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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航（Qantas）計劃自12月18日起

重啟國際航班，而自從日前澳航宣佈重

啟海外航班日期后，旅客對其國際航班

的搜索量幾乎翻三倍。據澳航訂票網站

顯示，澳航開始接受12月18日悉尼和墨

爾本飛往倫敦、溫哥華和新加坡的航班

預訂，19日將飛往洛杉磯、東京、夏威

夷、斐濟。目前，12月中旬的航班主要

從悉尼、墨爾本和布里斯班出發。澳航

計劃在2022年4月完全恢復國際航班。

雖然國際邊境究竟如何以及何時重新

開放取決于政府的決定，但澳大利亞有

望在12月之前達到80%的疫苗接種率，

這意味着國際旅行近在咫尺。

阿聯酋航空近日啟動了一項全球招聘

計劃，即在未來六個月內招募3,000名

空乘人員以及500名機場服務人員加入

其迪拜樞紐，以支持航班運營的進一步

恢復。隨着世界各地旅行限制的逐步放

寬，阿聯酋航空正穩步恢復其航線網路

的運營。在過去的幾個月裡，阿聯酋航

空一直在召回去年因新冠疫情致使航班

大幅減少時而被迫離開工作崗位的飛行

員、空乘人員和其他運營員工。

9月8日，江蘇省首家本土航空公司

—蘇南瑞麗航空有限公司在無錫揭牌成

立，總投資100億元的4個航空產業項目

也同步簽約落地。據悉，無錫交通集團

于去年底完成對瑞麗航空的股權收購，

瑞麗航空目前擁有21架飛機，開設84

條國內航線，航線網路覆蓋46個通航城

市，並計劃在未來5年發展到45架機隊

規模。

南非航空（South African Airways）歷

經財務問題與疫情嚴峻停飛一年多后，

9月23日復航，首飛約翰尼斯堡至開普

敦的國內航班，27日起將恢復鄰近國家

航線。南非航空獲得超過5億美元國家紓

困，並經過債務重整、大幅裁撤75%、

約數千名員工，同時淘汰老舊飛機，才

從破產困境中走出，未來是否擴大營運

仍要視市場需求而定。

全球旅行及会展产业的复苏发展，主要
仍系于各国何时重新打开国门，让人与人
接触的线下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这部分近
来明显曙光渐露，不少国家纷纷订出目标
时间，关键在于疫苗施打率已节节升高，为
平衡经济贸易需求，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宣
布迎接疫苗接种游客、放宽入境限制。

阿 布 扎比文化 与 旅 游 部（阿 布 扎比
DCT）宣布其自9月5日起，将迎接来自世界
各国所有完全接种疫苗的游客和居民，以
及来自「绿色名单」国家的未接种疫苗游
客，无需任何隔离措施。所接种疫苗必须
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批准。 

加拿大联邦政府从9月7日起开放国门，允
许无论是出于商务、旅游或探亲等目的之
完全接种疫苗的外国旅客进入加拿大，如
符合入境条件，在抵达后即无需隔离14天。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
一份声明指出，联邦政府在做此决定前，
已经仔细评估了本国的疫情情况，认为一
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根据规定，入境国
际旅客必须完全接种加政府目前认可的疫
苗且满14天,这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
康和强生公司研制的疫苗。 

新加坡也继续放宽旅客的入境条件，
凡通 过新的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计划
（Vaccinated Travel Lanes）入境新加坡者，
将无须履行居家隔离。自当地时间9月8日
起，通过该计划从德国和文莱入境新加坡
的人士，免除入境隔离限制;同时，针对香港
及澳门旅客的旅游限制也在21日起逐步放
宽。此前，新加坡已向台湾及新西兰重新开
放边境。根据新政策，若来自德国及文莱
的旅客已完全接种疫苗，并在4项PCR检验
中呈阴性反应，可以自9月8日起免除隔离要
求;4次PCR检验时机为旅客出发前2天、抵
达当天、抵达后第3天及第7天。 

印度洋国家毛里求斯则准备在2021年10
月1日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对已接种疫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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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重新开放边境。据悉，毛里求斯是非
洲地区完成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接种人口目前占总人口的60%以上（占当地
成年人人口的82%）。疫苗接种计划仍在继
续推进中，从2021年9月下旬开始，接种计
划还将覆盖18岁以下的人群。 

11月入境美國須完全接種疫苗

此外，美国政府计划从11月初开始，对所
有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旅客放宽旅
行限制，该规定将适用于所有抵美国际航
班。据悉，所有外国旅客入境美国时须出示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证明，以及出发前72
小时内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已完全接种疫
苗的国际旅客入境美国后不需隔离，但在
到达美国后的3至5天内还须再次进行核酸
检测。该规定将于11月初生效，以便相关机
构和各航空公司做好准备。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发布的新指南，美国在放宽的旅行限制中
认可的新冠疫苗，不仅包括在美国授权通
过的疫苗，还包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紧
急使用、但尚未在美国获得批准的疫苗，如
辉瑞疫苗、印度血清研究所疫苗、阿斯利
康疫苗、强生疫苗、莫德纳疫苗，以及中国
科兴和国药疫苗等。 

澳大利亞最遲耶誕節前開放

同样备受关注的澳大利亚，亦计划「最
迟」在今年圣诞节前重新开放其国际边
界。根据其最新国家重新开放计划，一旦
八成16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人口完全接
种疫苗，澳大利亚人将被允许再次出国旅
行。同时，澳大利亚仍在与几个国家商谈建
立旅行气泡计划，以便利双方民众往来。 

针对重新开放国际边境，澳大利亚旅游
局亚洲市场及国际航司业务执行总经理何
安哲（Andrew Hogg）表示，澳大利亚政府
表示有望在今年圣诞节前重新开放边境。 

最新举措将首先针对澳大利亚人出境旅行
和境外澳大利亚人归国，不过，也将提供
更多机会给想要入境澳大利亚旅行的国际
旅客。而澳大利亚也积极探索和亚太地区
国家双向开放边境的机会。 

Andrew Hogg强调，澳大利亚是安全的
旅行目的地，以壮丽的自然景观、美食美
酒、独特的野生动物资源等亮点闻名于世，
接下来将一如既往地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在未来能够安全出行的情况下，来到
澳大利亚体验地道的「澳」式生活。 

对MICE业者而言，国际商旅客的实体往
来与否，必然多方面影响产业经济收入;入
境限制及强制隔离检疫措施，皆因实际成
本过高而让商旅客不得不打退堂鼓，甚至
造成企业难以顺利推进采购计划。因此，
各国重新打开国门、放宽入境及隔离限
制，无异成为全球MICE产业再次发动成长
引擎的助推器。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
「服贸会」）于9月2日~7日在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为「数字打开
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从2021年服贸会新
闻发布会获悉，据初步统计，本届服贸会达
成各类成果1,672个。「国家会议中心+首钢
园」的「一会两馆」布局，是本届服贸会的
一大特色。服贸会在延续使用国家会议中
心基础上，首次启用北京城市复兴新地标
——首钢园区作为专题场馆，结合工业风
貌和奥运元素，打造特色场馆群，带来独
具特色的游历感和空间体验。

澳航計劃12月18日重啟國際航班

阿聯酋航空啟動全球招聘3,000人

江蘇首家本土蘇南瑞麗航空揭牌

南非航空走出破產、正式復航

Airlines Updates

2021年服貿會
「一會兩館」佈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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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TITION COOPETITION

從競爭中擴大合作
協力推動產業齒輪運轉、動能再起

 「合作」是疫情帶給我們

的重要學習之一，無論是對

抗病毒或經濟復蘇，都必須

仰賴群策群力，重振MICE

產業同樣如此。競爭不忘

合作，每個目的地與相關業

者都要做好準備，一起推

動產業齒輪及把區域大餅

做大，成長列車才會真正啟

動。

[ 鐘韻·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MICE產業要從疫情危機中恢復

並創造更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業者

必須共同應對什麼樣的挑戰?又能

通過哪些平臺，相互協助產業復蘇

並進一步成長？

泰 国 会 展 局（ T C E B）高 级 副 总 裁
Nichapa Yoswee认为，产业内的「合作」过
去一直悬在概念阶段，但随着新冠疫情推
动MICE产业发展出新维度和新理念，业
者也开始探讨新的合作方式，而此时更是  
MICE行业该协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和可
持续发展影响力的时候。 

澳大利亚会议局协会（AACB）首席执行
官Andrew Hiebl认为，各地会展局的发展
重心一直在「自家」附近，所需应对的挑战
也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区域内的政府限制和
支持。 

新西兰旅游局国际商务活动经理Leonie 
Ashford认为，会展产业的最大集体挑战
是博取政府的认可。她指出，MICE业者都
很善于对内宣讲，但却不懂得如何向业外
传达自身的价值。因此，如果各国MICE业
者能借着某平台，相互借鉴彼此的有效做
法，在竞争的同时协力让外界认识到MICE
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便能一同保护业务长
长久久。 

博悦咨询创办人姚红说道，中国大陆
的情况好转较其他地区来得早，会议、
展览、商务活动等已复苏约八成。但是，
MICE行业上下游包括竞争者合作推动产
业链在疫情重创后恢复，以及国内会议和
旅游局、政府和企业合作从确保各目的地
零疫情、服务标准化及在疫苗和保险方面

做好国际客人的保护工作，都是艰巨的任
务。 

MICE業者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標，

想要成功合作是否須具備一定的

條件或前提?

的确，MICE产业内的竞争对手通过合作
互利，能一同为产业成长做出贡献。但是，
产业内还分成许多细分行业，而各方所追
求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因此，把合作目
的及如何制定有效率的合作策略想清楚，
是M ICE产业内取得良好合作成果的前
提。 

集思会展事业群创办人及执行长叶泰民
表示，产业内合作总是好事。但在携手之
前，各方都应想清楚合作的目的和目标是
什么，因为MICE产业内各个细分行业（如
旅游局、专业会议组织者等）都有自己追
求的利益和目标。所以，大家想一同为未来
拉拢更多新生意？还是向政府争取更多资
源？产业内达成合作关系之前应先取得共
识。就政府资源而言，全球各地的政府都
预算有限。商务活动产业能如何辅助其他
产业从疫情中恢复？业者该据何理力争政
府对此产业加强投资？MICE产业争取的目
的及所能提供的回报是什么？问题想清楚
了，各方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從合作級別來看，MICE產業內

是個人合作、企業間合作、市級合

作還是國際合作較為有效？

叶泰民认为，应以市级合作的效率为最

高。他解释，若是国际间的旅游会展局合
作，往往各方需先花时间与市级部门找到
共同目标，接着再和其他国家的旅游会展
局进行沟通，最终才能投入共同努力发展
的项目。但市级合作，从沟通到启动便快
得多。如维也纳和巴塞罗那便在把大会吸
引到并留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取得了很好
的结果，为其他城市合作提供了范本。 

就专业会议组织行业的合作而言，他认
为，相关企业必须大范围向数字化转型，
才能迎合市场的未来需求。 

总结下来，MICE产业内不同行业有不同
的利益目标和合作方式;达到共识并制定
有效率的合作策略，才能取得良好、具体
的合作成果。

泰国会 议 展览局商务处高级副总 裁
Nichapa Yoswee说道，泰国较为幸运的
是，活动管理协会、展览业协会、奖励旅
游协会和大会协会等各种M ICE协会非
常活跃，而只要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
或某个协会有新的想法，相关方都能聚在
一起进行合作。他们近期最新的一项发想
是成立亚洲会议联盟，创始成员韩国、台
湾和马来西亚，旨在通过联合会议、协力
营销、旅游互通等方式强化亚太区内成员
国的MICE产业发展。 

她指出，泰国会议展览局不隶属于旅
游部，而是直属于总理办公室，这一点为
泰国M ICE会展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优
势。 

叶泰民提到，台湾在会展领域主要有两
大协会，一个聚焦大会，一个聚焦展览，两
者都相当积极与政府和行业沟通，推进行
业发展，台当局目前则以资金鼓励行业迎

在MICE產業受疫情重創之際，有學者開始

往通過不同產業相結合，為MICE帶來新收入

來源的方向進行腦力激蕩，並提出了將MICE

與郵輪及將MICE與電子遊戲相結合的建議。

在去年疫情导致MICE市场一夕崩塌的
刺激之下，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
新型城市中心的硕士生对MEV产业归零、
试验新项目、利用虚拟科技把活动推向全
球并加速实现未来盈利进行了脑力激荡，
并拟想出了MICE产业通过与其他概念相
结合，至2023年将会呈现出的新面貌。 

在他们所构思出的MICE发展新方向当

亞洲會議聯盟正式成立 開展區域會展合作

跨產業結合激發新創意 挖掘全新收入來源

Alliance

Cross-industry

合未来趋势，如举办虚拟和混合型的大会
和展览等，借以加强产业转型。 

那麼，亞太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

的MICE產業協會，可應用何種平

臺來進行跨國對話和扶持？

1.成立区域联盟促进产业发展
Nichapa Yoswee表示，「亚洲会议联盟」

计划面向区域内各地（非仅创始成员）的
企业活动从业者开放，以「互惠互利」为核
心的理念也已受其他地区会展局的认同。 
北京、上海、日本、新加坡及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地的会展局日后也有可能陆续加
入。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她指出，各地会展
局一同经历了许多挑战，也以强化产业未
来发展为共同目标，故而此时成立此联盟
可谓时机已然成熟。此外，由于旅游业对
东南亚各国都很重要，因此东盟经济理事
会也应成为推动区域内MICE产业发展的
重要平台。 
2.以国际层面进行同业合作

未来，Nichapa Yoswee认为，亚太地区
会展业有多种潜在合作方式，比如共同
使用经济影响计算器模型，及在PCMA、
IAEE、MPI 等行业协会的支持之下分享各
种研究、标准、专业场馆和人员认证等。而
新冠疫情后，特别是展览业的并购活动将
更为活跃，因此各国的本土MICE运营商都
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提高技能，准备好在
国际层面上与同业进行合作。 

从城市层面来看，泰国会议展览局正为
芭堤雅与另一亚洲城市牵线，未来两座城

市可各自寻找业务机遇，接着相互协助或
共同争取让活动在此二地之间轮流举行。 
3.知识共享，提供政府投资机会

Andrew Hiebl指出，目的地是业务的驱
动力，因此协会界应打造知识共享平台，
分享区域性知识、协力寻找本地化解决方
案，并努力通过各自政府机构创造能让目
的地繁荣发展的内部环境。 

另外，会展业也应该向政府提供投资机
会，而非要求政府进行资助，因为会展业
确实可以为多个经济领域提供发展机遇。
他认为，亚太地区的政府应针对一些优势
行业投资成立某种创新亚太大会，而不是
作茧自缚，仅以吸引国际大会为目标。毕竟
亚太地区比北美、欧洲都来得有规模，因
此各地应主动合作，打造在全球占席更大
的国际性活动，为区域性MICE产业发展
做好榜样。 
4.强化助力经济复苏的价值

姚红说道，中国的会展业者过往向政府
沟通时总是从旅游市场和目的地推广的角
度（比如为目的地带来了多少间夜）来表现
出MICE产业的价值。但特别是在经历了
疫情之后，业者较为凸显的是MICE行业能
如何真正助力经济复苏。此种转变展现出
了更高的MICE产业价值，也为业者提供了
更多可以着手设计的活动内容。 

同时，中国商务会展产业委员会中众多
PCO在和协会沟通的过程中也发现，由于
多数PCO都做过协会会议、展览和活动
管理，因此有越来越多协会希望PCO为协
会管理提供协助，以在后疫情时代生存下
去并达到财务平衡。这也显示了PCO的价
值，并为PCO行业朝协会管理公司（AMC）
业务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近日，亚洲会议联盟（Asia Convention 
Alliance，简称ACA）通过虚拟签署谅解
备忘录，正式宣布成立。该会议联盟是
一个旨在宣传会议活动行业和驱动会议
与商务活 动选 择到亚洲举办的全 新联
盟，其五个创始成员包括：泰国会议展览
局（TCEB）、泰国奖励旅游和会议协会
（TICA）、韩国首尔旅游发展局（STO）、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委员会（TAITRA）和马
来西亚会议与展会（MyCEB）。 

TCEB总裁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
先生表示，早在2020年12月，TCEB和TICA  
就首次提出了与其他亚洲同行结成联盟的
想法。亚洲会议联盟旨在帮助每个国家与
地区的当地专业会议组织者建立信心，并
准备好应对新冠疫情后的新需求，促使企

业和组织运用会议，收集先进的知识、了
解最新的技术和经验，以重新点燃专业人
士的热情，并刺激业务的增长。 

亚洲会议联盟呼吁互惠互利，加强成
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计划通过合作
项目，促进成员之间的业务发展和知识交
流，聚焦于恢复亚洲地区受到新冠疫情严
重打击的会议与商业活动行业，使之迈向
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全新联盟最
终目标是驱动更多区域性的会议在亚洲举
行，致力于主办和申办更多的国际会议，同
时，计划从2022年起，在成员之间轮流组
织联合性的大会，并且鼓励联盟中的每个
成员，邀请其他会议局加入联盟，成为成
员之一。 

TICA主席Sumate Sudasna先生指出，

TICA的会员涵盖全方位的奖励旅游和会
议供应商，其都是会议策划者可以与之合
作的专业可靠合作伙伴。TICA更是TCEB
和泰国会议行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
合作伙伴。未来，TICA准备与亚洲会议联
盟的每位成员分享自身资源和市场专业知
识。透过携手合作，他相信可以重启亚洲
会展业。 

ST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i Yon Kil先生
表示，通过该联盟可以进一步在亚洲城市
之间建立合作机会，并且在当今困难时期
为实现商业活动行业复苏迈出重要的一
步。STO将全力支持当地PCO企业与本地
和国际协会建立联系，同时，在长期合作
的基础上，追求举办更多国际会议，让当
地会议行业走向全球化。 

MyCEB首席执行官Dato' Sr i Abdul 
Khani Daud先生补充到，与联盟签署谅解
备忘录标志着成员目的地之间的独特伙伴
关系。MyCEB将致力于加强与联盟的合
作，同时，积极促进知识交流，以重建亚洲
地区的商业活动行业。他坚信，联盟成员
将共同从新冠疫情中反弹，并从国际市场
获得信心，成为值得信赖的目的地。 

TAITR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eonor F.M. 
Lin女士强调，作为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促
进组织，TAITRA很高兴加入亚洲会议联
盟并成为创始成员之一。面对新冠疫情艰
难时期，TAITRA确信此次合作对亚洲的
MICE行业大有裨益，并将使全球MICE行
业的专家有更多机会汇聚一堂。 

中，其中一种是将MICE与邮轮业相结合的
邮轮会议（Cruise-ferences）。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
市中心主任Poon King Wang介绍，新冠
疫情对MICE产业和邮轮产业都造成了巨
大冲击。由于一次能参加某场商务活动或
者邮轮活动的人数都有限，因此两者无论
是活动类型的数量还是营收都有所下滑。 
但将二者相结合，反倒可产生新的优势。 

他指出，在邮轮上举办业务活动，由于
环境封闭、低风险、相对安全，因此商务活
动能举办的形式就大幅增加。在此之上，
传统活动场地和传统邮轮旅游形式还都能
因此而进行创新，且参会者在努力工作结
束之后，也能好好放松、玩乐。盈利方面，
政府若能将分别扶持这两种产业都资金投
向二者相结合的项目，不仅能推动二者产
生协同作用，或许还能为减少政府的总体
产业扶持预算;另MICE和邮轮体验方式因
都有所拓展，业者也可挖掘出新的收入来
源。 

另一种是将MICE和电子游戏结合的娱
乐MICE（MICE Mischief）。若说前一种是
将两种受创产业结合，那么这一种可以说
是把MICE与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腾飞速度
发展的产业做结合。除了优化MICE活动效
果和买、卖家及参会者之间的关系之外，
MICE结合电子游戏科技还有助于减轻线
上会议参与者的倦怠感。 

Poon King Wang举例，在落地的大型活
动幕后，会议组织者可打造游戏平台，让参
与者在实体活动之外进行互动，使会议活
动的影响力由一次性改而成为全年无休。 
平台内容可涵盖游戏、研讨室、教育资源、
微课程等。由此，会议组织者便不再局限
于过往的角色定位，而能进化成为虚拟体
验设计师。 

他表示，将MICE和电子游戏产业相结
合，能使MICE行业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同时带来新的合作伙伴、创造新的工作机
会、触及新的受众及开创出新的收入来
源。 

疫情前已有越來越多企業選擇郵輪舉辦獎勵

旅遊，在越來越多國際郵輪公司陸續復航、甚

至公佈明年中國市場部署計劃，及政府給予扶

持之下，在郵輪上舉辦各種商務活動可望成為

疫后另一項商機。

以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為例，其日前發

佈2022年最新中國市場部署計劃。皇家加

勒比亞洲最新最大豪華遊輪「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將繼續在香港、天

津、上海三大核心母港的部署，多種航線行程

預計將為全域賓客帶來精彩度假體驗。

此外，政府亦從政策面展現對郵輪產業的支

持，如近日由廈門港口管理局聯合廈門市文化

和旅遊局、廈門市財政局印發《關于進一步促

進郵輪旅遊業發展的扶持意見》。《意見》按

始發港航線和訪問港航線分類明確扶持標準，

將從國家正式通知郵輪復航之日起實施，有效

期一年。

根據《意見》規定，在始發港航線方面，對

招徠旅客從廈門郵輪母港出境旅遊的郵輪公司

或包船企業，按自然年度累計出境旅客人數給

予補貼，標準為5,000人(含)至5萬人部分200元

/人，5萬人(含)以上部分250元/人；對使用或

引進5萬總噸(含)及以上郵輪，和包船企業另有

補貼標準。

Cruise
商機:在郵輪上舉辦商務活動

> 亞洲會議聯盟正式成立，五個創始成員：泰國會議展覽局(TCEB)、泰國獎勵旅遊和會議協會(TICA)、韓國首爾旅遊發展局(STO)、臺灣對外貿 

   易發展委員會(TAITRA)和馬來西亞會議與展覽局(MyCEB)，以線上形式簽署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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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競爭中擴大合作
協力推動產業齒輪運轉、動能再起

 「合作」是疫情帶給我們

的重要學習之一，無論是對

抗病毒或經濟復蘇，都必須

仰賴群策群力，重振MICE

產業同樣如此。競爭不忘

合作，每個目的地與相關業

者都要做好準備，一起推

動產業齒輪及把區域大餅

做大，成長列車才會真正啟

動。

[ 鐘韻·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MICE產業要從疫情危機中恢復

並創造更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業者

必須共同應對什麼樣的挑戰?又能

通過哪些平臺，相互協助產業復蘇

並進一步成長？

泰 国 会 展 局（ T C E B）高 级 副 总 裁
Nichapa Yoswee认为，产业内的「合作」过
去一直悬在概念阶段，但随着新冠疫情推
动MICE产业发展出新维度和新理念，业
者也开始探讨新的合作方式，而此时更是  
MICE行业该协力加强对经济、社会和可
持续发展影响力的时候。 

澳大利亚会议局协会（AACB）首席执行
官Andrew Hiebl认为，各地会展局的发展
重心一直在「自家」附近，所需应对的挑战
也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区域内的政府限制和
支持。 

新西兰旅游局国际商务活动经理Leonie 
Ashford认为，会展产业的最大集体挑战
是博取政府的认可。她指出，MICE业者都
很善于对内宣讲，但却不懂得如何向业外
传达自身的价值。因此，如果各国MICE业
者能借着某平台，相互借鉴彼此的有效做
法，在竞争的同时协力让外界认识到MICE
行业的社会影响力，便能一同保护业务长
长久久。 

博悦咨询创办人姚红说道，中国大陆
的情况好转较其他地区来得早，会议、
展览、商务活动等已复苏约八成。但是，
MICE行业上下游包括竞争者合作推动产
业链在疫情重创后恢复，以及国内会议和
旅游局、政府和企业合作从确保各目的地
零疫情、服务标准化及在疫苗和保险方面

做好国际客人的保护工作，都是艰巨的任
务。 

MICE業者各自追求不同的目標，

想要成功合作是否須具備一定的

條件或前提?

的确，MICE产业内的竞争对手通过合作
互利，能一同为产业成长做出贡献。但是，
产业内还分成许多细分行业，而各方所追
求的利益和目标各不相同。因此，把合作目
的及如何制定有效率的合作策略想清楚，
是M ICE产业内取得良好合作成果的前
提。 

集思会展事业群创办人及执行长叶泰民
表示，产业内合作总是好事。但在携手之
前，各方都应想清楚合作的目的和目标是
什么，因为MICE产业内各个细分行业（如
旅游局、专业会议组织者等）都有自己追
求的利益和目标。所以，大家想一同为未来
拉拢更多新生意？还是向政府争取更多资
源？产业内达成合作关系之前应先取得共
识。就政府资源而言，全球各地的政府都
预算有限。商务活动产业能如何辅助其他
产业从疫情中恢复？业者该据何理力争政
府对此产业加强投资？MICE产业争取的目
的及所能提供的回报是什么？问题想清楚
了，各方才能采取实际行动。 

從合作級別來看，MICE產業內

是個人合作、企業間合作、市級合

作還是國際合作較為有效？

叶泰民认为，应以市级合作的效率为最

高。他解释，若是国际间的旅游会展局合
作，往往各方需先花时间与市级部门找到
共同目标，接着再和其他国家的旅游会展
局进行沟通，最终才能投入共同努力发展
的项目。但市级合作，从沟通到启动便快
得多。如维也纳和巴塞罗那便在把大会吸
引到并留在这两座城市之间，取得了很好
的结果，为其他城市合作提供了范本。 

就专业会议组织行业的合作而言，他认
为，相关企业必须大范围向数字化转型，
才能迎合市场的未来需求。 

总结下来，MICE产业内不同行业有不同
的利益目标和合作方式;达到共识并制定
有效率的合作策略，才能取得良好、具体
的合作成果。

泰国会 议 展览局商务处高级副总 裁
Nichapa Yoswee说道，泰国较为幸运的
是，活动管理协会、展览业协会、奖励旅
游协会和大会协会等各种M ICE协会非
常活跃，而只要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
或某个协会有新的想法，相关方都能聚在
一起进行合作。他们近期最新的一项发想
是成立亚洲会议联盟，创始成员韩国、台
湾和马来西亚，旨在通过联合会议、协力
营销、旅游互通等方式强化亚太区内成员
国的MICE产业发展。 

她指出，泰国会议展览局不隶属于旅
游部，而是直属于总理办公室，这一点为
泰国M ICE会展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优
势。 

叶泰民提到，台湾在会展领域主要有两
大协会，一个聚焦大会，一个聚焦展览，两
者都相当积极与政府和行业沟通，推进行
业发展，台当局目前则以资金鼓励行业迎

在MICE產業受疫情重創之際，有學者開始

往通過不同產業相結合，為MICE帶來新收入

來源的方向進行腦力激蕩，並提出了將MICE

與郵輪及將MICE與電子遊戲相結合的建議。

在去年疫情导致MICE市场一夕崩塌的
刺激之下，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
新型城市中心的硕士生对MEV产业归零、
试验新项目、利用虚拟科技把活动推向全
球并加速实现未来盈利进行了脑力激荡，
并拟想出了MICE产业通过与其他概念相
结合，至2023年将会呈现出的新面貌。 

在他们所构思出的MICE发展新方向当

亞洲會議聯盟正式成立 開展區域會展合作

跨產業結合激發新創意 挖掘全新收入來源

Alliance

Cross-industry

合未来趋势，如举办虚拟和混合型的大会
和展览等，借以加强产业转型。 

那麼，亞太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

的MICE產業協會，可應用何種平

臺來進行跨國對話和扶持？

1.成立区域联盟促进产业发展
Nichapa Yoswee表示，「亚洲会议联盟」

计划面向区域内各地（非仅创始成员）的
企业活动从业者开放，以「互惠互利」为核
心的理念也已受其他地区会展局的认同。 
北京、上海、日本、新加坡及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等地的会展局日后也有可能陆续加
入。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她指出，各地会展
局一同经历了许多挑战，也以强化产业未
来发展为共同目标，故而此时成立此联盟
可谓时机已然成熟。此外，由于旅游业对
东南亚各国都很重要，因此东盟经济理事
会也应成为推动区域内MICE产业发展的
重要平台。 
2.以国际层面进行同业合作

未来，Nichapa Yoswee认为，亚太地区
会展业有多种潜在合作方式，比如共同
使用经济影响计算器模型，及在PCMA、
IAEE、MPI 等行业协会的支持之下分享各
种研究、标准、专业场馆和人员认证等。而
新冠疫情后，特别是展览业的并购活动将
更为活跃，因此各国的本土MICE运营商都
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提高技能，准备好在
国际层面上与同业进行合作。 

从城市层面来看，泰国会议展览局正为
芭堤雅与另一亚洲城市牵线，未来两座城

市可各自寻找业务机遇，接着相互协助或
共同争取让活动在此二地之间轮流举行。 
3.知识共享，提供政府投资机会

Andrew Hiebl指出，目的地是业务的驱
动力，因此协会界应打造知识共享平台，
分享区域性知识、协力寻找本地化解决方
案，并努力通过各自政府机构创造能让目
的地繁荣发展的内部环境。 

另外，会展业也应该向政府提供投资机
会，而非要求政府进行资助，因为会展业
确实可以为多个经济领域提供发展机遇。
他认为，亚太地区的政府应针对一些优势
行业投资成立某种创新亚太大会，而不是
作茧自缚，仅以吸引国际大会为目标。毕竟
亚太地区比北美、欧洲都来得有规模，因
此各地应主动合作，打造在全球占席更大
的国际性活动，为区域性MICE产业发展
做好榜样。 
4.强化助力经济复苏的价值

姚红说道，中国的会展业者过往向政府
沟通时总是从旅游市场和目的地推广的角
度（比如为目的地带来了多少间夜）来表现
出MICE产业的价值。但特别是在经历了
疫情之后，业者较为凸显的是MICE行业能
如何真正助力经济复苏。此种转变展现出
了更高的MICE产业价值，也为业者提供了
更多可以着手设计的活动内容。 

同时，中国商务会展产业委员会中众多
PCO在和协会沟通的过程中也发现，由于
多数PCO都做过协会会议、展览和活动
管理，因此有越来越多协会希望PCO为协
会管理提供协助，以在后疫情时代生存下
去并达到财务平衡。这也显示了PCO的价
值，并为PCO行业朝协会管理公司（AMC）
业务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近日，亚洲会议联盟（Asia Convention 
Alliance，简称ACA）通过虚拟签署谅解
备忘录，正式宣布成立。该会议联盟是
一个旨在宣传会议活动行业和驱动会议
与商务活 动选 择到亚洲举办的全 新联
盟，其五个创始成员包括：泰国会议展览
局（TCEB）、泰国奖励旅游和会议协会
（TICA）、韩国首尔旅游发展局（STO）、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委员会（TAITRA）和马
来西亚会议与展会（MyCEB）。 

TCEB总裁Chiruit Isarangkun Na Ayuthaya
先生表示，早在2020年12月，TCEB和TICA  
就首次提出了与其他亚洲同行结成联盟的
想法。亚洲会议联盟旨在帮助每个国家与
地区的当地专业会议组织者建立信心，并
准备好应对新冠疫情后的新需求，促使企

业和组织运用会议，收集先进的知识、了
解最新的技术和经验，以重新点燃专业人
士的热情，并刺激业务的增长。 

亚洲会议联盟呼吁互惠互利，加强成
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同时，计划通过合作
项目，促进成员之间的业务发展和知识交
流，聚焦于恢复亚洲地区受到新冠疫情严
重打击的会议与商业活动行业，使之迈向
可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全新联盟最
终目标是驱动更多区域性的会议在亚洲举
行，致力于主办和申办更多的国际会议，同
时，计划从2022年起，在成员之间轮流组
织联合性的大会，并且鼓励联盟中的每个
成员，邀请其他会议局加入联盟，成为成
员之一。 

TICA主席Sumate Sudasna先生指出，

TICA的会员涵盖全方位的奖励旅游和会
议供应商，其都是会议策划者可以与之合
作的专业可靠合作伙伴。TICA更是TCEB
和泰国会议行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长期
合作伙伴。未来，TICA准备与亚洲会议联
盟的每位成员分享自身资源和市场专业知
识。透过携手合作，他相信可以重启亚洲
会展业。 

ST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Ki Yon Kil先生
表示，通过该联盟可以进一步在亚洲城市
之间建立合作机会，并且在当今困难时期
为实现商业活动行业复苏迈出重要的一
步。STO将全力支持当地PCO企业与本地
和国际协会建立联系，同时，在长期合作
的基础上，追求举办更多国际会议，让当
地会议行业走向全球化。 

MyCEB首席执行官Dato' Sr i Abdul 
Khani Daud先生补充到，与联盟签署谅解
备忘录标志着成员目的地之间的独特伙伴
关系。MyCEB将致力于加强与联盟的合
作，同时，积极促进知识交流，以重建亚洲
地区的商业活动行业。他坚信，联盟成员
将共同从新冠疫情中反弹，并从国际市场
获得信心，成为值得信赖的目的地。 

TAITR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Leonor F.M. 
Lin女士强调，作为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促
进组织，TAITRA很高兴加入亚洲会议联
盟并成为创始成员之一。面对新冠疫情艰
难时期，TAITRA确信此次合作对亚洲的
MICE行业大有裨益，并将使全球MICE行
业的专家有更多机会汇聚一堂。 

中，其中一种是将MICE与邮轮业相结合的
邮轮会议（Cruise-ferences）。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
市中心主任Poon King Wang介绍，新冠
疫情对MICE产业和邮轮产业都造成了巨
大冲击。由于一次能参加某场商务活动或
者邮轮活动的人数都有限，因此两者无论
是活动类型的数量还是营收都有所下滑。 
但将二者相结合，反倒可产生新的优势。 

他指出，在邮轮上举办业务活动，由于
环境封闭、低风险、相对安全，因此商务活
动能举办的形式就大幅增加。在此之上，
传统活动场地和传统邮轮旅游形式还都能
因此而进行创新，且参会者在努力工作结
束之后，也能好好放松、玩乐。盈利方面，
政府若能将分别扶持这两种产业都资金投
向二者相结合的项目，不仅能推动二者产
生协同作用，或许还能为减少政府的总体
产业扶持预算;另MICE和邮轮体验方式因
都有所拓展，业者也可挖掘出新的收入来
源。 

另一种是将MICE和电子游戏结合的娱
乐MICE（MICE Mischief）。若说前一种是
将两种受创产业结合，那么这一种可以说
是把MICE与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腾飞速度
发展的产业做结合。除了优化MICE活动效
果和买、卖家及参会者之间的关系之外，
MICE结合电子游戏科技还有助于减轻线
上会议参与者的倦怠感。 

Poon King Wang举例，在落地的大型活
动幕后，会议组织者可打造游戏平台，让参
与者在实体活动之外进行互动，使会议活
动的影响力由一次性改而成为全年无休。 
平台内容可涵盖游戏、研讨室、教育资源、
微课程等。由此，会议组织者便不再局限
于过往的角色定位，而能进化成为虚拟体
验设计师。 

他表示，将MICE和电子游戏产业相结
合，能使MICE行业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同时带来新的合作伙伴、创造新的工作机
会、触及新的受众及开创出新的收入来
源。 

疫情前已有越來越多企業選擇郵輪舉辦獎勵

旅遊，在越來越多國際郵輪公司陸續復航、甚

至公佈明年中國市場部署計劃，及政府給予扶

持之下，在郵輪上舉辦各種商務活動可望成為

疫后另一項商機。

以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為例，其日前發

佈2022年最新中國市場部署計劃。皇家加

勒比亞洲最新最大豪華遊輪「海洋光譜號」

（Spectrum of the Seas）將繼續在香港、天

津、上海三大核心母港的部署，多種航線行程

預計將為全域賓客帶來精彩度假體驗。

此外，政府亦從政策面展現對郵輪產業的支

持，如近日由廈門港口管理局聯合廈門市文化

和旅遊局、廈門市財政局印發《關于進一步促

進郵輪旅遊業發展的扶持意見》。《意見》按

始發港航線和訪問港航線分類明確扶持標準，

將從國家正式通知郵輪復航之日起實施，有效

期一年。

根據《意見》規定，在始發港航線方面，對

招徠旅客從廈門郵輪母港出境旅遊的郵輪公司

或包船企業，按自然年度累計出境旅客人數給

予補貼，標準為5,000人(含)至5萬人部分200元

/人，5萬人(含)以上部分250元/人；對使用或

引進5萬總噸(含)及以上郵輪，和包船企業另有

補貼標準。

Cruise
商機:在郵輪上舉辦商務活動

> 亞洲會議聯盟正式成立，五個創始成員：泰國會議展覽局(TCEB)、泰國獎勵旅遊和會議協會(TICA)、韓國首爾旅遊發展局(STO)、臺灣對外貿 

   易發展委員會(TAITRA)和馬來西亞會議與展覽局(MyCEB)，以線上形式簽署諒解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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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認為，一旦通關，香港有世界一流的軟硬體設施，有經驗豐富且思路靈活及拼博力極

強的專業業者，預計會議展覽業務將發生井噴式成長。

  香港繼第二季實體展覽成功

吸引逾百萬人次到場，第三季

度的展覽活動數量又出現翻

倍的增長，提振了香港會展業

對重拾往日榮景的信心。惟目

前尚欠東風，仍待邊境重啟，

業者估計，只要香港的國際大

門能再開啟、國際展覽及海外

展商與買家能再重回香港，香

港會議展覽業務必將展現井

噴式成長。

DESTINATION-HONG KONG DESTINATION-HONG KONG

香港會展業重拾朝氣 
井噴式成長只待國際大門開啟
近日，香港多个大型展览反应热烈，

表明香港已准备好举办大型商业活
动，也为展览行业注入强心针。继第二季
度的实体活动热潮，香港第三季度展览活
动加倍精彩，约有超过30场展览陆续上
演，数量比第二季度增加近一倍。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社会经
济活动逐渐复苏。于今年7月回归的「香
港书展」属本地最大型的年度展会，七日
吸引了超过83万人次入场，约为疫情前的 
85%，不但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和妥善安排
展示了新标准，也呈现出重拾朝气的香港
会展行业，更为实体公众展览与第三季度
会展业揭开序幕。接下来，贸发局将继续
筹备更多精彩展览，尤其是在新常态下积
极推动商贸发展。 

果然，香港展览业在第三季度的气氛更
见活跃，更多备受瞩目的大型活动计划于
第三季度展开。当中，2021工展会购物节、
狗狗夏日玩乐展于8月在亚洲国际博览馆
首度登场。第16届商务会奖旅游展及第35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由Informa Markets主
办的亚洲顶尖国际食品餐饮及酒店设备展
（HOFEX）和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以及
香港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则分别在7月和9
月会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陆续举行。 

当中，两年一度的亚洲顶尖国际食品餐
饮及酒店设备展（HOFEX）连同国际葡
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亚洲天然及有机
博览，以及亚洲零售论坛暨博览会于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成为为香港今年首个
及唯一的行业商贸展览，以及香港特区政
府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四
个展会预计吸引了超过3万名来自香港和
世界各地的贸易买家，通过面对面和线上
的方式，与大约1,000个餐饮、酒店和零售
等参展品牌建立联系、分享资源和开展业
务。 

而为确保海外专才于疫情期间也能于
线上捕捉潜在商机，HOFEX、国际葡萄
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及亚洲天然及有机博
览将首次采用线上线下并行模式，结合线
上商贸配对服务及实体贸易展，提供无缝
的线上线下展会体验。 

科技盛事重返香港備受矚目

值得注意的是，RISE作为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科技界盛事之一，将于明年3月重
临香港，于2022年3月14至 17日在亚洲国
际博览馆举办线下实体会议，并锁定香港
为活动未来5年的举办城市。此亚洲最大
型的科技界活动，多年来吸引逾万位来自
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初创企业及
投资者参与，对香港会展业复苏有巨大意
义。 

Web Summit 及 RISE 峰会创办人及行政
总裁Paddy Cosgrave表示：「我们非常感激
香港以往5年对RISE的支持，故此非常期
待于2022年重新在香港举办实体活动。自
RISE于2015年在香港举办以来，我们见证
区内科技及初创经济发展愈趋蓬勃。」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表示：「我们非
常欢迎RISE会议未来5年重临香港，相信
本港顶级的硬件及场地设施、便利的营商
环境及独特旅游体验，是吸引国际商业活
动来港的主要因素，加上香港位处粤港澳
大湾区的优越位置，定能有助活动参与者
把握区内的机遇。本港各界均已积极提升
卫生防疫安全，旅发局亦会致力巩固香港
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  

亚洲国际博览馆主席吴自淇先生补充：
「未来5年举办RISE会议，对本港会展业
复苏有巨大意义，亦意味国际级会展活动
将重临香港。我们会一如以往，采取严谨
的防疫措施及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主办机

构紧密合作，确保各项大型活动得以成功
举行，展现香港会展枢纽的形象，吸引更
多国际活动来港。」 

此外，香港两大场馆也都在推进升级
工程。亚洲国际博览馆行政总裁陈芳盈指
出，亚洲国际博览馆斥资6亿港元，正在进
行翻新工程，全面改进展馆设施、订立新
标准，包括提升网络科技，成为香港会展
行业中首个提供Wi-Fi 6的场地。其他亮点
还包括：投资引入「流动直播室」，内有独
立照明及电力装置，可按需要移动至任何

地点，灵活配合多元化活动的需要;以及亚
博馆的所有洗手设施已安装Ozone净水消
毒系统，能有效针对洁手、清洁器皿或设
施表面即时杀菌。 

另一方面，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除了配备
了高科技的Harbour Studio，让网上活动
可于壮丽的维多利亚港景致前举行，「会
展中心五年设施提升工程」正逐步进行
中，为活动策划者、参展商和访客提供更
优质、高效的服务。

（提供/AWE）

（提供/AWE）

[ 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訪港旅客統計

香港第四季實體展覽摘要

市場                    2021年8月                  2021年1~8月   

日期                                                             展覽

*以上8月統計為暫定數字，仍待最終公佈。

** 2021年1~7月香港酒店入住率為57%，同比成長16%。

內    地                  8,523（+266.9%）        39,090（-98.5%）

非內地                  2,288（+7.6%）        14,136（-98.3%）

  長    途                  770（-3.1%）                     5,529（-98.3%）

  短    途                  1,031（+23.2%）        5,529（-98.3%）

 新市場                  318（-11.2%）         2,201（-95.8%）

總    計                  10,811（+143%）        53,226（-98.5%）

2021年10月5~6日                      ReThink 2021

2021年10月8~11日                     典亞藝博2021

2021年11月3~6日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21

2021年11月4~6日                    國際物業管理及採購博覽

2021年11月5~7日                    香港婚紗展暨結婚博覽2021

2021年11月10~12日                   香港國際眼鏡展

2021年11月11~13日                   香港國際美酒展

2021年11月25~28日                   JMA香港國際珠寶節

2021年12月8~10日                   學與教博覽會2021

2021年12月24~27日                      第21屆香港家居潮流博覽數碼生活及車 

                                                        品博覽

2021年12月24~28日                   第19屆香港冬日美食節

2021年12月28~31日                   香港國際生物科技展

2021年12月1~5日                                香港國際汽車博覽IMXHK 2021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3日       跨年有折祭202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香港的展览活动
众多，不过，香港旅行社业者和会展业者
都聚焦于边境开放措施何时能实施。对会
展活动充满期待的港中旅京华国际旅行社
副总经理计宪指出，其实香港作为亚洲国
际都会，一直在示范会议及展览业如何迅
速适应新常态，为未来的活动重新定位。
可以说，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香港不断蜕
变发展，持续勤奋拼搏。他认为，香港边境
一旦重启，肯定可以吸引活动主办者及旅
客到访进行香港商贸之旅。 

最近疫情缓和，一些会议展览活动已纷
纷有限度恢复或开展。计宪举例说，其公
司正在运作九月份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办的一个会议项目。由于通关受限，令很
多内地和海外的客户望洋兴叹。虽然此次
会议规模小了，参与人数仅仅五佰余人，但
却是业务恢复的一个先兆。一旦通关，香
港有世界一流、举办国际会议展览的软硬
件设施，有经验丰富且思路灵活及拼博力
极强的专业业内人士、有海内外对可预见
蓬勃发展之香港市场的渴求，预计会议展
览业务将发生井喷式增长。像是9月23日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辛亥革命110周
年会议，如果海外 、内地客人可参与，有望
成为几千人的大型会议。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认
为，本地会展已有所恢复，但国际展览业
仍处于冰封之中。2019年下半年至今，国际
展览业已停顿一年有余，9~10月本是国际
会展传统旺季，因开关边境时间不明朗，
现仍然看不见曙光。国际会展业对本地经
济贡献极大，与航空、酒店、主业为MICE
的旅行社密切相关。鉴于疫情现已缓和，
希望政府能看到国际会展行业的难处，如
参照其豁免金融业合资格人士强制检疫要
求的做法，考虑放宽赴港参与展览活动之
海外及内地参展商的检疫措施，以便国际
展览能尽快恢复。

一名 香 港 会展 业 者 坦 承，从今 年 的
HOFEX展览来看，现场少了外国来香港

内地及澳门居民可望因回港易、来港易
计划而免于强制隔离。「回港易」已于9月8
日凌晨起全面恢复，适用内地全境及澳门

業者呼籲邊境開放措施 維護香港產業優勢

內地及澳門居民赴港可免隔離

Agents’Talk

Travel Scheme

的人士参与，凸显出香港在吸引商务人士
与扮演国际贸易平台上的优势正在流失。 
他期望香港能尽快开放商务人士出席当地
MLS活动，不再受入境限制及强制检疫措
施影响，以便让更多企业顺利推进采购计
划，提升香港MICE目的地形象。另一名香
港旅行社业者说，香港第三季上演许多展
览，但是对旅行社的业务来说，没什么影
响，现阶段只能聚焦本地业务。 

主辦機構受惠資助計劃有限

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Stuart Bailey
表示，受入境限制和防疫措施的影响，自
2020年2月起国际商贸活动几乎「清零」，
香港展览会议业陷冰封。2018年为香港带
来超过港币580亿元经济贡献的展览业自
此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本地消费
展览能够重启。然而，香港政府的资助计
划只能在展览和会议复办时才能为业界
提供支持，对主办机构来说，暂时仍遥遥
无期。香港本地展览会议业界在疫情影响
下，正处在生死存亡边缘。 

因此，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敦促政府救
亡，将「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会议展览业资
助计划，重新进行资源调配，并为业界及
相关服务提供商提供即时及适切的财政支
持。同时，制定放宽符合资格海外商务人
士入境强制隔离安排的路线图，好让国际
商贸展览的主办机构能预早计划海外参展
商和买家的招募行动。相关措施的延误将
导致香港失去一直以来的竞争优势，并流
失重要的国际活动，迫其移至其他国家城
市。 

香港政府的资助计划总额为港币10亿2
千万元，当中港币6亿2千万元是用来资助
私营主办机构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亚洲
国际博览馆内举办展览及国际会议的百分
百场租，至2022 年6月底为止。然而，在严
格的岀入境限制及强制隔离措施之下，活
动主办机构根本无法招募海外参展商和买

家参与在香港举办的展览及会议活动。 
因此，这些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至2022
年，故此这些主办机构实际上未能受惠于
资助计划。截至2021年6月30日，只有42个
展览合共领取了约港币9千7 百万元的资
助。 

四成半業者面臨倒閉風險险

根据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最新会员调
查，生意损失方面，自2020年2月起已有多
达136个展览及会议取消或延期，这些活
动原预计可吸引超过9.9万家参展商和超过
480万名访客参与。93%受访者称2019新型
冠状病毒对其业务带来严重或非常严重的
打击。所有受访者预期2021年将会出现亏
损，当中37%受访主办机构及29%受访非
主办机构预期生意损失将会超过5千万港
元。 

就强制隔离措施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来
看，所有受访主办机构称为海外活动参加
者提供免隔离出入境安排，对于能否成
功举办活动至关重要。75%于香港举办国
际活动的受访主办机构表示，若香港的岀
入境限制于2021年年底前仍未撤销，他们

会把国际活动由香港迁移至其他国家。  
45%受访者指出，若现行的岀入境限制持
续至2021年年底，或于2021年年底前未能
得到任何财政支持，其公司将于12 个月内
面临倒闭。也就是说，多达四成半的业界
公司恐将于12个月内面临倒闭。 

另外，受访者称政府提供的支持有限。 
55%受访主办机构表示由于无法举办国际
展览及会议，故未能受惠于政府的资助计
划。65%受访非主办机构称政府于2020年
推出的两轮「防疫抗疫基金」未能为他们
提供足够支持，因为当中并没有为承办商、
物流及服务提供商提供直接资助 ;「防疫
抗疫基金」的资助未能涵盖高昂的营运成
本和仓务租金。

特区;「来港易」则自9月15日起实施，广东
及澳门的非香港居民抵港，可豁免14天强
制检疫隔离措施。 

鉴于港澳及内地新冠病毒病疫情已趋平
稳，港府宣布自9月8日起恢复从广东省以
外其他内地地区及澳门通过「回港易」计
划返港豁免检疫安排。由9月8日起，身处
广东省以外内地其他省市及澳门的香港居
民，只要符合「回港易」计划下的所有指明
条件，包括在回港前的14天（不包括该人士
在内地或澳门根据当地的要求而须完成的

强制检疫期）不曾到过香港、内地或澳门
以外的其他地区，以及任何载列于「回港
易」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的地区，
回港时可免去须接受14天强制检疫的安
排。 

为确保香港居民能按「回港易」计划逐
步有序回港，恢复后的「回港易」计划仍会
采取指定口岸和指定人数的配额安排，即
每日入境香港的名额为深圳湾口岸3,000
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2,000个、香港国
际机场1,000个。 

此外，港府于9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
划，目前容许广东及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免
检疫赴港，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
每日名额各1,000人，有关人士入境时须持

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接受定
期病毒检测;赴港前须先进行网上预约。 

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Stuart Bailey
则期望政府能进一步向已接种疫苗的商务
旅客，提出安全重新开放边境的计划。他
指出，会议和展览行业需要很长时间组织
大型活动，因此需要更清楚地了解该如何
摆脱当今危机。例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欢迎已接种完疫苗的无新冠病毒商务
旅客返回香港？目前已看到其他城市宣布
安全开放边界计划，然而，香港至今仍处
于孤立状态，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即使
展览和会议业界已准备好，并愿意与香港
政府合作，但这种情况何时会结束仍是未
知。

37%

29%

75%

55%

受訪非主辦機構
預期2021生意損失將會超過5千
萬港元

受訪主辦機構
預期2021生意損失將會超過5千
萬港元

受訪主辦機構
因無法舉辦國際展覽及會議，
故未能受惠于政府的資助計劃

若香港的出入境限制于2021年

年底前仍未撤銷，75%受訪國

際活動主辦機構會把國際活動

由香港遷移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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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認為，一旦通關，香港有世界一流的軟硬體設施，有經驗豐富且思路靈活及拼博力極

強的專業業者，預計會議展覽業務將發生井噴式成長。

  香港繼第二季實體展覽成功

吸引逾百萬人次到場，第三季

度的展覽活動數量又出現翻

倍的增長，提振了香港會展業

對重拾往日榮景的信心。惟目

前尚欠東風，仍待邊境重啟，

業者估計，只要香港的國際大

門能再開啟、國際展覽及海外

展商與買家能再重回香港，香

港會議展覽業務必將展現井

噴式成長。

DESTINATION-HONG KONG DESTINATION-HONG KONG

香港會展業重拾朝氣 
井噴式成長只待國際大門開啟
近日，香港多个大型展览反应热烈，

表明香港已准备好举办大型商业活
动，也为展览行业注入强心针。继第二季
度的实体活动热潮，香港第三季度展览活
动加倍精彩，约有超过30场展览陆续上
演，数量比第二季度增加近一倍。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社会经
济活动逐渐复苏。于今年7月回归的「香
港书展」属本地最大型的年度展会，七日
吸引了超过83万人次入场，约为疫情前的 
85%，不但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和妥善安排
展示了新标准，也呈现出重拾朝气的香港
会展行业，更为实体公众展览与第三季度
会展业揭开序幕。接下来，贸发局将继续
筹备更多精彩展览，尤其是在新常态下积
极推动商贸发展。 

果然，香港展览业在第三季度的气氛更
见活跃，更多备受瞩目的大型活动计划于
第三季度展开。当中，2021工展会购物节、
狗狗夏日玩乐展于8月在亚洲国际博览馆
首度登场。第16届商务会奖旅游展及第35
届香港国际旅游展、由Informa Markets主
办的亚洲顶尖国际食品餐饮及酒店设备展
（HOFEX）和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以及
香港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则分别在7月和9
月会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陆续举行。 

当中，两年一度的亚洲顶尖国际食品餐
饮及酒店设备展（HOFEX）连同国际葡
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亚洲天然及有机
博览，以及亚洲零售论坛暨博览会于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成为为香港今年首个
及唯一的行业商贸展览，以及香港特区政
府会议展览业资助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四
个展会预计吸引了超过3万名来自香港和
世界各地的贸易买家，通过面对面和线上
的方式，与大约1,000个餐饮、酒店和零售
等参展品牌建立联系、分享资源和开展业
务。 

而为确保海外专才于疫情期间也能于
线上捕捉潜在商机，HOFEX、国际葡萄
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及亚洲天然及有机博
览将首次采用线上线下并行模式，结合线
上商贸配对服务及实体贸易展，提供无缝
的线上线下展会体验。 

科技盛事重返香港備受矚目

值得注意的是，RISE作为全球最具影
响力的科技界盛事之一，将于明年3月重
临香港，于2022年3月14至 17日在亚洲国
际博览馆举办线下实体会议，并锁定香港
为活动未来5年的举办城市。此亚洲最大
型的科技界活动，多年来吸引逾万位来自
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初创企业及
投资者参与，对香港会展业复苏有巨大意
义。 

Web Summit 及 RISE 峰会创办人及行政
总裁Paddy Cosgrave表示：「我们非常感激
香港以往5年对RISE的支持，故此非常期
待于2022年重新在香港举办实体活动。自
RISE于2015年在香港举办以来，我们见证
区内科技及初创经济发展愈趋蓬勃。」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博士表示：「我们非
常欢迎RISE会议未来5年重临香港，相信
本港顶级的硬件及场地设施、便利的营商
环境及独特旅游体验，是吸引国际商业活
动来港的主要因素，加上香港位处粤港澳
大湾区的优越位置，定能有助活动参与者
把握区内的机遇。本港各界均已积极提升
卫生防疫安全，旅发局亦会致力巩固香港
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  

亚洲国际博览馆主席吴自淇先生补充：
「未来5年举办RISE会议，对本港会展业
复苏有巨大意义，亦意味国际级会展活动
将重临香港。我们会一如以往，采取严谨
的防疫措施及提供优质的服务，与主办机

构紧密合作，确保各项大型活动得以成功
举行，展现香港会展枢纽的形象，吸引更
多国际活动来港。」 

此外，香港两大场馆也都在推进升级
工程。亚洲国际博览馆行政总裁陈芳盈指
出，亚洲国际博览馆斥资6亿港元，正在进
行翻新工程，全面改进展馆设施、订立新
标准，包括提升网络科技，成为香港会展
行业中首个提供Wi-Fi 6的场地。其他亮点
还包括：投资引入「流动直播室」，内有独
立照明及电力装置，可按需要移动至任何

地点，灵活配合多元化活动的需要;以及亚
博馆的所有洗手设施已安装Ozone净水消
毒系统，能有效针对洁手、清洁器皿或设
施表面即时杀菌。 

另一方面，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除了配备
了高科技的Harbour Studio，让网上活动
可于壮丽的维多利亚港景致前举行，「会
展中心五年设施提升工程」正逐步进行
中，为活动策划者、参展商和访客提供更
优质、高效的服务。

（提供/AWE）

（提供/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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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港旅客統計

香港第四季實體展覽摘要

市場                    2021年8月                  2021年1~8月   

日期                                                             展覽

*以上8月統計為暫定數字，仍待最終公佈。

** 2021年1~7月香港酒店入住率為57%，同比成長16%。

內    地                  8,523（+266.9%）        39,090（-98.5%）

非內地                  2,288（+7.6%）        14,136（-98.3%）

  長    途                  770（-3.1%）                     5,529（-98.3%）

  短    途                  1,031（+23.2%）        5,529（-98.3%）

 新市場                  318（-11.2%）         2,201（-95.8%）

總    計                  10,811（+143%）        53,226（-98.5%）

2021年10月5~6日                      ReThink 2021

2021年10月8~11日                     典亞藝博2021

2021年11月3~6日                    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2021

2021年11月4~6日                    國際物業管理及採購博覽

2021年11月5~7日                    香港婚紗展暨結婚博覽2021

2021年11月10~12日                   香港國際眼鏡展

2021年11月11~13日                   香港國際美酒展

2021年11月25~28日                   JMA香港國際珠寶節

2021年12月8~10日                   學與教博覽會2021

2021年12月24~27日                      第21屆香港家居潮流博覽數碼生活及車 

                                                        品博覽

2021年12月24~28日                   第19屆香港冬日美食節

2021年12月28~31日                   香港國際生物科技展

2021年12月1~5日                                香港國際汽車博覽IMXHK 2021

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3日       跨年有折祭202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香港的展览活动
众多，不过，香港旅行社业者和会展业者
都聚焦于边境开放措施何时能实施。对会
展活动充满期待的港中旅京华国际旅行社
副总经理计宪指出，其实香港作为亚洲国
际都会，一直在示范会议及展览业如何迅
速适应新常态，为未来的活动重新定位。
可以说，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下，香港不断蜕
变发展，持续勤奋拼搏。他认为，香港边境
一旦重启，肯定可以吸引活动主办者及旅
客到访进行香港商贸之旅。 

最近疫情缓和，一些会议展览活动已纷
纷有限度恢复或开展。计宪举例说，其公
司正在运作九月份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办的一个会议项目。由于通关受限，令很
多内地和海外的客户望洋兴叹。虽然此次
会议规模小了，参与人数仅仅五佰余人，但
却是业务恢复的一个先兆。一旦通关，香
港有世界一流、举办国际会议展览的软硬
件设施，有经验丰富且思路灵活及拼博力
极强的专业业内人士、有海内外对可预见
蓬勃发展之香港市场的渴求，预计会议展
览业务将发生井喷式增长。像是9月23日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的辛亥革命110周
年会议，如果海外 、内地客人可参与，有望
成为几千人的大型会议。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召集人姚柏良认
为，本地会展已有所恢复，但国际展览业
仍处于冰封之中。2019年下半年至今，国际
展览业已停顿一年有余，9~10月本是国际
会展传统旺季，因开关边境时间不明朗，
现仍然看不见曙光。国际会展业对本地经
济贡献极大，与航空、酒店、主业为MICE
的旅行社密切相关。鉴于疫情现已缓和，
希望政府能看到国际会展行业的难处，如
参照其豁免金融业合资格人士强制检疫要
求的做法，考虑放宽赴港参与展览活动之
海外及内地参展商的检疫措施，以便国际
展览能尽快恢复。

一名 香 港 会展 业 者 坦 承，从今 年 的
HOFEX展览来看，现场少了外国来香港

内地及澳门居民可望因回港易、来港易
计划而免于强制隔离。「回港易」已于9月8
日凌晨起全面恢复，适用内地全境及澳门

業者呼籲邊境開放措施 維護香港產業優勢

內地及澳門居民赴港可免隔離

Agents’Talk

Travel Scheme

的人士参与，凸显出香港在吸引商务人士
与扮演国际贸易平台上的优势正在流失。 
他期望香港能尽快开放商务人士出席当地
MLS活动，不再受入境限制及强制检疫措
施影响，以便让更多企业顺利推进采购计
划，提升香港MICE目的地形象。另一名香
港旅行社业者说，香港第三季上演许多展
览，但是对旅行社的业务来说，没什么影
响，现阶段只能聚焦本地业务。 

主辦機構受惠資助計劃有限

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Stuart Bailey
表示，受入境限制和防疫措施的影响，自
2020年2月起国际商贸活动几乎「清零」，
香港展览会议业陷冰封。2018年为香港带
来超过港币580亿元经济贡献的展览业自
此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本地消费
展览能够重启。然而，香港政府的资助计
划只能在展览和会议复办时才能为业界
提供支持，对主办机构来说，暂时仍遥遥
无期。香港本地展览会议业界在疫情影响
下，正处在生死存亡边缘。 

因此，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敦促政府救
亡，将「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会议展览业资
助计划，重新进行资源调配，并为业界及
相关服务提供商提供即时及适切的财政支
持。同时，制定放宽符合资格海外商务人
士入境强制隔离安排的路线图，好让国际
商贸展览的主办机构能预早计划海外参展
商和买家的招募行动。相关措施的延误将
导致香港失去一直以来的竞争优势，并流
失重要的国际活动，迫其移至其他国家城
市。 

香港政府的资助计划总额为港币10亿2
千万元，当中港币6亿2千万元是用来资助
私营主办机构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及亚洲
国际博览馆内举办展览及国际会议的百分
百场租，至2022 年6月底为止。然而，在严
格的岀入境限制及强制隔离措施之下，活
动主办机构根本无法招募海外参展商和买

家参与在香港举办的展览及会议活动。 
因此，这些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至2022
年，故此这些主办机构实际上未能受惠于
资助计划。截至2021年6月30日，只有42个
展览合共领取了约港币9千7 百万元的资
助。 

四成半業者面臨倒閉風險险

根据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最新会员调
查，生意损失方面，自2020年2月起已有多
达136个展览及会议取消或延期，这些活
动原预计可吸引超过9.9万家参展商和超过
480万名访客参与。93%受访者称2019新型
冠状病毒对其业务带来严重或非常严重的
打击。所有受访者预期2021年将会出现亏
损，当中37%受访主办机构及29%受访非
主办机构预期生意损失将会超过5千万港
元。 

就强制隔离措施所带来的严重影响来
看，所有受访主办机构称为海外活动参加
者提供免隔离出入境安排，对于能否成
功举办活动至关重要。75%于香港举办国
际活动的受访主办机构表示，若香港的岀
入境限制于2021年年底前仍未撤销，他们

会把国际活动由香港迁移至其他国家。  
45%受访者指出，若现行的岀入境限制持
续至2021年年底，或于2021年年底前未能
得到任何财政支持，其公司将于12 个月内
面临倒闭。也就是说，多达四成半的业界
公司恐将于12个月内面临倒闭。 

另外，受访者称政府提供的支持有限。 
55%受访主办机构表示由于无法举办国际
展览及会议，故未能受惠于政府的资助计
划。65%受访非主办机构称政府于2020年
推出的两轮「防疫抗疫基金」未能为他们
提供足够支持，因为当中并没有为承办商、
物流及服务提供商提供直接资助 ;「防疫
抗疫基金」的资助未能涵盖高昂的营运成
本和仓务租金。

特区;「来港易」则自9月15日起实施，广东
及澳门的非香港居民抵港，可豁免14天强
制检疫隔离措施。 

鉴于港澳及内地新冠病毒病疫情已趋平
稳，港府宣布自9月8日起恢复从广东省以
外其他内地地区及澳门通过「回港易」计
划返港豁免检疫安排。由9月8日起，身处
广东省以外内地其他省市及澳门的香港居
民，只要符合「回港易」计划下的所有指明
条件，包括在回港前的14天（不包括该人士
在内地或澳门根据当地的要求而须完成的

强制检疫期）不曾到过香港、内地或澳门
以外的其他地区，以及任何载列于「回港
易」计划暂不适用风险地区名单的地区，
回港时可免去须接受14天强制检疫的安
排。 

为确保香港居民能按「回港易」计划逐
步有序回港，恢复后的「回港易」计划仍会
采取指定口岸和指定人数的配额安排，即
每日入境香港的名额为深圳湾口岸3,000
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2,000个、香港国
际机场1,000个。 

此外，港府于9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
划，目前容许广东及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免
检疫赴港，深圳湾口岸及港珠澳大桥口岸
每日名额各1,000人，有关人士入境时须持

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港后亦要接受定
期病毒检测;赴港前须先进行网上预约。 

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会长Stuart Bailey
则期望政府能进一步向已接种疫苗的商务
旅客，提出安全重新开放边境的计划。他
指出，会议和展览行业需要很长时间组织
大型活动，因此需要更清楚地了解该如何
摆脱当今危机。例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才能欢迎已接种完疫苗的无新冠病毒商务
旅客返回香港？目前已看到其他城市宣布
安全开放边界计划，然而，香港至今仍处
于孤立状态，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即使
展览和会议业界已准备好，并愿意与香港
政府合作，但这种情况何时会结束仍是未
知。

37%

29%

75%

55%

受訪非主辦機構
預期2021生意損失將會超過5千
萬港元

受訪主辦機構
預期2021生意損失將會超過5千
萬港元

受訪主辦機構
因無法舉辦國際展覽及會議，
故未能受惠于政府的資助計劃

若香港的出入境限制于2021年

年底前仍未撤銷，75%受訪國

際活動主辦機構會把國際活動

由香港遷移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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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迎變、15 年有成
亞洲国際博覽館 6 億升級迎盛事

近来各国政府皆致力加快提高当地的
疫苗接种率，这预示疫情有望趋缓，全球
经济将逐步复苏至疫前水平，并进一步带
动会展行业的需求。因此，亚博馆决定在
此时展开大规模升级投资，足证其对趋势
的良好掌握，以及对盛事活动的重视与支
持；这番远见可助力亚博馆及香港巩固其
行业地位，及增强各界对亚太、乃至国际会
展发展的信心。

亚洲国际博览馆行政总裁陈芳盈女士表
示，「我们把握这个关键时机展开大型翻
新工程，以迎接更多机遇。大规模的设施
升级工程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除了与商
业伙伴共创优势，亦为访客带来更崭新的
精彩体验。」

硬件升級：

打造先進設備提升活動接待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营运效益及增加接待更
多活动的能力，亚博馆正陆续全面进行硬
件升级，包括所有展馆、主办单位办公室、
表演后台、餐饮场所及公共空间均相继进
行翻新工程；其中项目包含了室内装潢、照

明及影音系统、通风、排水和全新自动「伸
缩阶梯座位系统」等先进设备，这也是亚
博馆支持会展行业重返兴盛、前行跃进的
重要基础。

網絡科技提升：

打造可靠流暢的高速通訊體驗

线上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活动已蔚为风
潮，因此亚博馆积极提升网络科技，增设
Wi-Fi 6、5G等设施，目标打造一个可靠流
畅的高速通讯体验。

首先，其加强网路科技装备和配套，多
方面提升网路连线的速度，包括打造香港
会展业界首个Wi-Fi 6 项目及加装5G网络
设施。Wi-Fi 6是现时最新的网路制式，其
高密度传送速率较以往快四倍，全面支援
虚拟实境、扩增实境、人工智能及加强物
联网技术应用的发展空间。此外，亚博馆
亦加装5G网路设施，为人流密集环境提供
更优异的网路速度和稳定性。

亚博馆亦投资引入「流动直播室」，内有
独立照明及电力装置，可按需要移动至任
何地点，灵活配合多元化活动的需要。

智能消毒衛生方案：

引入新技術確保衛生安全

作为世界级指标展馆，亚博馆早已将重
视清洁卫生视为运营上的新常态，因此本
次除了分阶段翻新设于公共空间及展馆
内外的洗手间，所有洗手设施也都已安装
Ozone净水消毒系统，能有效针对洁手、清
洁器皿或设施表面即时杀菌。此外，厨房
更装设相关活氧水系统，确保去除食材表
面的化学物质或污染成分。

再者，亚博馆持续引入崭新技术，以
减低前线员工及访客的感染风险。当中，
「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开创全球会
展及奖励旅游业（MICE）先河，只需12秒
便能为进场人士的衣物及携带品彻底消
毒。此外，针对访客较常接触，亚博馆也
实施自动化消毒，如馆内所有扶手电梯逐
步内置自动化紫外线消毒功能、全馆升降
机使用免触式按钮、馆内主要出入口皆安
装自动门等，以减低传播病毒及细菌的风
险。而令人赞不绝口的「智能消毒机械人」
及用于房间墙身和物件表面的「长效灭菌
镀膜技术」，皆有助消毒访客较常接触的

设施。
不少业者表示，亚博馆抓紧时机大规模

启动升级工程，为疫后复苏做好准备，这
无疑为会展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相信待
疫情过后，拥有全新面貌的亚博馆，在更
多翻新升级项目的优势下，势必能够不断
迎来更多盛事活动。

刚过去的八月亚博馆已举行两场公众展
览，分别是首次于夏季举行的「2021工展
会购物节」及欢迎小狗和主人一同参与的
「狗狗夏日玩乐展」。短短三天的工展会
吸引超过250个展销摊位，逾5万人次入场。
而「狗狗夏日玩乐展」人流亦骆驿不绝，展
馆设于地面方便宠物进出，亦为携带狗只
的参加者提供特定落车位置及特别通道，
方便家庭成员及毛孩畅通进出会场，全空
调覆盖的室内会场玩乐气氛炽热。

事实上目前已有多个精彩的公众活动即
将于亚博馆陆续登场，包括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保险精英圆桌大会暨金融保险业博览
会、《天然养生灵芝呈献拉阔音乐会风火
雷电【林家谦x 姜涛x 柳应廷x Tyson Yoshi
】GOGOX 速递广东歌》、环球生物科技
展、香港国际汽车博览(IMXHK)2021等，
会展业者莫不引颈期盼，与亚博馆一同再
创行业新气象。

全港最大的室內多用途文娛活動場地，

佔地10,880平方米，可容納多達14,000名

賓客

•即將引入全新自動「伸縮階梯座位系

統」，置場工程更快完成，令活動主辦方於

座位安排方面享受更大彈性，訪客有更安

全、舒適的體驗

•後台及貴賓廂房將逐步翻新

•此外，後台將進行擴建工程，以增設彩排

及舞蹈室

•館內所有洗手間，包括觀眾洗手間及表

演者專用洗手間均正分階段進行翻新

先進的智能消毒機械人於亞博館設施

廣泛應用，以確保空氣和物件表面充分潔

凈。多種消毒模式包括紫外線消毒燈，360

度消毒噴頭和空氣篩檢程式（HEPA），有

效消滅高達99.99%的細菌;其360度自動導

航技術更可觸及一般盲點，達至全方位徹

底消毒

所有進入場館及公眾位置的空調會先經

UV-C殺菌消毒，達至更高衛生安全標準

所有升降機均逐步配備免觸式按鈕，升

降機面板加裝感測器，訪客只需將手指靠

近按鈕、無需直接觸碰，便可隔空控制升

降機

•公共空間及展館內的洗手間正陸續進行

翻新

•展館商店燈牌、路向指示牌等將分階段

更新，清晰悅目務求讓訪客一目了然

全港最大的室內會議及宴會廳，可舉辦

多達360台筵席、多達5,000名賓客

•展館內佔地8,200平方米的地毯及間隔落

地帷幕已全面換上新色調物料，為會場注

入姿彩，進一步提升活動氣氛

•館內所有洗手間及主辦單位辦公室將於

2021年10月前完成裝修

•通風系統亦已完成升級，確保達至餐飲

處所的相關規例要求

亞博館的洗手間及中央廚房更內置高科

技的Ozone凈水消毒系統。只須以活氧水

清潔雙手或設施表面，即時有效帶來殺菌

作用，確保衛生;為訪客預備餐飲美饌時，

以活氧水清洗生果、蔬菜等，更可去除當中

的化學污染成份，整個過程大大增強食物

的清潔及安全性

館內所有自動電梯已內置紫外線消毒殺

菌裝置，消毒器24小時無間斷以UV-C近距

離照射扶手帶，能消除附於表面的微生物

及病毒，從而達到消毒效果

加裝自動門，讓訪客無須接觸門柄即可

安心進出，減低接觸或傳播病毒的風險

全新形象打造的高級中菜食府《澐 · 

NUVA》，已成為區內時尚餐飲新地標，服

務時間更延長至假日無休

•餐廳配備影音設施及貴賓廂房，是企業

作演講聚餐或私人包場活動的不二之選

•《澐·NUVA》由備受業界推崇的呂元

祥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並以煥然一新的

形象，奪得亞太設計精英邀請賽（APDC 

Awards）餐飲空間金獎，可見其品位高雅，

格調非凡

位於二樓的會議及宴會中心備有多個會

議室，可獨立使用，或靈活組合成為更大的

會議場地，適合舉辦中小型會議

•最大的201號會議廳的影音及燈光系統

已全面升級

•室內裝潢由地毯、牆身、天花等已重新裝

修，再配合新主題傢俱，行政格調與典雅氣

派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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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澐 ·NUVA》 會議及宴會中心

  今年适逢成立15周年的亞洲国際博覽館(亞博館)，在「創新．迎變」的主題引領下，將斥資超

過6億港元大規模升級場館設施，以全新形象迎接疫后各項盛事，促進多面向商業交流。本次升

級計划涵盖三大重点範疇：硬体升級、網絡科技提升及智能消毒衛生方案，充分展現現代化先

進場館的領先視野；覆蓋面積多達70,000平方米，預計將於五年內分階段完成。

> 亞洲国際博覽館行政總裁陳芳盈介紹全新裝潢的會議及宴會中心

> 為期3天的首届夏季室內「工展會購物節」錄得逾5万人次，總銷售額更近6千万元。 > 亞博館斥資超過6億港元大規模升級場館設施，最近迎來多个公眾活動登場，當中包括全港首个大型室  
   內《狗狗夏日玩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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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Feature

創新、迎變、15 年有成
亞洲国際博覽館 6 億升級迎盛事

近来各国政府皆致力加快提高当地的
疫苗接种率，这预示疫情有望趋缓，全球
经济将逐步复苏至疫前水平，并进一步带
动会展行业的需求。因此，亚博馆决定在
此时展开大规模升级投资，足证其对趋势
的良好掌握，以及对盛事活动的重视与支
持；这番远见可助力亚博馆及香港巩固其
行业地位，及增强各界对亚太、乃至国际会
展发展的信心。

亚洲国际博览馆行政总裁陈芳盈女士表
示，「我们把握这个关键时机展开大型翻
新工程，以迎接更多机遇。大规模的设施
升级工程现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除了与商
业伙伴共创优势，亦为访客带来更崭新的
精彩体验。」

硬件升級：

打造先進設備提升活動接待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营运效益及增加接待更
多活动的能力，亚博馆正陆续全面进行硬
件升级，包括所有展馆、主办单位办公室、
表演后台、餐饮场所及公共空间均相继进
行翻新工程；其中项目包含了室内装潢、照

明及影音系统、通风、排水和全新自动「伸
缩阶梯座位系统」等先进设备，这也是亚
博馆支持会展行业重返兴盛、前行跃进的
重要基础。

網絡科技提升：

打造可靠流暢的高速通訊體驗

线上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活动已蔚为风
潮，因此亚博馆积极提升网络科技，增设
Wi-Fi 6、5G等设施，目标打造一个可靠流
畅的高速通讯体验。

首先，其加强网路科技装备和配套，多
方面提升网路连线的速度，包括打造香港
会展业界首个Wi-Fi 6 项目及加装5G网络
设施。Wi-Fi 6是现时最新的网路制式，其
高密度传送速率较以往快四倍，全面支援
虚拟实境、扩增实境、人工智能及加强物
联网技术应用的发展空间。此外，亚博馆
亦加装5G网路设施，为人流密集环境提供
更优异的网路速度和稳定性。

亚博馆亦投资引入「流动直播室」，内有
独立照明及电力装置，可按需要移动至任
何地点，灵活配合多元化活动的需要。

智能消毒衛生方案：

引入新技術確保衛生安全

作为世界级指标展馆，亚博馆早已将重
视清洁卫生视为运营上的新常态，因此本
次除了分阶段翻新设于公共空间及展馆
内外的洗手间，所有洗手设施也都已安装
Ozone净水消毒系统，能有效针对洁手、清
洁器皿或设施表面即时杀菌。此外，厨房
更装设相关活氧水系统，确保去除食材表
面的化学物质或污染成分。

再者，亚博馆持续引入崭新技术，以
减低前线员工及访客的感染风险。当中，
「CLeanTech智能消毒通道」开创全球会
展及奖励旅游业（MICE）先河，只需12秒
便能为进场人士的衣物及携带品彻底消
毒。此外，针对访客较常接触，亚博馆也
实施自动化消毒，如馆内所有扶手电梯逐
步内置自动化紫外线消毒功能、全馆升降
机使用免触式按钮、馆内主要出入口皆安
装自动门等，以减低传播病毒及细菌的风
险。而令人赞不绝口的「智能消毒机械人」
及用于房间墙身和物件表面的「长效灭菌
镀膜技术」，皆有助消毒访客较常接触的

设施。
不少业者表示，亚博馆抓紧时机大规模

启动升级工程，为疫后复苏做好准备，这
无疑为会展行业注入一剂强心针，相信待
疫情过后，拥有全新面貌的亚博馆，在更
多翻新升级项目的优势下，势必能够不断
迎来更多盛事活动。

刚过去的八月亚博馆已举行两场公众展
览，分别是首次于夏季举行的「2021工展
会购物节」及欢迎小狗和主人一同参与的
「狗狗夏日玩乐展」。短短三天的工展会
吸引超过250个展销摊位，逾5万人次入场。
而「狗狗夏日玩乐展」人流亦骆驿不绝，展
馆设于地面方便宠物进出，亦为携带狗只
的参加者提供特定落车位置及特别通道，
方便家庭成员及毛孩畅通进出会场，全空
调覆盖的室内会场玩乐气氛炽热。

事实上目前已有多个精彩的公众活动即
将于亚博馆陆续登场，包括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保险精英圆桌大会暨金融保险业博览
会、《天然养生灵芝呈献拉阔音乐会风火
雷电【林家谦x 姜涛x 柳应廷x Tyson Yoshi
】GOGOX 速递广东歌》、环球生物科技
展、香港国际汽车博览(IMXHK)2021等，
会展业者莫不引颈期盼，与亚博馆一同再
创行业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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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並以煥然一新的

形象，奪得亞太設計精英邀請賽（APDC 

Awards）餐飲空間金獎，可見其品位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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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場地，適合舉辦中小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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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适逢成立15周年的亞洲国際博覽館(亞博館)，在「創新．迎變」的主題引領下，將斥資超

過6億港元大規模升級場館設施，以全新形象迎接疫后各項盛事，促進多面向商業交流。本次升

級計划涵盖三大重点範疇：硬体升級、網絡科技提升及智能消毒衛生方案，充分展現現代化先

進場館的領先視野；覆蓋面積多達70,000平方米，預計將於五年內分階段完成。

> 亞洲国際博覽館行政總裁陳芳盈介紹全新裝潢的會議及宴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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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疫情促使人们行为模式转变，为满足客
人在疫情期间对于安静与安全场地的需
求，酒店集团纷纷推出「酒店办公服务」，
该服务需求也因各地疫情状况及经济形态
而异，根据凯悦酒店资料，其酒店办公服
务在日、港、泰的销售状况最为良好。 

凯悦酒店集团亚太区销售副总裁黄勤辉
表示，居家办公时，难免会受到同样居家工
作或学习的家人们影响，故越来越多人希
望能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工作。同时，
在疫情影响下，当人们需要换一个环境或
需要进行线下会面时，在重视健康的前提
下，会倾向选择更加舒适和安全的场所。 

基于此，凯悦酒店集团推出了「凯悦办
公」服务，其包含12小时配备办公空间的标
准客房、餐饮折扣以及酒店设施的使用。
目前亚太区已有超过36家酒店提供此服
务，预计还将有更多酒店加入此计划。 除
了安全与安静的环境，部分酒店还可额外
提供专为办公人士准备的健康餐饮，并在
严格遵守当地疫情规范的情况下，开放游
泳池和水疗等设施和服务，供宾客自由组
合和选择。 

他进一步指出，凯悦办公套餐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和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和香港
等国家地区，疫情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
一定影响，居家办公的需求比较大，如日
本的东京凯悦酒店、泰国的曼谷素坤逸凯
悦酒店以及香港的香港沙田凯悦酒店和香
港尖沙咀凯悦酒店等酒店，「凯悦办公」套
餐皆获得了很好的销量，是酒店在疫情中
积极应对挑战的有利手段之一。 

中国内地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乐观，人们
已经基本恢复以往的办公模式，对居家办
公的需求就相对比较低，但凯悦办公套餐
还是帮助营收取得了一些增长。 

从客源来看，大多数的预订来自于个人
工作或企业创业需求，尤其是无法保持远
程工作、需要一对一会面的商务人士，如招
聘、咨询、市场和销售从业者。而「凯悦办
公」服务除了有作为办公空间的客房以外，

即使全球多數地區的疫情皆呈現趨緩，但居家辦公(Work From Home)的工作形式已為許多企業認可，甚至發生員

工不願重返辦公室工作的情況。顯然，居家辦公于疫后即使不是每家企業必然的新常態，但也會因不同原因而成為

常見的工作形態；這個時代大趨勢，終將促使越來越多酒店及服務式公寓開啟新服務，以滿足居家辦公者前往酒店

辦公的需求。

為了吸引更多MICE活動選擇到泰國舉辦，泰國會議展覽局制定了會展業三年路線圖（Roadmap），其擬從

行業支持者轉為積極的增長驅動者，推動升級產業、提升技能及國家地位等三大關鍵戰略，紮實地培育行業

專業人士及敏捷地應對市場趨勢，全力提升泰國會展行業的市場競爭力。

居家辦公趨勢

促成酒店辦公服務需求
泰國會展業三年路線圖
驅動增長、提升市場競爭力

Roadmap to Gaining Competitiveness 

也有更小、更私密且参会人数小于20~30人
的灵活空间，预订者借此举办2~3人的小型
会议或指导课程最为常见。如果宾客连续
租用三天或以上，酒店还可以根据客人要
求将客房中的床移走，将空间作为产品陈
列室、瑜伽工作室或流动展览室使用。 

事实上疫情期间，各大酒店集团都不断
寻求积极应变的方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是一大关键。对每一家酒店而言，打造一
个健康清洁的环境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基
础，若能善用高品质服务及相关设施，即
有机会很好地满足商业市场因应疫后新
常态的新需求，酒店办公服务在与新冠共
存、居家办公等趋势下，长期来说可望成为
酒店业者的新商机。 

服務式公寓也需跟上市場進化

不止传统酒店，随着疫情促使办公族逐
渐习惯居家工作或随处可工作的灵活生活
模式，服务式公寓业者恐怕也需跟上市场
进化脚步，如提供宠物友好且适合家庭的
较大户型，以及更为灵活的租期和结帐方
式。 

历经了疫情影响的企业客户，对服务式
公寓的需求有何变化？AltoVita 联合创始
人及首席执行官Vivi Cahyadi Himmel介
绍，其公司与合作伙伴于2021年上半年通
过和来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
加坡、中国上海和香港等亚太地区人力资
源流动专员的访谈了解到：疫情期间，企业
在推迟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只容许绝对
必要的人员流动，培训、未来领导人锻炼
等非必要活动则无限期延后。 

但如今，企业活跃度已大幅提升，纷纷
为回归正常工作做准备。值得留意的是，
疫情之前，企业最多只有1~2%的员工为远
程办公，如跨国企业的数千名员工之中，一
次约只有一到两千人为远程/移动办公者;
但随着项目虚拟化、随处可办公等趋势于
疫情推动下成为主流，企业如今可能高达

20~30%的员工都是远程办公。 
此转变为服务式公寓带来了更高的企

业市场需求，但服务式公寓要满足此需
求的前提是，产品灵活度一定要高。Vivi 
Cahyadi Himmel说道，在其公司近期举办
的一场创新峰会中，400多家参会企业当中
有93%对于服务式公寓倾向选择租期较为
灵活的周度或月度租约，仅2%左右倾向固
定年度租约。 

就灵活度这一点，Asia Capital Real 
Estate（ACRE）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及
HOMA创始人Blake Olafson同意道，租约
灵活已成了该公司亚太战略的关键业务计
划。他表示，其公司现约60%为年度租约，
另40%以数月甚至数周为租约周期，而新
型科技方案有助其对结账方式进行灵活
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每周结租金对于经济压
力较大的中端市场而言更有吸引力，因客
人能以此避免每到月底面对高额账单的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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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泰国会议展览局公布会展业三年
路线图，当中除强调三个关键战略，也揭
露2021年至2023年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以
期提升泰国国际形象、吸引更多会议及展
览等MICE活动到泰国举行。 

泰国会 议 展览局商务处高级副总 裁
Nichapa Yoswee女士表示，此路线图将由
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与泰国奖励旅游
与会议协会（TICA）一起合作实施，这同
时也反映出TCEB的角色，已经从行业支
持者转为增长驱动者。 

据介绍，路线图中的三个关键战略分别
为：升级产业、提升专业人士技能，以及提
升国家地位。 

首先，通過積極的潛在客戶開

發和行業咨詢，進一步升級泰國

的會議生態系統。在升級產業戰

略下，TCEB將聚焦整個會議生

態系統的互動交流，以解決當地

需求側和供應側的接待能力與實

力短板。

这意味着，需要提高当地协会对在泰国
举办会议的意识和专业知识，并建立一个
由会议专业人员所组成的独特网络，网络
中的专业人员不但拥有高技能、高度联系
性，还能管理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 

需求侧上，TCEB已开始通过各种举措
与当地协会接触，如启动地方协会发展和
大使计划。地方协会了解举办会议的价
值，以及行业和政府支持的承诺之后，将
更有信心，并更有机会授权申办会议。而会
议的价值，除了推进协会的专业目标之外，
还可以提升泰国的成就，带来积极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供应侧上，TCEB则成立了一个会议小
组，探索各式创新方法，以重新设计泰国
的会议产业。此会议项目小组为一个智囊
团，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由来自学术界的
代表，以及TICA的会议专家组成，包括场
地、目的地管理公司（DMC）和专业会议
组织者（PCO）等。 

为辅助会 议小组 开展 主 题性 工作，
T C E B和 T I C A还成立了「大会 连接者
（Convention Connecters）」团队，以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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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地应对市场趋势。由两个人组成的每
个团队，将运用本身潜在客户生成、投标
和会议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协会建
立起组织会议的关键实力。现阶段，大会
连接者团队最急迫的目标，就是与「泰国
4.0」行业相关的协会合作，因为这些行业
为泰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如机器人、
医疗、农业和生物技术、食品以及法律和
专业服务。而关注泰国4.0，也符合TCEB将
商业活动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政策。 

其次，借由針對性的發展計劃，

提升行業技能。與行業升級戰略

相輔相成的提升技能戰略，旨在

為新會議時代的行業專業人士做

好準備。 

T C E B于2020年就已经联合T IC A和
ICCA推出了一项关键举措，也就是「大会
投标代理商培训计划」，计划 产生16名合
格的投标代理商，他们也加入泰国大会招
标团队。今年大会投标代理商培训计划进
一步更新，第二版内容在IAPCO的额外支
持下，提供了更专业的内容。目前的两大主
题，反思会话，以及初级和中级项目，吸引
了来自学术界、PCO、协会、场馆和CVB的
200多名参与者。接下来，高级课程，也就
是第二版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还将于2021
年年末推出。 

另外，運用國際伙伴關係和全

球議程大會，在世界舞臺上凸顯

泰國在國際會議領域方面的優

勢。在提高泰國會議在全球舞臺

上的認可度上，升級戰略更是通

過一系列合作計劃，加強TCEB

與國際行業協會的關係。 

同时，TCEB也在积极争取举办全球议
程大会，像是1991年泰国主办的世界银行
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Nichapa Yoswee女士强调，随着三年会
议路线图的核心逐步落实，TCEB相信，泰
国将很快受益于高技能会议专业人员的增
长，以及高度联系的协会和供应商生态系
统。生产力和市场意识的提高，也将有助

任務3       吸引更多的國際活動

另外，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活动，
则为2022年M ICE战略的第三大重点。  
2022年，泰国将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峰会，预计该峰会将支持TCEB
的计划，力助未来几年吸引更多引人注目
的重要活动。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C）
办公室副秘书长Wirot Nararak补充说，
NESDC有一项促进MICE的政策，其旨
在推动经济发展、为每个地区创造收入，
并使泰国成为高质量旅行目的地。现在
NESDC制定了刺激区域经济和会展城市
的相关战略。根据每个地区的潜力和基
础，定位当地的特定经济发展核心，例如，
北方的创意经济、东北的生物农业、南方
的高品质全球旅游，包括边境地区智慧城
市和特别经济区域的发展。 

泰国团队提升竞争力，让全球各地都能对
泰国卓越的专业知识和独特创意，留下深
刻印象。

2022重點：

幫助城市及組織達到國際標準

针对2022年的MICE战略。TCEB将采取
三管齐下的战略，重点在发展更多适合国
际MICE活动的泰国城市和组织，同时，
提升从业人员技能与行业标准，并寻求重
要活动的主办机会。

任務1          升級更多城市

TCEB总裁Chiru it I sarangkun Na 
Ayuthaya表示，2022年MICE战略的首要
任务在于加强全国会展，这意味着升级更
多城市，使之准备好迎接MICE活动，例
如，创建全新活动，及帮助活动组织者达
到国际标准，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影响。因
此，TCEB将通过EMTEX等项目，与来自
各行各业的伙伴合作，目前EMTEX项目已
促使10 多个公私营部门组织合作，共同提
高当地贸易展览会的标准。 

为了创造全新的活动，TCEB将节庆经济
的概念引入不同城市的各个地区。其概念
就是创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节日，达到1个
城市：1个授权活动的目标，并将一个地区
的独特优势和吸引力转化为经济驱动力。  
「节庆经济」能够联合服务提供商、场馆
所有者、组织者和供应商等当地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实现具有实际经济效益又可自
我维持的全新共同目标。 

现阶段，TCEB对国内会议的资助已进入
第三阶段，目前已收到1，000多份申请，645
个会议项目获批。 

任務2   與協會合作備妥勞動力及場地

而2022年MICE战略的第二个重心，是
TCEB计划与泰国奖励旅游与会议协会
（TICA），以及国际会议协会（ICCA）等
专业协会合作，为国际 MICE的回归，做好
劳动力和场地的准备。 

東部經濟走廊(EEC)也為泰國會展業

帶來新機遇。泰國會議展覽局表示，透

過東部經濟走廊，主辦方將能夠加強市

場地位，建立國際合作伙伴關係，並進

一步發展其在12個重點行業(特別是航

空和物流)領域的貿易展會。

根據泰國投資促進局(BOI)的資料，

由于其廣泛的激勵措施及全方位的支持

政策，東部經濟走廊在2021年第一季

度吸引了117個項目申請，總投資額為

21億美元，比2020年同期提交的111

個項目總投資額高出39%。泰國會議展

覽局預計在未來5年內，東部經濟走廊

對展會的需求將會激增，因為許多投資

者和企業已經表現出抓住這一領域機遇

的興趣。

此外，考慮到所有的市場可能性，展

會主辦方在泰國和泰國東部經濟走廊將

獲得大量機會擴大新的展會題材或主辦

新的展會。為了確保展會的成功和提高

展會的競爭力，泰國會議展覽局將通過

“Thailand LOG-IN NEXT”特別支持

項目。借鑒2020年“Thailand LOG-IN 

NEXT”的成功經驗，該項目由支持政

策、補貼和便利化計劃共同組成。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

測，全球經濟正在持續復蘇，預計

2021年和2022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0%

和4.9%。而泰國會展業將透過「沙

箱」計劃及東部經濟走廊為展覽業打開

一扇新的機遇之窗。

服務式公寓的確也推出辦公專屬方案，以

滿足市場需求。奧克伍德亞太有限公司于旗

下17間亞太區酒店公寓正式推出「奧克伍

德助力辦公」計劃。有鑑大部分工作地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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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經濟走廊帶來新機遇

專屬方案 提供安全高效工作環境

   若能善用高品質服務及相關

設施，即有機會很好地滿足商

業市場因應疫后新常態的新需

求，酒店辦公服務在與新冠共

存、居家辦公等趨勢下，長期

來說可望成為酒店業者的新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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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New Program

恼。可见服务式公寓除了改变租约期限固
定的做法之外，使支付时间相对灵活，也变
得较为重要。 

在此前一场峰会中还总结了以下亚太
区服务式公寓企业客户市场近期的四大趋
势，获得不少关注。 

1. 首先，带着宠物搬家的企业员工数大
幅上升，宠物友好型公寓自然也更受

欢迎。

2.其次，开间或一室的需求已开始被更
大的家庭式户型所取代。

3.再次，服务式公寓业者应针对居家办
公的客人提供办公设施，并让客人在

刚搬家的前30到90天能和自己的社群轻易
交流。 

4.第四，对于独立住房来说，客人对安
全设施格外重视。从灭火器、监视

器、自助登入、保险柜等，客人都要求其安
全水平必须与严格管理的公寓大楼等同。

供的免費點心，以及全日供應的咖啡茶飲

等，可讓賓客隨時放鬆提神。同時，賓客

還可免費享有WiFi無線網路、每天列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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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企業客戶最關注的衛生安全，其早

前即推出「奧克伍德 Clean360 全方位衛

生計劃」，在全球透過嚴格的健康防護措

施，以期所有賓客、員工和供應商更加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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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疫情促使人们行为模式转变，为满足客
人在疫情期间对于安静与安全场地的需
求，酒店集团纷纷推出「酒店办公服务」，
该服务需求也因各地疫情状况及经济形态
而异，根据凯悦酒店资料，其酒店办公服
务在日、港、泰的销售状况最为良好。 

凯悦酒店集团亚太区销售副总裁黄勤辉
表示，居家办公时，难免会受到同样居家工
作或学习的家人们影响，故越来越多人希
望能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工作。同时，
在疫情影响下，当人们需要换一个环境或
需要进行线下会面时，在重视健康的前提
下，会倾向选择更加舒适和安全的场所。 

基于此，凯悦酒店集团推出了「凯悦办
公」服务，其包含12小时配备办公空间的标
准客房、餐饮折扣以及酒店设施的使用。
目前亚太区已有超过36家酒店提供此服
务，预计还将有更多酒店加入此计划。 除
了安全与安静的环境，部分酒店还可额外
提供专为办公人士准备的健康餐饮，并在
严格遵守当地疫情规范的情况下，开放游
泳池和水疗等设施和服务，供宾客自由组
合和选择。 

他进一步指出，凯悦办公套餐得到了消
费者的欢迎和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和香港
等国家地区，疫情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
一定影响，居家办公的需求比较大，如日
本的东京凯悦酒店、泰国的曼谷素坤逸凯
悦酒店以及香港的香港沙田凯悦酒店和香
港尖沙咀凯悦酒店等酒店，「凯悦办公」套
餐皆获得了很好的销量，是酒店在疫情中
积极应对挑战的有利手段之一。 

中国内地疫情防控形势比较乐观，人们
已经基本恢复以往的办公模式，对居家办
公的需求就相对比较低，但凯悦办公套餐
还是帮助营收取得了一些增长。 

从客源来看，大多数的预订来自于个人
工作或企业创业需求，尤其是无法保持远
程工作、需要一对一会面的商务人士，如招
聘、咨询、市场和销售从业者。而「凯悦办
公」服务除了有作为办公空间的客房以外，

即使全球多數地區的疫情皆呈現趨緩，但居家辦公(Work From Home)的工作形式已為許多企業認可，甚至發生員

工不願重返辦公室工作的情況。顯然，居家辦公于疫后即使不是每家企業必然的新常態，但也會因不同原因而成為

常見的工作形態；這個時代大趨勢，終將促使越來越多酒店及服務式公寓開啟新服務，以滿足居家辦公者前往酒店

辦公的需求。

為了吸引更多MICE活動選擇到泰國舉辦，泰國會議展覽局制定了會展業三年路線圖（Roadmap），其擬從

行業支持者轉為積極的增長驅動者，推動升級產業、提升技能及國家地位等三大關鍵戰略，紮實地培育行業

專業人士及敏捷地應對市場趨勢，全力提升泰國會展行業的市場競爭力。

居家辦公趨勢

促成酒店辦公服務需求
泰國會展業三年路線圖
驅動增長、提升市場競爭力

Roadmap to Gaining Competitiveness 

也有更小、更私密且参会人数小于20~30人
的灵活空间，预订者借此举办2~3人的小型
会议或指导课程最为常见。如果宾客连续
租用三天或以上，酒店还可以根据客人要
求将客房中的床移走，将空间作为产品陈
列室、瑜伽工作室或流动展览室使用。 

事实上疫情期间，各大酒店集团都不断
寻求积极应变的方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是一大关键。对每一家酒店而言，打造一
个健康清洁的环境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基
础，若能善用高品质服务及相关设施，即
有机会很好地满足商业市场因应疫后新
常态的新需求，酒店办公服务在与新冠共
存、居家办公等趋势下，长期来说可望成为
酒店业者的新商机。 

服務式公寓也需跟上市場進化

不止传统酒店，随着疫情促使办公族逐
渐习惯居家工作或随处可工作的灵活生活
模式，服务式公寓业者恐怕也需跟上市场
进化脚步，如提供宠物友好且适合家庭的
较大户型，以及更为灵活的租期和结帐方
式。 

历经了疫情影响的企业客户，对服务式
公寓的需求有何变化？AltoVita 联合创始
人及首席执行官Vivi Cahyadi Himmel介
绍，其公司与合作伙伴于2021年上半年通
过和来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新
加坡、中国上海和香港等亚太地区人力资
源流动专员的访谈了解到：疫情期间，企业
在推迟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只容许绝对
必要的人员流动，培训、未来领导人锻炼
等非必要活动则无限期延后。 

但如今，企业活跃度已大幅提升，纷纷
为回归正常工作做准备。值得留意的是，
疫情之前，企业最多只有1~2%的员工为远
程办公，如跨国企业的数千名员工之中，一
次约只有一到两千人为远程/移动办公者;
但随着项目虚拟化、随处可办公等趋势于
疫情推动下成为主流，企业如今可能高达

20~30%的员工都是远程办公。 
此转变为服务式公寓带来了更高的企

业市场需求，但服务式公寓要满足此需
求的前提是，产品灵活度一定要高。Vivi 
Cahyadi Himmel说道，在其公司近期举办
的一场创新峰会中，400多家参会企业当中
有93%对于服务式公寓倾向选择租期较为
灵活的周度或月度租约，仅2%左右倾向固
定年度租约。 

就灵活度这一点，Asia Capital Real 
Estate（ACRE）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及
HOMA创始人Blake Olafson同意道，租约
灵活已成了该公司亚太战略的关键业务计
划。他表示，其公司现约60%为年度租约，
另40%以数月甚至数周为租约周期，而新
型科技方案有助其对结账方式进行灵活
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每周结租金对于经济压
力较大的中端市场而言更有吸引力，因客
人能以此避免每到月底面对高额账单的烦

DESTINATION-THAILAND

日前，泰国会议展览局公布会展业三年
路线图，当中除强调三个关键战略，也揭
露2021年至2023年的一系列行动计划，以
期提升泰国国际形象、吸引更多会议及展
览等MICE活动到泰国举行。 

泰国会 议 展览局商务处高级副总 裁
Nichapa Yoswee女士表示，此路线图将由
泰国会议展览局（TCEB）与泰国奖励旅游
与会议协会（TICA）一起合作实施，这同
时也反映出TCEB的角色，已经从行业支
持者转为增长驱动者。 

据介绍，路线图中的三个关键战略分别
为：升级产业、提升专业人士技能，以及提
升国家地位。 

首先，通過積極的潛在客戶開

發和行業咨詢，進一步升級泰國

的會議生態系統。在升級產業戰

略下，TCEB將聚焦整個會議生

態系統的互動交流，以解決當地

需求側和供應側的接待能力與實

力短板。

这意味着，需要提高当地协会对在泰国
举办会议的意识和专业知识，并建立一个
由会议专业人员所组成的独特网络，网络
中的专业人员不但拥有高技能、高度联系
性，还能管理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 

需求侧上，TCEB已开始通过各种举措
与当地协会接触，如启动地方协会发展和
大使计划。地方协会了解举办会议的价
值，以及行业和政府支持的承诺之后，将
更有信心，并更有机会授权申办会议。而会
议的价值，除了推进协会的专业目标之外，
还可以提升泰国的成就，带来积极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影响。 

供应侧上，TCEB则成立了一个会议小
组，探索各式创新方法，以重新设计泰国
的会议产业。此会议项目小组为一个智囊
团，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由来自学术界的
代表，以及TICA的会议专家组成，包括场
地、目的地管理公司（DMC）和专业会议
组织者（PCO）等。 

为辅助会 议小组 开展 主 题性 工作，
T C E B和 T I C A还成立了「大会 连接者
（Convention Connecters）」团队，以更加

[ 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敏捷地应对市场趋势。由两个人组成的每
个团队，将运用本身潜在客户生成、投标
和会议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协会建
立起组织会议的关键实力。现阶段，大会
连接者团队最急迫的目标，就是与「泰国
4.0」行业相关的协会合作，因为这些行业
为泰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如机器人、
医疗、农业和生物技术、食品以及法律和
专业服务。而关注泰国4.0，也符合TCEB将
商业活动作为经济发展驱动力的政策。 

其次，借由針對性的發展計劃，

提升行業技能。與行業升級戰略

相輔相成的提升技能戰略，旨在

為新會議時代的行業專業人士做

好準備。 

T C E B于2020年就已经联合T IC A和
ICCA推出了一项关键举措，也就是「大会
投标代理商培训计划」，计划 产生16名合
格的投标代理商，他们也加入泰国大会招
标团队。今年大会投标代理商培训计划进
一步更新，第二版内容在IAPCO的额外支
持下，提供了更专业的内容。目前的两大主
题，反思会话，以及初级和中级项目，吸引
了来自学术界、PCO、协会、场馆和CVB的
200多名参与者。接下来，高级课程，也就
是第二版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还将于2021
年年末推出。 

另外，運用國際伙伴關係和全

球議程大會，在世界舞臺上凸顯

泰國在國際會議領域方面的優

勢。在提高泰國會議在全球舞臺

上的認可度上，升級戰略更是通

過一系列合作計劃，加強TCEB

與國際行業協會的關係。 

同时，TCEB也在积极争取举办全球议
程大会，像是1991年泰国主办的世界银行
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 

Nichapa Yoswee女士强调，随着三年会
议路线图的核心逐步落实，TCEB相信，泰
国将很快受益于高技能会议专业人员的增
长，以及高度联系的协会和供应商生态系
统。生产力和市场意识的提高，也将有助

任務3       吸引更多的國際活動

另外，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活动，
则为2022年M ICE战略的第三大重点。  
2022年，泰国将主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峰会，预计该峰会将支持TCEB
的计划，力助未来几年吸引更多引人注目
的重要活动。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C）
办公室副秘书长Wirot Nararak补充说，
NESDC有一项促进MICE的政策，其旨
在推动经济发展、为每个地区创造收入，
并使泰国成为高质量旅行目的地。现在
NESDC制定了刺激区域经济和会展城市
的相关战略。根据每个地区的潜力和基
础，定位当地的特定经济发展核心，例如，
北方的创意经济、东北的生物农业、南方
的高品质全球旅游，包括边境地区智慧城
市和特别经济区域的发展。 

泰国团队提升竞争力，让全球各地都能对
泰国卓越的专业知识和独特创意，留下深
刻印象。

2022重點：

幫助城市及組織達到國際標準

针对2022年的MICE战略。TCEB将采取
三管齐下的战略，重点在发展更多适合国
际MICE活动的泰国城市和组织，同时，
提升从业人员技能与行业标准，并寻求重
要活动的主办机会。

任務1          升級更多城市

TCEB总裁Chiru it I sarangkun Na 
Ayuthaya表示，2022年MICE战略的首要
任务在于加强全国会展，这意味着升级更
多城市，使之准备好迎接MICE活动，例
如，创建全新活动，及帮助活动组织者达
到国际标准，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影响。因
此，TCEB将通过EMTEX等项目，与来自
各行各业的伙伴合作，目前EMTEX项目已
促使10 多个公私营部门组织合作，共同提
高当地贸易展览会的标准。 

为了创造全新的活动，TCEB将节庆经济
的概念引入不同城市的各个地区。其概念
就是创建一个标志性的国际节日，达到1个
城市：1个授权活动的目标，并将一个地区
的独特优势和吸引力转化为经济驱动力。  
「节庆经济」能够联合服务提供商、场馆
所有者、组织者和供应商等当地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实现具有实际经济效益又可自
我维持的全新共同目标。 

现阶段，TCEB对国内会议的资助已进入
第三阶段，目前已收到1，000多份申请，645
个会议项目获批。 

任務2   與協會合作備妥勞動力及場地

而2022年MICE战略的第二个重心，是
TCEB计划与泰国奖励旅游与会议协会
（TICA），以及国际会议协会（ICCA）等
专业协会合作，为国际 MICE的回归，做好
劳动力和场地的准备。 

東部經濟走廊(EEC)也為泰國會展業

帶來新機遇。泰國會議展覽局表示，透

過東部經濟走廊，主辦方將能夠加強市

場地位，建立國際合作伙伴關係，並進

一步發展其在12個重點行業(特別是航

空和物流)領域的貿易展會。

根據泰國投資促進局(BOI)的資料，

由于其廣泛的激勵措施及全方位的支持

政策，東部經濟走廊在2021年第一季

度吸引了117個項目申請，總投資額為

21億美元，比2020年同期提交的111

個項目總投資額高出39%。泰國會議展

覽局預計在未來5年內，東部經濟走廊

對展會的需求將會激增，因為許多投資

者和企業已經表現出抓住這一領域機遇

的興趣。

此外，考慮到所有的市場可能性，展

會主辦方在泰國和泰國東部經濟走廊將

獲得大量機會擴大新的展會題材或主辦

新的展會。為了確保展會的成功和提高

展會的競爭力，泰國會議展覽局將通過

“Thailand LOG-IN NEXT”特別支持

項目。借鑒2020年“Thailand LOG-IN 

NEXT”的成功經驗，該項目由支持政

策、補貼和便利化計劃共同組成。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

測，全球經濟正在持續復蘇，預計

2021年和2022年的增長率分別為6.0%

和4.9%。而泰國會展業將透過「沙

箱」計劃及東部經濟走廊為展覽業打開

一扇新的機遇之窗。

服務式公寓的確也推出辦公專屬方案，以

滿足市場需求。奧克伍德亞太有限公司于旗

下17間亞太區酒店公寓正式推出「奧克伍

德助力辦公」計劃。有鑑大部分工作地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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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經濟走廊帶來新機遇

專屬方案 提供安全高效工作環境

   若能善用高品質服務及相關

設施，即有機會很好地滿足商

業市場因應疫后新常態的新需

求，酒店辦公服務在與新冠共

存、居家辦公等趨勢下，長期

來說可望成為酒店業者的新商

機。

[ 鐘韻·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Opportunity

New Program

恼。可见服务式公寓除了改变租约期限固
定的做法之外，使支付时间相对灵活，也变
得较为重要。 

在此前一场峰会中还总结了以下亚太
区服务式公寓企业客户市场近期的四大趋
势，获得不少关注。 

1. 首先，带着宠物搬家的企业员工数大
幅上升，宠物友好型公寓自然也更受

欢迎。

2.其次，开间或一室的需求已开始被更
大的家庭式户型所取代。

3.再次，服务式公寓业者应针对居家办
公的客人提供办公设施，并让客人在

刚搬家的前30到90天能和自己的社群轻易
交流。 

4.第四，对于独立住房来说，客人对安
全设施格外重视。从灭火器、监视

器、自助登入、保险柜等，客人都要求其安
全水平必须与严格管理的公寓大楼等同。

供的免費點心，以及全日供應的咖啡茶飲

等，可讓賓客隨時放鬆提神。同時，賓客

還可免費享有WiFi無線網路、每天列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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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企業客戶最關注的衛生安全，其早

前即推出「奧克伍德 Clean360 全方位衛

生計劃」，在全球透過嚴格的健康防護措

施，以期所有賓客、員工和供應商更加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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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地区的博雅酒店（上海）、上海龙
之梦大酒店（上海）、音昱水中天（苏州）
等。

「酒店包场 Hotel Buyouts」是继五月推
出的「特色体验Experiences」后，WHERE 
NEXT？即刻启程市场推广活动的全新项
目。参与「特色体验Experiences」的全球
200多家成员酒店为预订此优惠的客人提
供：连续两晚或两晚以上住宿的最优价
格、每日免费双人早餐、酒店或当地探索
特色双人体验、I Prefer精英会员自动升
级。预订及入住有效期截止至2021年12月

作，透过不同渠道，使得自己能接触到所有
成员，即使意大利各地受到严格群众集会
限制。AIM集团国际项目经理和赞助单位
负责人Gaia Santoro说，组织者和策划者得
为重要的年度大会找出全新的可行形式，
例如，使用载有工作室的卡车进行路演，
将内容在大屏幕上播放，搭配官网上传采
访与讨论，让协会成员持续交流与互动。 

3.重新构想人才和能力，这应该主动和
透明地与员工互动，以及培养更强的数字
素养和技能，还要开放地从不同地方获取
创意和人才。商务活动运营商必须为员工
创造机会，以磨练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卫
生维护和多渠道内容交付的技能和知识。 
即使在构建关键能力时也应考虑战略外
包，以便能够及时且高效地扩展和满足新
的数字化和运营需求。

变革管理是2020年许多业务议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Montgomery Asia常务董事
Christopher McCuin表示，领导团队要删除
层次结构，确保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并在设
定业务方向时考虑了各种观点。 

而为培养全方位人才、提供实用知识以
应对疫情挑战，新加坡会议展览组织者和
供应商协会（SACEOS）成为全球首个为
展览业推出一系列技术参考的MICE行业
协会，并与当地机构合作开发正式的培训
和技能提升途径，内容涵盖科技、广播、
战略叙事构建、内容制作、数据管理和网
络安全的技能。墨尔本会展中心则运用线
上活动收集全球业者创新建议和想法，根
据优缺点一一评估，再考虑采纳与否。

业务增加很多价值。彭博作为全球商业、
金融资讯和财经资讯提供商，还专注于如
何及时向旅行者传播信息，未来更需要尽
可能地实现自动化，尤其是在旅行数量增
长的情况下。 

可持續性商務差旅日益受關注

另一方面，Kenji Soh和Andy Winchester
都强调，「可持续性」是商务差旅领域一个
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Andy Winchester表
示，以彭博为例，每一场旅行都必须首先
经历一个评估的过程。很多会议可以合并
于一次旅行中进行，而不必通过多次旅行
完成，如此可以削减排放量。不过，由于旅
行者知道什么方式是最能达到可持续的目
标，因此都被赋予了选择权。从公司层面
来看，彭博也在积极通过与伙伴合作来实
现可持续目标。 

同样的情况，在追求超越碳补偿与碳
抵消的高盛集团中也能看到。Kenji Soh指
出，高盛集团也将选择权交给旅行者，让
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旅行中所产生的副产
品，同时，高盛集团还致力于在他们的线
上预订工具中，更好地展示绿色酒店，并
持续与万豪等主要连锁酒店合作，以确保
信息在系统中得到准确反映。 

以全新眼光重新構想三大核心

不过，新冠疫情的确彰显出传统商业活
动形式的弱点，并凸显创新的重要性。专家
认为，要振兴传统的商务活动，业者必须
以全新的眼光和观点处理商务活动。专业
的活动组织者和策划者应该运用创新理
念，聚焦商业模式、代表经验，以及人才和
能力三大核心领域的重新构想。 

1.重新构想商业模式，这必须像初创企
业一样思考和行动，找出自己的核心，并且
追求即兴和多样化。

全球商务活动技术提供商GEVME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Veemal Gungadi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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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RECOVERY

差旅、會議、見客戶等這些商務活動，會

再重現嗎? 專家多持正面看法，因為人們對

社交互動的需求，才是有意義商務交流的關

鍵；科技有助提升交流的效率，但無法全面

取代人性中的情感需求。不過，傳統作法仍

存在缺點，新時代也需要新觀點、新能力的

注入，甚至呼應可持續性這個大課題。

日前在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举办首个
线上线下相结合「豪」不犹豫–旅遇

新程活动中，多名专家表示，「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关系」将持续驱动旅行和会议活
动。此外，人性化是会议活动以及更大的
旅游生态系统之核心，其将帮助旅游与会
议活动行业渡过当今艰难时期。 

新加坡市场活动营销服务解决方案提
供商George P Johnson副总裁兼董事总经
理Anna Patterson指出，现阶段行业人士意
识到的技术、全息图、VR、XR等，皆仅为
举行活动的推动者，即支持活动的辅助因
子，而人类的大脑、情感以及正在参与和
被娱乐的个人体验，才是活动举办成功最
重大的关键。因此，人们对社交互动的需
求，乃是未来旅行的核心。 

她举例说，她曾经将一场三小时的主题
演讲，转变为一场30分钟的电影纪录片，当
中把许多演讲者与内容，甚至公司的每个
利益相关者，都变成公司转型故事的一部
分，因为传递内容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和人
类行为进行连接，要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尤其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凸显出人际
互动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有意
义。 

与此同时，在商务旅行领域，高盛集团
亚太区（不包括印度）旅行执行董事Kenji 
Soh和彭博亚太旅行经理Andy Winchester
透露，尽管当前环境复杂，但商务旅行仍
在发生，显示「人」的要素仍是关键。 

Kenji Soh说，面对面的互动对人们来说
非常重要。虽然目前旅行的数量相对较
低，但每次旅行对企业都非常重要，因为
其使公司更具有竞争力。而在当今环境下，
高盛集团致力于减少甚至消除员工旅行计
划的复杂性，例如，向员工保证公司拥有强
大可靠的团队可以支持他们，并且在他们
需要时，提供及时相关的信息。 

Andy Winchester说明，彭博在中国和澳
大利亚的国内旅行已经恢复。旅行者和部
门负责人都毫不犹豫地返回旅行。人们希
望出去见客户，如果能够安全旅行，可以为

为满足旅行者对私密度假日益增长的需
求，独立酒店品牌璞富酒店及度假村宣布
推出其全球WHERE NEXT？即刻启程市
场推广活动的第二阶段——酒店专属包场
（Hotel Buyouts）--旅行者现可在全球135
个独立酒店及度假村中，选择整个楼层或
侧翼等适用于不同需求的专属包场方案，
还可享受私人定制化服务和设施。无论是
举办期待已久的家庭欢聚、庆祝活动或是
商务会议等，都能一一满足。 

酒店专属包场活动适用于2022年12月31
日之前的住宿预订，参与该活动的酒店包

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宣布于伊斯坦布尔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的最新奢华
酒店正式开幕，并为宾客呈献非凡迎宾礼
遇。  

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文华东方
酒店共设100间宽敞且设计奢华的客房及
套房，坐拥风光如画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景
致和城市天际线。酒店亦设有一系列的时

商务活动公司需要开始准备好原型化、迭
代，甚至放弃最终证明不可行的想法，快
速尝试新想法，一旦行不通即迅速转换，
并从每一次经历中学习，培养转移运营的
能力。这种创新的成本短期内可能增加两
三倍，但可以作为对业务弹性的学习和投
资。 

另一方面，公司的核心要在产品中持
续凸显，以Unexpected Atlanta为例，由于
疫情导致人们对过去其所提供的南方餐
饮和文化徒步线路需求下降，因此，改成
提供虚拟旅游，并将基于旅游主题的沉浸
式礼盒，送到参与者家中。其创始人Akila 
McConnell强调，通过将虚拟游览与礼品盒
的实际体验相结合，为客户创造360度的远
程体验，如此改变了商业模式，但仍忠于
核心使命。 

另外，澳大利亚最大的活动和展览租
赁公司Harry the hirer首席执行官Gab 
Robinson认为，面对疫情，虽然必须使自己
的产品和服务多样化，寻求为合作伙伴创
造新的价值，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必要完全从头开始，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和
重新设计现有的库存与资产，应对客户需
求的变化。 

2.重新构想代表经验，这得从小处开始
着手，同时，要运用多渠道。新加坡建立了
由公共和私营部门领导人组成的行动联盟
（AfA），试行各式安全和创新游客体验
的新方法。 

新加坡 旅游局展览和会 议执 行 董事
Andrew Phua指出，在疫情中要找出解决
方案，关键是不要害怕在现场不断测试，
创新就是适应需求，而由于新冠疫情的
动态依然充满变化，唯有以安全为核心的
敏捷方法，才能使商业活动继续进行。虽
然技术为数字工具和扩大/增强观众参与
度打开了大门，但敏捷性已成为为代表创
造价值的关键，因此要更加开放地利用技
术，创造有影响力的体验。

此外，意大利麻醉、镇痛、复苏和重症
监护协会（SIAARTI），与AIM国际集团合

人際互動讓商務交流更有意義

Hotel Buyouts

Business Travel

New Collaboration

Opening Promotion

璞富騰酒店及度假村 推出酒店專屬包場體驗

HighFlyer新航商旅計劃提供更多優惠福利

星夢郵輪、新航KrisFlyer 展開全新合作

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海峽文華東方酒店限時迎賓禮遇

31日。参与WHERE NEXT？即刻启程活
动的酒店及体验包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新港海滩的Balboa Bay Resort日落巡游、
墨西哥卡波圣卢卡斯Hotel Playa Grande 
Resort &Grand Spa墨西哥蒸汽小屋体验、
在香港东隅酒店参加调酒师课程、瑞士
日内瓦  Hotel Metropole Geneve的雪茄鸡
尾酒组合体验，以及南非西开普Erinvale 
Estate Hotel & Spa参加南非葡萄酒之旅。

新加坡航空自2021年9月1日起，将整合其
商旅计划并统一为HighFlyer新航商旅计
划，这将为包括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中小型

星梦邮轮宣布与新加坡航空公司飞行常
客计划KrisFlyer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在旗下「世界梦号」推出KrisFlyer会员专享
优惠和活动，提升KrisFlyer会员的客户体
验。KrisFlyer会员将可透过购买「世界梦
号」邮轮旅游配套赚取KrisFlyer哩数。 

KrisFlyer更首次为会员包下「世界梦号」
11月7日出发的航次，让 KrisFlyer 会员使用
哩数兑取「世界梦号」11月17日航程，体验
与飞行截然不同的海上度假享受。航程期
间，KrisFlyer 将为会员带来各种以新加坡
航空为主题的活动，包括与新加坡航空机
舱服务员合影、品尝新加坡航空的招牌沙

企业在内的各种规模的企业客户提供更多
的价值、福利和选择。 

目前，新航商务旅行计划针对的是大型
企业，而翔云商旅奖赏计划则专注于中小
型企业。在引入更多新功能的同时，通过
整合，这两个计划原本适用的福利将保留
在新版HighFlyer计划中。 

所有符合条件且搭乘新航集团旗下两家
客运航司（新航及酷航）航班的企业客户，
都可以享受优惠的企业客户票价，并获得
HighFlyer积分。这使得企业可以在全方位
服务或低成本服务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并

[ 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重構商業模式

重構人才和能力 重構代表經驗

尚餐厅和酒吧、适合不同社交聚会的特色
休闲空间，以及全方位照顾休闲及商务旅
客的身心需要的养生水疗中心（Mandarin 
Oriental Spa）。  

限时迎宾礼遇包括以下尊贵待遇：房价
由每晚 695欧元起;连续入住至少两晚可获
赠多一晚免费住宿;价值100欧元的消费签
账额，适用于酒店水疗中心或餐厅及酒吧;

登入或加入成为文华东方酒店集团的宾客
尊享计划「尚扇荟」（Fans of M.O.）会员专
享额外礼遇;礼遇有效期为2021年11月22日
止。

享受到航线网络共享的便利连接。 
新功能允许企业客户在预定非企业客户

折扣航班时也能赚取HighFlyer积分，以及
达到既定目标后的特定里程碑奖励。新航
还将扩大HighFlyer会员的奖励目录，为会
员提供使用HighFlyer积分兑换的更多选
项。 

新航还计划与非航空合作伙伴推出新版
HighFlyer「赚取」和「使用」选项，如酒店
住宿和汽车租赁服务。这些服务与商务出
行的需求相关，并为客户提供航空飞行旅
程以外的相关支持。这将使得客户有更多
的机会来赚取和使用他们的HighFlyer积
分。

爹，以及参加由新加坡航空培训专员主持
的仪容工作坊等。 

KrisFlyer会员可选择在包船航次入住
「世界梦号」以独特「精品船中船」概念
设计的The Palace皇宫套房，除了享有The 
Palace 皇宫宾客专属的优先登船、全天候
管家礼宾服务、私人水疗中心和健身中心
等尊崇礼遇，还可享用由世界着名的米其
林三星餐厅Village Blanc老板兼主厨暨法
国美食界的顶级大师Georges Blanc为新加
坡航空头等舱宾客主理的美味餐点。

星梦邮轮将于今年冬季把北极村、圣诞
老人快车和圣诞市集带到「世界梦号」; 参

加《北欧圣诞》主题航次的KrisFlyer会员
将可抢先一步感受北欧白色圣诞的魅力，
并获赠限量版新加坡航空盥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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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国地区的博雅酒店（上海）、上海龙
之梦大酒店（上海）、音昱水中天（苏州）
等。

「酒店包场 Hotel Buyouts」是继五月推
出的「特色体验Experiences」后，WHERE 
NEXT？即刻启程市场推广活动的全新项
目。参与「特色体验Experiences」的全球
200多家成员酒店为预订此优惠的客人提
供：连续两晚或两晚以上住宿的最优价
格、每日免费双人早餐、酒店或当地探索
特色双人体验、I Prefer精英会员自动升
级。预订及入住有效期截止至2021年12月

作，透过不同渠道，使得自己能接触到所有
成员，即使意大利各地受到严格群众集会
限制。AIM集团国际项目经理和赞助单位
负责人Gaia Santoro说，组织者和策划者得
为重要的年度大会找出全新的可行形式，
例如，使用载有工作室的卡车进行路演，
将内容在大屏幕上播放，搭配官网上传采
访与讨论，让协会成员持续交流与互动。 

3.重新构想人才和能力，这应该主动和
透明地与员工互动，以及培养更强的数字
素养和技能，还要开放地从不同地方获取
创意和人才。商务活动运营商必须为员工
创造机会，以磨练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卫
生维护和多渠道内容交付的技能和知识。 
即使在构建关键能力时也应考虑战略外
包，以便能够及时且高效地扩展和满足新
的数字化和运营需求。

变革管理是2020年许多业务议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Montgomery Asia常务董事
Christopher McCuin表示，领导团队要删除
层次结构，确保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并在设
定业务方向时考虑了各种观点。 

而为培养全方位人才、提供实用知识以
应对疫情挑战，新加坡会议展览组织者和
供应商协会（SACEOS）成为全球首个为
展览业推出一系列技术参考的MICE行业
协会，并与当地机构合作开发正式的培训
和技能提升途径，内容涵盖科技、广播、
战略叙事构建、内容制作、数据管理和网
络安全的技能。墨尔本会展中心则运用线
上活动收集全球业者创新建议和想法，根
据优缺点一一评估，再考虑采纳与否。

业务增加很多价值。彭博作为全球商业、
金融资讯和财经资讯提供商，还专注于如
何及时向旅行者传播信息，未来更需要尽
可能地实现自动化，尤其是在旅行数量增
长的情况下。 

可持續性商務差旅日益受關注

另一方面，Kenji Soh和Andy Winchester
都强调，「可持续性」是商务差旅领域一个
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Andy Winchester表
示，以彭博为例，每一场旅行都必须首先
经历一个评估的过程。很多会议可以合并
于一次旅行中进行，而不必通过多次旅行
完成，如此可以削减排放量。不过，由于旅
行者知道什么方式是最能达到可持续的目
标，因此都被赋予了选择权。从公司层面
来看，彭博也在积极通过与伙伴合作来实
现可持续目标。 

同样的情况，在追求超越碳补偿与碳
抵消的高盛集团中也能看到。Kenji Soh指
出，高盛集团也将选择权交给旅行者，让
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旅行中所产生的副产
品，同时，高盛集团还致力于在他们的线
上预订工具中，更好地展示绿色酒店，并
持续与万豪等主要连锁酒店合作，以确保
信息在系统中得到准确反映。 

以全新眼光重新構想三大核心

不过，新冠疫情的确彰显出传统商业活
动形式的弱点，并凸显创新的重要性。专家
认为，要振兴传统的商务活动，业者必须
以全新的眼光和观点处理商务活动。专业
的活动组织者和策划者应该运用创新理
念，聚焦商业模式、代表经验，以及人才和
能力三大核心领域的重新构想。 

1.重新构想商业模式，这必须像初创企
业一样思考和行动，找出自己的核心，并且
追求即兴和多样化。

全球商务活动技术提供商GEVME创始
人兼首席执行官Veemal Gungadi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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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會議、見客戶等這些商務活動，會

再重現嗎? 專家多持正面看法，因為人們對

社交互動的需求，才是有意義商務交流的關

鍵；科技有助提升交流的效率，但無法全面

取代人性中的情感需求。不過，傳統作法仍

存在缺點，新時代也需要新觀點、新能力的

注入，甚至呼應可持續性這個大課題。

日前在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举办首个
线上线下相结合「豪」不犹豫–旅遇

新程活动中，多名专家表示，「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关系」将持续驱动旅行和会议活
动。此外，人性化是会议活动以及更大的
旅游生态系统之核心，其将帮助旅游与会
议活动行业渡过当今艰难时期。 

新加坡市场活动营销服务解决方案提
供商George P Johnson副总裁兼董事总经
理Anna Patterson指出，现阶段行业人士意
识到的技术、全息图、VR、XR等，皆仅为
举行活动的推动者，即支持活动的辅助因
子，而人类的大脑、情感以及正在参与和
被娱乐的个人体验，才是活动举办成功最
重大的关键。因此，人们对社交互动的需
求，乃是未来旅行的核心。 

她举例说，她曾经将一场三小时的主题
演讲，转变为一场30分钟的电影纪录片，当
中把许多演讲者与内容，甚至公司的每个
利益相关者，都变成公司转型故事的一部
分，因为传递内容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和人
类行为进行连接，要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尤其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凸显出人际
互动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有意
义。 

与此同时，在商务旅行领域，高盛集团
亚太区（不包括印度）旅行执行董事Kenji 
Soh和彭博亚太旅行经理Andy Winchester
透露，尽管当前环境复杂，但商务旅行仍
在发生，显示「人」的要素仍是关键。 

Kenji Soh说，面对面的互动对人们来说
非常重要。虽然目前旅行的数量相对较
低，但每次旅行对企业都非常重要，因为
其使公司更具有竞争力。而在当今环境下，
高盛集团致力于减少甚至消除员工旅行计
划的复杂性，例如，向员工保证公司拥有强
大可靠的团队可以支持他们，并且在他们
需要时，提供及时相关的信息。 

Andy Winchester说明，彭博在中国和澳
大利亚的国内旅行已经恢复。旅行者和部
门负责人都毫不犹豫地返回旅行。人们希
望出去见客户，如果能够安全旅行，可以为

为满足旅行者对私密度假日益增长的需
求，独立酒店品牌璞富酒店及度假村宣布
推出其全球WHERE NEXT？即刻启程市
场推广活动的第二阶段——酒店专属包场
（Hotel Buyouts）--旅行者现可在全球135
个独立酒店及度假村中，选择整个楼层或
侧翼等适用于不同需求的专属包场方案，
还可享受私人定制化服务和设施。无论是
举办期待已久的家庭欢聚、庆祝活动或是
商务会议等，都能一一满足。 

酒店专属包场活动适用于2022年12月31
日之前的住宿预订，参与该活动的酒店包

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宣布于伊斯坦布尔
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的最新奢华
酒店正式开幕，并为宾客呈献非凡迎宾礼
遇。  

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文华东方
酒店共设100间宽敞且设计奢华的客房及
套房，坐拥风光如画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景
致和城市天际线。酒店亦设有一系列的时

商务活动公司需要开始准备好原型化、迭
代，甚至放弃最终证明不可行的想法，快
速尝试新想法，一旦行不通即迅速转换，
并从每一次经历中学习，培养转移运营的
能力。这种创新的成本短期内可能增加两
三倍，但可以作为对业务弹性的学习和投
资。 

另一方面，公司的核心要在产品中持
续凸显，以Unexpected Atlanta为例，由于
疫情导致人们对过去其所提供的南方餐
饮和文化徒步线路需求下降，因此，改成
提供虚拟旅游，并将基于旅游主题的沉浸
式礼盒，送到参与者家中。其创始人Akila 
McConnell强调，通过将虚拟游览与礼品盒
的实际体验相结合，为客户创造360度的远
程体验，如此改变了商业模式，但仍忠于
核心使命。 

另外，澳大利亚最大的活动和展览租
赁公司Harry the hirer首席执行官Gab 
Robinson认为，面对疫情，虽然必须使自己
的产品和服务多样化，寻求为合作伙伴创
造新的价值，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
必要完全从头开始，重点在于如何利用和
重新设计现有的库存与资产，应对客户需
求的变化。 

2.重新构想代表经验，这得从小处开始
着手，同时，要运用多渠道。新加坡建立了
由公共和私营部门领导人组成的行动联盟
（AfA），试行各式安全和创新游客体验
的新方法。 

新加坡 旅游局展览和会 议执 行 董事
Andrew Phua指出，在疫情中要找出解决
方案，关键是不要害怕在现场不断测试，
创新就是适应需求，而由于新冠疫情的
动态依然充满变化，唯有以安全为核心的
敏捷方法，才能使商业活动继续进行。虽
然技术为数字工具和扩大/增强观众参与
度打开了大门，但敏捷性已成为为代表创
造价值的关键，因此要更加开放地利用技
术，创造有影响力的体验。

此外，意大利麻醉、镇痛、复苏和重症
监护协会（SIAARTI），与AIM国际集团合

人際互動讓商務交流更有意義

Hotel Buyouts

Business Travel

New Collaboration

Opening Promotion

璞富騰酒店及度假村 推出酒店專屬包場體驗

HighFlyer新航商旅計劃提供更多優惠福利

星夢郵輪、新航KrisFlyer 展開全新合作

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海峽文華東方酒店限時迎賓禮遇

31日。参与WHERE NEXT？即刻启程活
动的酒店及体验包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新港海滩的Balboa Bay Resort日落巡游、
墨西哥卡波圣卢卡斯Hotel Playa Grande 
Resort &Grand Spa墨西哥蒸汽小屋体验、
在香港东隅酒店参加调酒师课程、瑞士
日内瓦  Hotel Metropole Geneve的雪茄鸡
尾酒组合体验，以及南非西开普Erinvale 
Estate Hotel & Spa参加南非葡萄酒之旅。

新加坡航空自2021年9月1日起，将整合其
商旅计划并统一为HighFlyer新航商旅计
划，这将为包括大型跨国公司以及中小型

星梦邮轮宣布与新加坡航空公司飞行常
客计划KrisFlyer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在旗下「世界梦号」推出KrisFlyer会员专享
优惠和活动，提升KrisFlyer会员的客户体
验。KrisFlyer会员将可透过购买「世界梦
号」邮轮旅游配套赚取KrisFlyer哩数。 

KrisFlyer更首次为会员包下「世界梦号」
11月7日出发的航次，让 KrisFlyer 会员使用
哩数兑取「世界梦号」11月17日航程，体验
与飞行截然不同的海上度假享受。航程期
间，KrisFlyer 将为会员带来各种以新加坡
航空为主题的活动，包括与新加坡航空机
舱服务员合影、品尝新加坡航空的招牌沙

企业在内的各种规模的企业客户提供更多
的价值、福利和选择。 

目前，新航商务旅行计划针对的是大型
企业，而翔云商旅奖赏计划则专注于中小
型企业。在引入更多新功能的同时，通过
整合，这两个计划原本适用的福利将保留
在新版HighFlyer计划中。 

所有符合条件且搭乘新航集团旗下两家
客运航司（新航及酷航）航班的企业客户，
都可以享受优惠的企业客户票价，并获得
HighFlyer积分。这使得企业可以在全方位
服务或低成本服务之间进行灵活选择，并

[ 張廣文 — 採訪報道 ]

重構商業模式

重構人才和能力 重構代表經驗

尚餐厅和酒吧、适合不同社交聚会的特色
休闲空间，以及全方位照顾休闲及商务旅
客的身心需要的养生水疗中心（Mandarin 
Oriental Spa）。  

限时迎宾礼遇包括以下尊贵待遇：房价
由每晚 695欧元起;连续入住至少两晚可获
赠多一晚免费住宿;价值100欧元的消费签
账额，适用于酒店水疗中心或餐厅及酒吧;

登入或加入成为文华东方酒店集团的宾客
尊享计划「尚扇荟」（Fans of M.O.）会员专
享额外礼遇;礼遇有效期为2021年11月22日
止。

享受到航线网络共享的便利连接。 
新功能允许企业客户在预定非企业客户

折扣航班时也能赚取HighFlyer积分，以及
达到既定目标后的特定里程碑奖励。新航
还将扩大HighFlyer会员的奖励目录，为会
员提供使用HighFlyer积分兑换的更多选
项。 

新航还计划与非航空合作伙伴推出新版
HighFlyer「赚取」和「使用」选项，如酒店
住宿和汽车租赁服务。这些服务与商务出
行的需求相关，并为客户提供航空飞行旅
程以外的相关支持。这将使得客户有更多
的机会来赚取和使用他们的HighFlyer积
分。

爹，以及参加由新加坡航空培训专员主持
的仪容工作坊等。 

KrisFlyer会员可选择在包船航次入住
「世界梦号」以独特「精品船中船」概念
设计的The Palace皇宫套房，除了享有The 
Palace 皇宫宾客专属的优先登船、全天候
管家礼宾服务、私人水疗中心和健身中心
等尊崇礼遇，还可享用由世界着名的米其
林三星餐厅Village Blanc老板兼主厨暨法
国美食界的顶级大师Georges Blanc为新加
坡航空头等舱宾客主理的美味餐点。

星梦邮轮将于今年冬季把北极村、圣诞
老人快车和圣诞市集带到「世界梦号」; 参

加《北欧圣诞》主题航次的KrisFlyer会员
将可抢先一步感受北欧白色圣诞的魅力，
并获赠限量版新加坡航空盥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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