時間報告、熟悉避

免驚擾其他客人的處置、與醫院保持聯繫、

靈活封閉特定區域、設置隔離室、準備危機

公關狀態等。

善用行業協會網路資源攬生意

不過，優化的管理能力仍須建構在有會

議業務，才能為酒店真正帶來好處。就在

「國內低風險地區人員可持健康通行綠碼

在國內自由通行」的消息一發佈，多家會議

型酒店的營銷人員立馬動身出差，前往客

源地開拓市場。由于北京辦會機構最多、最

集中，擁有九成以上的全國性社團總部，以

及92所大專院校、上百所醫院、上千家跨國

公司總部和研發機構，因此，大多數人的首

站都選擇了北京。

然而，在當前的互聯網時代，過去盲目拜

訪客戶的低效形式已經不適用。中國會議

酒店聯盟常務副會長武少源強調，找會議

要用對方法，不用全國各地跑。各會議型酒

店應積極借助互聯網，廣泛瞭解各社團組

織的辦會計劃和辦會需求，事先聯繫、提

前對接、登門拜訪、重點營銷、參與會議競

標。也就是說，不用到北京找總部，而是熟

悉重點網站，根據規模、舉辦地點，找到自

己所處當地的相關機構和主辦單位，挖掘

關鍵對接者，瞭解資訊、做好功課，才能掌

握行銷優勢，成功地「攬生意」。

國內社團會議籌備期一般是1至2年，國

際社團會議籌備時間為2至8年。今年會議

開完，就會開始籌備明年的會議，週期較

長。如果會議型酒店想要承攬社團會議，

首先，要瞭解各類社團會議舉辦的特點，例

如，學術類會議流動性較強、醫藥類會議

較多且比較頻繁。隨后，再瞭解社團組織的

辦會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拜訪和營銷，甚

至可推薦當地DMC做PCO工作，幫助會議從

小做大。

他說明，中國會議市場按照主辦單位的

類型劃分為政府會議、事業單位會議、企業

會議、社團會議。近年來，會議市場需求一

直在增長。企業會議、社團會議在會議市

場佔有較大市場份額。其中，社團會議因數

量多、辦會頻繁、採用商業化運作、收益可

觀而備受會議型酒店關注。有的社團組織

每年辦的會議大大小小多達幾萬個。會議

型酒店可以善用中國的學科學會和行業協

會，找到會議資訊，進而一步步爭取得到

會議委託。

當中，中國科協所屬的全國性專業學會

190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

屬306多個行業協會。每個學會、協會都會

定期或不定期舉行各種會議，而且幾乎所

有資訊其實在網路上都能提前獲得。

此外，學術與醫藥會議要爭取，除了可持

續追蹤中國科協會議，其在2008年的年度

會議就已經超過了三萬多場，也可以跟蹤

中華醫學會，其每年舉辦200多個學術交流

會議。

安全意識驅動三大技巧
酒店全面提升會議運營能力

　  安全意識驅動行業變革提
速，使市場呈現四大趨勢。專

家認為，接下來，酒店可利用

三大技巧提升會議運營管理

能力，亦即運用智慧防疫總體

思路、使用智慧防疫一體機、

追求一站式數字化管理。同時

要通過協會網絡挖掘關鍵對

接者，瞭解資訊、做好功課，

掌握營銷優勢，進而成功拿下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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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航空5月重啟杭州、福州客運服務

Flight Updates

國泰航空進一步加大內地市場客運運力，

宣佈于5月27日及5月29日起陸續重啟香港

與杭州及福州之間的客運服務，為兩地旅客

往來香港，以及經香港國際機場中轉前往至

世界各地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服務。

兩條航線均將由配備公務艙和經濟艙的

空中巴士A330-300客機每週執行一班。其

中，香港-杭州航線將于每週四營運，香港-

福州航線將于每週六營運。

目前，國泰航空營運每週三班往來香港-北
京，以及每週六班往來香港-上海的載客服務。

五月中旬及六月起，國泰航空往來香港與成都

及廈門的客運服務亦將增加至每週兩班，為旅

客提供更多靈活選擇。國際航線方面，國泰航

空現時營運定期客運航班往來東京、曼谷、新

加坡、雅加達、洛杉磯、紐約等城市。

國際航協支持已接種疫苗旅客不受限制

地旅行。在無法接種疫苗的情況下，應通過

廣泛可用的免費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方案，

實行免隔離旅行。

德國是近期對接種疫苗旅客免除隔離的

國家之一。接種疫苗旅客不再受到隔離措

施的限制（某些高危國家除外）。德國還取

消了對新冠肺炎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的旅

客的隔離要求（某些高危國家除外）。

德國政府基于全球知名的羅伯特·科赫

研究所（RKI）的科學建議作出這一決定。該

研究所的結論指出，接種疫苗旅客對疫情

傳播不再有重大影響，也不會對德國人口

構成重大風險。建議還特別強調，疫苗接

種將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風險降低到低于

假陰性快速抗原檢測的風險水平。

此舉使得德國與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

基于歐洲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ECDC）類似

科學建議所作出的建議保持一致。歐洲疾

控中心在其關于全面接種疫苗益處的臨時

指導意見中指出，「根據現有的有限證據作

出評估，接種疫苗的感染者可能傳播病毒

的風險非常低。」

大西洋彼岸也得出了類似結論。美國疾

病控制和預防中心（US CDC）指出，「在疫

苗90%有效的情況下，旅行前檢測、旅行后

檢測和7天自我隔離措施所提供的額外防

控效力微乎其微。」

74%同意接種疫苗后可不受限制

國際航協理事長威利·沃爾什先生

（Willie Walsh）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向

國際旅行安全開放邊境。科學研究和羅伯

特·科赫研究所、歐洲疾控中心和美國疾控

中心等提供的資料，應成為實現這一目標

所需決策的基礎。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表

明，接種疫苗不僅能保護民眾，且能顯著降

低新冠肺炎病毒傳播的風險。我們正向一

個融通的世界邁進，疫苗接種和檢測使人

們能夠自由旅行而不必隔離。德國和其他

20多個國家率先垂范，向接種疫苗的旅客

重開邊境，其他國家應

迅速跟進。」

據美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緩解新冠肺炎

疫情的限制措施是民眾

接種疫苗的強大動力，特

別是在疫苗接種猶豫不

決的社區。取消旅行限

制則是接種疫苗人群的

又一利好消息。

國際航協的民意調查

顯示，81%的國際旅客願

意接種疫苗，以便能夠出

行。此外，在同一項民意

調查中，74%的人同意接種

疫苗的旅客應該可以不受

限制地搭乘飛機旅行。

84%希望數字管理旅行健康證明

越來越多國家決定不再對接種疫苗的

旅客採取隔離措施，從而增加了數字化管

理疫苗證書和新冠肺炎病毒檢測結果的壓

力。紙質流程不僅導致辦理登機手續和邊

檢的處理時間非常冗長，同時也為造假打開

大門。旅行重啟時，需要數字疫苗/檢測證

書以及旅客應用程式，如IATA Travel Pass

（國際航協旅行通行證），有效和安全地管

理旅行健康證明。

國際航協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數字化解

決方案呼聲甚高。89%的人支持全球標準化

新冠肺炎病毒檢測或疫苗接種證明；84%的

人希望使用應用程式管理旅行健康證明。

沃爾什先生指出「基于科學依據作出決

定的國家與那些在重開邊境方面缺乏準備

或過于謹慎的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

珍視接種疫苗旅客機遇的國家日益增多，

民眾不僅能得到有效保護，也將獲得經濟回

報。」

旅客接種疫苗
是重開國際邊境最佳方案

新冠疫情重重打擊全球航空業，只要國際邊境無法改放，航空業就很難恢復過往榮景，商務旅客也很難

順暢地進行差旅。因此，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對越來越多的國家決定基于資料和科學依據向接種疫苗的旅客

開放邊境之舉表示讚賞。根據國際航協收集的最新資料顯示，包括Timatic服務，已有20多個國家全部或部
分取消了對已接種疫苗旅客的限制。 [ 鐘韻•張廣文/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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