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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旅行

封面话题购物旅行
几年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曾经向中国驻英外交人员询问如何吸引更多中国人前

往英国，他得到的回答是——“多造几个比斯特购物村”。中国消费者的强大购买力
已是举世公认，在出境观光休闲度假的同时得到完美的购物体验，已经是国人出境
游行程安排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面对这样来势汹汹的购买力，从大型购物集团到
机场免税店，无不做足了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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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经媒体领域从业 10

年，有幸在这个旅游的黄金

时代，加入旅游媒体。愿以

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

高度的责任感去迎接新挑战，

再攀新高峰。

渐行渐火的购物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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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人出境游数量的增加，购物旅行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据蚂蜂窝自由行与今日头条、中国银行银行卡中心联合发布的《全球旅游购

物报告 2015》，中国的出境旅游购物市场规模已达 6841 亿元。2015 年 1-10 月，

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购物人均花费 5830 元，同比 2014 年增长 16.3%。在 2015 年中国

游客出境旅游目的占比中，有 53.6% 是以购物为主要目的，平均用于购物的费用占

人均境外消费的 55.8%。而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相关数据则显示，占比仅为 1% 的中

国游客贡献了 25% 的免税品销售额。旅游购物开始代替“海淘”，成为当下的消

费热词。

当然，和前几年相比，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

国消费者境外旅行时的购物行为越来越趋于理性，目的性也更加明确。他们早已

不是成群结队地在海外一掷千金，抢购名牌的表、珠宝和包等奢侈品，相比之下，

他们对化妆品、服装、鞋、电子产品和纪念品的支出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境外

购物旅行消费者也开始喜欢以自由行的方式去探索个性化的新品牌。同时，男性

消费者也越来越多地加入了购物大军，商务人士往往会在出差的间隙会去购物村

购买具有欧洲剪裁风格的服饰，而更为年轻的男性消费者则会更关心最新潮的服

饰和打扮。

面对日趋成熟的中国境外购物旅行消费者，商家们也都在积极应战。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意识到，中国游客的自主性正日益增强，为确保中国

顾客能够在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拥有极致享受和轻松便捷的购物体验，他

们通过网站、应用和微信与中国游客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捕捉游客的需求。同时，

欧洲各大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汇集了 3000 多家商店和 900 多个品牌，成为

当地的旅游胜地。而针对越来越重体验的中国消费者，唯泰着力于创造令人难忘

的体验以留住客人，游客可以从欧洲主要城市便利抵达每一家购物村，在品牌方

面为顾客提供国际品牌和本地品牌的合理组合，以及至尊的五星级服务和贵宾礼

遇。而无论是纪念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的比斯特购物村现场表演，还是在西班牙

的购物村与米其林大厨互动、品尝当地美食，都旨在为旅行者创造与当地相辅相

成的真实体验。优惠力度非常大的 Sawgrass Mills 意识到购物便捷对消费者的重要性，

主动与旅行社和地接社紧密合作，从中文店铺名录到折扣券，为中国游客提供最

有价值的信息。巴黎机场管理局则随时把航站楼最新的亮点和卖点分享给消费者，

让每位消费者感受到购物的独特性。

面对未来，各大机场航站楼和购物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更应意识到，随

着中国游客见识的不断增强，未来他们并非只是追随潮流，而是会日益成为全球

趋势的主导力量。他们对购物体验、商品的品质以及购物的便捷性都有了更高的

要求，他们也更喜欢将购物、美食、酒店三者高度融合的购物体验，如何为他们

提供一站式的便捷购物体验，满足他们多元化的需求，需要商家们更多的智慧。

travel WeeKlY eveNts 
President, travel GrOuP robert G. sullivan
seniOr viCe President, events, travel GrOuP alicia evanko-lewis

Northstar重新定义企业品牌

2016 年 1 月 11 日，Northstar 旅游传媒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Tom 
Kemp 先生宣布该公司的品牌进行了重新定位，Northstar 集团在服务于全
球旅游和会议行业时，将从之前的媒体集团向世界领先的 B2B 信息、商业
智能和商业活动平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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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旅行

特约撰稿人 孙伟业 / 文

消费需求持续升温
国家旅游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旅游发

展报告（2016）》显示，自 2012 年起，

中国就一直保持世界最大出境旅游市场的

地位。与出境人数相伴的是中国游客强大

的购买力，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公民在

境外的人均消费水平排名全球第一，是全

球规模最大、最有消费吸引力的重要客源

市场。据世界旅游组织《2015 全球旅游

报告》：“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

市场，受可支配收入提高、人民币汇率坚

挺、旅行设施改善和出境旅游政策鼓励等

利好因素的影响，持续超常规增长。据世

界旅游组织（UNWTO）统计，2012 年，

中国游客在海外花费上突破千亿美元，以

1020 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至 2015 年，

海外花费已增至 1045 亿美元，连续位居

世界第一位。”

唯泰集团旅游总监 Marcelo Molinari 先

生告诉《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中

国是欧盟以外来访唯泰集团欧洲九大购物

村的最大市场，“购物村”是唯泰集团所

创建的独特奥特莱斯购物体验，位于欧洲

主要城市附近，旨在吸引精明而且消费能

力高的全球消费者。据介绍，唯泰集团目

前在全球运营 11 家购物村，其中欧洲九

家，中国两家，包括最新开业的奕欧来上

海购物村。奕欧来上海位于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比邻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自从比

斯特购物村开业以来，唯泰集团的购物村

增长迅速，并且开拓了“旅游购物”的概念。

Marcelo Molinari 先生表示，旅游购物

行业持续增长，而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全

球消费当中占据了 35%。此外，接近 70%

的奢侈品服装是在国外的百货商场和免税

商店购买的。超过 90% 的中国消费者在

出游之前会做好调研和规划要买的商品。

“我们的经验是，中国消费者会做好充分

的调研，对品牌有很高的认知度，很清楚

要购买什么样的商品，甚至有部分消费者

会拿着商品的产品编码来到商店咨询。”

美国 Sawgrass Mills 的旅游主任 Victor 

Ramani 女士在接受《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采访时表示，根据佛罗里达旅游局

提供的数据，在到访美国的国际游客中，

中国游客的花费排在第一位。另外，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出境国，随着中国的收

入以每年人均 10% 的速度增长，中国的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境外消费达到年收

入的 19%，这一数字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要高。 

作为全美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村和

零售商场，Sawgrass Mills 和 The Colonnade

奥特莱斯每年吸引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的

数百万游客。中国游客到访 Sawgrass Mills

的数量逐年递增，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市

场。“中国人喜爱购物，无论他们是住在

罗德岱堡，迈阿密或是棕榈滩，他们都会

选择到 Sawgrass Mills 购物，因为他们知道

会在这里找到所有的大牌和最好的折扣。” 

Victor Ramani 女士告诉记者。

巴黎机场管理局副总裁 Laure 女士在

接受《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采访时

表示，巴黎戴高乐机场的中国乘客与游

客数量已经连续多年持续增长，2015 年

底，这个数字超过 180 万。巴黎戴高乐机

场已经开启一项重要的针对精品店的提升

几年前，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曾经向中国驻英外交人员询问如何吸引更多中国人前往英国，
他得到的回答是——“多造几个比斯特购物村”。中国消费者的强大购买力已是举世公认，
在出境观光休闲度假的同时得到完美的购物体验，已经是国人出境游行程安排里最重要的
环节之一。面对这样来势汹汹的购买力，从大型购物集团到机场免税店，无不做足了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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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the Funnel Revolution at  the 
2016 Phocuswright Conference
The Funnel has long served as the battleground for online travel’s greatest 
contests. But revolution is here and the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are 
unfolding. Make no mistake: The Funnel’s reign 
is at an end.

Will you be here to see it?

REGISTER TODAY
PHOCUSWRIGHTCONFERENCE.COM
+1 860 350-4084 X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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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这个提升计划率先创造独特的“空

间重组”模式。我们需要确保为我们的乘

客高质量地展示机场的各个角落，因此我

们开发和提高了“时尚与配饰”区，与

2006年6家相比，现在有大约30家“形象”

品牌。巴黎戴高乐机场是唯一一家拥有香

奈尔精品店的机场。我们决定采取战略定

位“终极巴黎购物与餐饮体验”，集中于

化妆品、时尚与配饰、法式生活。所有这

些将使得 2015 年每位乘客消费达到 19 欧

元，而 2006 年每位乘客只消费 9.8 欧元。

旗 下 拥 有 22 家 名 品 奥 特 莱 斯 的

McArthurGlen， 旅 游 部 主 管 Anthony 

Rippingale 先生告诉《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遍布

欧洲八个国家的所有重要旅游目的地，最

近更有一家全新的奥特莱斯落户加拿大

温哥华。2015 年，源自中国市场的收入

与 2014 年相比增长了 74%，中国市场赶

超俄罗斯市场，成为 McArthurGlen 的头

号旅游购物客源市场。McArthurGlen 提供

免税购物，全年都有七至三折的优惠。

McArthurGlen 还从当地设计和建筑风格汲

取灵感，为顾客打造了极具魅力且活力四

射的购物环境。

特色服务吸引游客
如今，针对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全球

购物大军，越来越多的商业精英加入到这

场抢夺消费者的战斗中来。一项针对中国

消费者境外消费的调查显示，中国游客购

物主要集中在皮具、腕表与珠宝。但是由

于资产状况的不同，普通消费者更倾向于

购买香水、化妆品、皮具与服饰等初级文

化消费品；而珠宝、腕表等顶级文化消费

品则最受富裕阶层消费者青睐。有意思的

是，由于国内外的价差，普通消费者境外

购物时极爱多款皮具产品，特别是大牌的

箱包；但是富裕阶层消费者也在国外购买

皮具，但更偏爱限量或者定制版的皮具。

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客群、越来越精明的消

费者，有针对性的做足功课，让各类购物

集团绞尽脑汁。

Anthony Rippingale 先 生 表 示，

McArthurGlen 已经为中国客户开通了中文

网站，同时推出了奥特莱斯购物指南应用

（Outlet Guide APP）和帮助顾客提前规

划行程的微信账户。“中国客户尤为钟爱

现场退税服务，我们很多购物中心都提供

这项服务。”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

者在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的消费

额增长速度最快。2015 年中国游客贡献

的销售额创下新高，总销售额比排名紧随

其后的 6 大客源市场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他提醒消费者，最佳的购物攻略就是使用

McArthurGlen APP 提前规划好即将到访的

购物中心，这里一直都有全新商家和全新

的选择。

Laure 女士告诉《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针对中

国乘客的活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更多客

户的习惯以及他们的愿望。通过我们与

大学、航空公司、政府服务、警察、海关

等合作伙伴以及与专家、顾问的合作，帮

助我们更加了解乘客的愿望。迈开第一步

之后，我们实施了一些针对中国客户的行

动，例如中文标志、免费的热水机，我们

与零售商一起庆祝春节，欢迎词用中文以

及粤语播放，我们的购物区都有中文熟练

的销售导购等等。我们的电子产品渠道，

例如网站、微信账号、手机软件都有简体

中文以及繁体中文。正是因为这些进步，

我们在 2014 年 9 月获得‘中国境外旅游

高质量服务供应商’，巴黎戴高乐机场也

在 2015 年 4 月赢得‘欢迎中国奖’。”

Victor Ramani 女 士 表 示，Sawgrass 

Mills 是一个真正的一站式购物目的地，

拥有超过 350 家商铺和众多礼遇，使中国

游客出行更加便利并且节省更多。这里有

一些为寻求设计师潮流品牌和终极购物

体验的中国游客的温馨提示：首先，在

Sawgrass Mills 停留至少两天，充分利用所

有优惠折扣。其次，官方接驳车每日往返

于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及附近海滩的 100

多家酒店，只收取少额费用。商场内还有

循环巴士轻松达穿梭于各个主要入口。第

三，游客服务中心提供包括中文在内的多

种语言“Savings Passport”优惠券，包含将

近 200 种优惠。此外，在这里购物的同时

享受以顾客为本的礼遇和一流的服务，诸

如掌握多种语言的亲善大使会提供管家般

的服务、免费无线网络、代客泊车服务以

及货币兑换服务等。

Marcelo Molinari 先生表示，唯泰集团

在欧洲九大购物村推广针对中国消费者的

营销活动，比如针对中国春节和黄金周的

特别促销以及贵宾服务。唯泰集团的购物

村有遍布全球的 400 多家旅游合作伙伴，

包括航空公司，奢华酒店，支付服务供应

商和奢华旅行供应商。最近又宣布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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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合作，以及与东航

和国航合作的里程兑换。不断举办的营销

活动也是一个重要手段，据介绍，唯泰集

团最近举办的“客座造型师”活动邀请香

港造型师马天佑探访欧洲的购物村，著名

模特儿游天翼展示了这些不同的造型，而

这些衣服搭配在购物村都可以买到。

Marcelo Molinari 先生提醒中国游客，

购物村还有展示独立设计师作品的概念店

和快闪店。宾客可以找到高端国际品牌的

衣服和配饰，还有本地设计师的独特设计，

把无法在中国买到的独特商品带回家。例

如，在米兰附近的菲登扎购物村最近开

设了“The Creative Spot”国际独立设计师

精品店，这是菲登扎购物村与意大利版

Vogue 杂志和意大利时尚协会共同合作的

项目。宾客可以买到著名设计师比如杜旸

和Stella Jean，而在巴塞罗那的罗卡购物村，

最近也启动了“巴塞罗那设计师组合”，

给中国消费者介绍巴塞罗那最具才华的新

一代设计师。

旅行体验越来越受重视
随着近些年出境旅游市场突飞猛进

的发展，经历了“买买买”的喧哗后，

中国消费者境外旅行时的购物行为变得

越来越理性，目的性也更加明确。“出

国变得很容易，购物日趋便利，大家因

此越来越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从前一味

地从众地买来一堆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现在大家考虑得更多的是从购物中获得

什么不同的旅行体验。”一位常年带团

的导游如是说。《金融时报》旗下研究

部门《投资参考》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

则表明，就购买习惯而言，成群结队在

海外一掷千金的中国游客正在发生重大

变化。他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大举购买

名贵的手包、珠宝和手表等昂贵物品。

相比之下，他们对化妆品、服装、鞋、

电子产品和纪念品的支出正在增加。受

访者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同类商品

的售价逐渐降低，以及跨境网购活动的

与日俱增。

Marcelo Molinari 先生告诉记者，购物

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消费者，而且年

龄层次也很丰富。比如来英国出差的商务

人士会过来购买具有欧洲剪裁的服饰，而

更为年轻的男性消费者会更为关心最新潮

流和街头风格打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以自由行的方式来购物村探索个

性和新品牌。这些消费者往往更为年轻，

愿意尝试本地食品。今年夏天，唯泰在西

班牙购物村着重推广美食与时尚，宾客可

以在罗卡购物村（邻近巴塞罗那）和拉斯

洛扎斯购物村（邻近马德里）品尝到各式

西班牙美食。Marcelo Molinari先生表示：“中

国消费者变化很快，我们需要创造令人难

忘的体验留住客人。在唯泰的购物村，我

们在品牌方面有国际品牌和本地品牌的合

理组合，至尊的五星级服务和贵宾礼遇，

而且每一家购物村都可以从欧洲主要城市

便利抵达。此外，无论是纪念莎士比亚逝

世四百周年的比斯特购物村现场表演，还

是在西班牙的购物村与米其林大厨互动、

品尝当地美食的互动体验，我们都需要创

造与当地相辅相成的真实体验。”

Anthony Rippingale 先 生 表 示， 中 国

游客的自主性日益增强，因此通过网

站、应用和微信与中国游客保持良好的

沟通变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确保商场

为中国顾客打造极致享受和轻松便捷的

购物体验。在奢华及精品生活方式品牌

方面，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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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市场堪称之最，汇集了 3000 多家商

店和 900 多个品牌。与此同时，各地的

McArthurGlen 名品奥特莱斯还是当地的旅

游胜地，乘坐接送班车或公共交通即可轻

松抵达。

Victor Ramani 女士认为，随着中国

游客的显著增长，他们协商决定不仅要

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更要让他们能

够更加便利地到访 Sawgrass Mills 和 The 

Colonnade 购物村。他们与旅行社和地接

社紧密合作，为中国游客设计的行程提

供有价值的信息，从中文的店铺名录到

Saving Passports 折扣券。除了能够消费最

有价值的时尚品牌，中国游客对为了迎

合他们需要的设施和服务以及承诺的愉

快购物体验感到非常开心。她表示，在

佛罗里达南部的零售产业竞争相当激励，

但是 Sawgrass Mills 的奥特莱斯购物村和

零售商店每天为消费者提供巨大的优惠，

这是其他商场无法比的。计划来佛罗里

达的中国游客应该知道 Sawgrass Mills 是

全美最大的奥特莱斯和零售商店，拥有

超过 350 家店铺和不可比拟的奢侈品牌

商店、国际零售商、经典美国品牌和众

多的家居商品和电子产品。由于靠近迈

阿密，一些寻找时尚大牌的国际游客，

无论来自哪里，都会在 Sawgrass Mills 收

获满满。

Laure 女士告诉记者，中国乘客十分

了解法国烹饪，自从 2015 年 6 月新开的

“我爱巴黎”餐厅开始，他们首先认可

了 Guy Martin 的才华以及烹饪方式。这

家餐厅刚刚获得了一项最令人愉悦的荣

誉奖——世界最好的餐厅！“这个奖项

鼓励我们与其他厨师一起开发更多高质

量的餐厅，我们计划 2020 年前把我们的

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星级厨师数量发展到

8 名。这个市场的困难之一，是在任何时

间都需要快速前进以及提供更多的商业

选择。时尚的改变，新的品牌、新产品、

新时尚常常在市场出现，我们需要迅速

反馈与反应。另一方面，我们特别关注

我们航站楼的亮点，更准确地说我们的

卖点，每个乘客必须在此感觉到独特性。” 

Laure 说。

一致看好未来发展 
“中国消费者对经济不确定因素比

较敏感，不过还是有足够的信心来投资

和消费。中国消费者与欧洲消费者相似，

精明、挑剔，零售商必须要迅速做出调

整来满足中国消费者所追捧的趋势和品

味，这样才会在市场中获得成功。”这

是 Marcelo Molinari 先生对未来中国游客

出境旅游购物的基本判断。

Victor Ramani 女士表示，根据国家

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中国访美游客数量

会持续增长并预计在未来 5-6 年内成

为美国最大海外入境市场。她强调，从

奢侈设计品牌到快速时尚品牌，服饰到

家居再到电子产品，Sawgrass Mills 是一

个一站式的购物目的地，同时也是零售

商店的青睐。这里有超过 350 家商铺和

100 家零售店，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

到喜爱的商品。为了持续提供一站式的

购物体验，这里一直在不断扩张增加新

的店铺，同时也在提升购物体验，包括

方便顾客的便利设施和亲善大使服务。

例如，在 Sawgrass Mills 的 The Colonnade

姓名：杉树
所在城市：北京
职业：自由职业

姓名：马晓晨
所在城市：北京
职业：影视业

达人说
Q&A

达人说
Q&A

达人说
Q&A
姓名：陈璐
所在城市：北京
职业：经理

Q: 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名
扬天下”，你如何看待出境旅
行购物这个市场？

A：中国大妈，土豪金团，
海外代购已经一次次刷新了
大家对这个市场的认知，无
须多言。

Q: 你每次出境旅行购物的时
候，会首要考虑哪些因素？会
在行程中给购物安排多长时
间？每次的预算是多少？

A:不会专门安排outlets，
但路过可能会去，会考虑独
特的设计和旅行的纪念，并
不会购买大牌商品。一般会
路过一些当地特色的商店买
衣服和鞋，另外特别的冰箱
贴是必收的。两个月的行程
购物消费 5000-10000 元。

Q: 你在选择境外旅行的时候，
有哪些需求？更看重哪些方
面的体验？

A:博物馆和古迹很重要，
我喜欢欧洲的历史。当然，
很多户外运动胜地也值得造
访，比如上次去了挪威，爬
上了奇迹石。

Q: 你认为当前出境旅行中的
购物环节是否能满足你的需
求？你对境外购物场所有什么
期待？

A: 自由行，自己满足自
己。期待惊喜，不好的地方
用脚投票。

Q: 你如何看待境外旅行购物
市场的未来？

A: 世界是平的，未来是
好的。

Q: 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名
扬天下”，你如何看待出境旅
行购物这个市场？

A: 有钱就是任性，随
便买随便花。

Q: 你每次出境旅行购物的时
候，会首要考虑哪些因素？会
在行程中给购物安排多长时
间？每次的预算是多少？

A: 会首要考虑汇率因
素和退税问题。行程中会安
排 1 天时间购物，每次的预
算在 2-3 万左右。

Q: 你在选择境外旅行的时候，

有哪些需求？更看重哪些方
面的体验？

A: 本土文化，体验不
同的运动放松方式。

Q: 你认为当前出境旅行中的
购物环节是否能满足你的需
求？你对境外购物场所有什么
期待？

A: 不能满足，希望境
外购物场所能多点中国指
南，多点电子设备。

Q: 你如何看待境外旅行购物
市场的未来？

A: 重视亲子游。

Q: 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名
扬天下”，你如何看待出境旅
行购物这个市场？

A: 国内一些产品价格远
远高于海外市场价格，索性
借着出去旅游的时候顺便购
物，把从国内省下的钱作为
旅游经费，所以出境游消费
的市场越来越火。

Q: 你每次出境旅行购物的时
候，会首要考虑哪些因素？会
在行程中给购物安排多长时
间？每次的预算是多少？

A: 首先是价格，其次是
品质以及款式。大概有 40%
到 50% 的时间安排购物。每
次预算根据去的城市不同不
一样。一般欧美国家会在 3-5
万，亚洲国家一般 2-3 万。

Q: 你在选择境外旅行的时候，

有哪些需求？更看重哪些方
面的体验？

A: 首选没去过的国家，
还有税率低的国家或可退税
国家。比较看重价格低于国
内，且质量更有保证的。

Q: 你认为当前出境旅行中的
购物环节是否能满足你的需
求？你对境外购物场所有什么
期待？

A: 一般能满足需求。中
文服务再多一些就好了，打
折活动也再多一些更佳。

Q: 你如何看待境外旅行购物
市场的未来？

A: 会随着出境游的增多
而更加火爆，但在火爆的同
时，应该增强购物的理性化，
增多旅游度假的多样形式。
整体来说，境外旅行购物市
场的未来不容小觑。

奥特莱斯近日完成了 80,000 平方尺的

扩建，目前有超过 70 家的奢侈品店铺

入驻这一高端的户外购物街区。今年夏

天一个拥有 1700 个车位的停车场将在

The Colonnade 奥特莱斯旁边启用。

Anthony Rippingale 先 生 认 为， 中

国游客的见识不断增强，未来他们并非

只是追随全球潮流，而是日益成为全球

趋势的主导力量。今后我们希望中国市

场能对欧洲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希望能

有更多中国品牌在我们的购物中心大放

异彩。

对于未来的市场发展，Laure 女士认

为，巴黎戴高乐机场需要制定更加一致的

报价。巴黎戴高乐机场虽然是由 10 个航

站楼组成，但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我们

的主要目标是使巴黎戴高乐机场在机场商

业报价领域成为欧洲第一机场。 我们了

解到，我们的乘客希望机场更像一个生活

区，拥有良好的服务、精品店、文化空间、

休息的区域和娱乐区域。她表示相信会设

法满足乘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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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泛教育平台决胜网宣布全资收购乐道旅行，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中国游
学第一品牌。此次收购后，决胜网的流量获取能力与乐道旅行在游学领域的实力将优
势互补，加速变现步伐，这也预示着未来教育行业与游学行业合作的更大可能。

教育 + 旅游，跨界融合带来新机遇

林伊 / 文

“我觉得是个偶然吧，我们运气挺

好的”，谈起为何被决胜网选中，乐道

旅行总经理陈栩笑着说。今年 5 月，定

位为 O2O 移动互联网教育点评导购平

台的决胜网全资收购了乐道旅行，在此

前的 3 月，决胜网在新三板挂牌，收购

乐道旅行是其上市停牌后全资收购的第

一家公司，也是其后端利润生态中重要

的 一 步。 为 此，《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专访了乐道旅行总经理陈栩。陈

栩认为，目前教育和游学行业都在不断

寻找跨界的可能，未来双方要寻找一个

契合点，乐道旅行承载整个决胜体系流

量变现的职能，决胜网也可以为乐道旅

行带来更多的客流量。

此前，决胜网曾投资了十几个教育

类企业以打造一个教育类的生态链，而

这次决胜网将橄榄枝抛向了一家主做游

学业务的旅行社，谈及原因，陈栩认为，

几乎所有教育机构的二次变现都是在游

学和留学中产生的，在频次上，游学高

于留学。从客户需求的角度来看，很多

教育机构学生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有游学

的体验。“坦白讲，很多教育机构做游

学是不够专业的，其实这里面可做的事

挺多的，成本的控制，供应链管理都是

学问，另外还有采购，用什么酒店，如

何分配时间，怎么去做签证，有什么样

的人来带队，这些其实都是旅行社的活

儿，而且还不是普通旅行社能干的，需

要有能力、有跨界思路的旅行社才能

干。” 陈栩说，决胜的收购对乐道旅行

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打造中国游学第一品牌
游学市场很大，旅行社无法全线开

花，要做到有舍有得。乐道旅行多年来

一直专注在日韩市场，也尝试了西欧和

美国市场，“其他区域我们前期是不太

去做的，做了也意义不大”，陈栩说。 

游学可以分为亲子项目、国内游学、国

际游学等不同品类。其中，陈栩认为最

重要的是国际游学，游学到留学的转化

率为 30%，很多学生游学的目的就是为

了日后留学。而亲子项目大多没有什么

教育属性，只是营销的产物和流量的入

口，乐道旅行未来会关注一些专业性的、

有学术目的的游学项目，比如跟着科考

专家去看大熊猫等科考性质的游学。

被决胜网全资收购之后，乐道旅行

未来的战略是打造中国游学第一品牌。

陈栩坦言，目前游学生态圈还没有建立

起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打下扎实和牢

固的基础，不应为了赚钱而赚钱，先从

建立批零体系入手，从日韩市场发力。

“整个游学市场是不太成熟的，机会还

是蛮大的。”陈栩表示，单纯从流量变

现这个角度来讲，可做的事很多，不一

定是承载一个一个的游学团。比如，作

为国际赛事的主办方，通过一些赛事和

活动，让客户了解不同地区的不同风俗

习惯，这也是未来乐道旅行计划中的事

情。“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差异，不

管用什么方式，你把差异对接上了，其

实都是旅游的核心。”陈栩说。

“文创的思路”带来差异化优势
陈栩认为，乐道旅行最与众不同之

处或许是拥有“文创的思路”，“日常

获取信息的来源、角度不同，再用不同

的角度和体系去思考，产品和服务自然

就会呈现出差别、特色。”单纯的降低

价格毫无意义，乐道旅行的价格在业内

并不低，而收益尚可，正是得益于这个

“文创的思路”。“我觉得旅游应该是

一个文创的、整合的产业。旅行社不应

该在一个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苦苦

地撑着，如果能体面地去赚我们应有的

服务费，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陈栩说。

游学市场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同时

也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整个市场比

较分散，效率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家

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旅行社服务要

做到信息对等。“学生游学最大的问题

是只有 50 天，就是寒暑假的 50 天。”

陈栩表示，旅行社应该围绕孩子和家长

的需求，所以其实整个游学的生态圈不

应该只有 50 天，而应是 365 天的。围

绕着这个生态，哪些人是可以在 50 天

之外出行的，这个是乐道旅行目前正在

探索的部分。

面对小众客户，打造“小而美”
乐道旅行成立于 2010 年，而陈栩已

经做了旅游行业 20 年了，用他的话说，

自己已经是行业里的“大叔”了，但其

实心里还是“摇滚青年”，别人干什么，

乐道旅行偏偏不愿无理由地盲从。

从 2002 年真正创业开始，陈栩就认

定，要想成功，一定是满足小众需求，

这样的思路一直让乐道旅行赢得了很多

的关注。乐道旅行的定位一直是“为人

数在 500 到 1000 的企业和政府客户去

提供解决方案”。这些客户比旅行更重

要的达成企业目的，对服务细节更在意。

很多旅行社开始涉足游学板块，陈

栩认为判断游学项目做得如何主要要看

四个方面：一是看客户精准而且足够大

的流量，二是看产业链是否畅通，三看

转化率，四是看客单价是否足够高。“我

觉得这个公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

以每家公司一定在某个环节上有有待提

高的部分。”

乐道旅行总经理 陈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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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路易斯安那州独有的美食和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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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体验激情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州是一个可以让您释放激情的地方，它充满多样性，在这个州境内，

仅需一段很短的车程就能把您带到另一个世界。不管您酷爱食物、音乐、历史还是
户外活动，路易斯安那州都可以满足您。

多样的音乐
路易斯安那州的音乐穿越历史，世

代相传，承载着梦想、希望、悲伤的

旋律和当地人广博的灵性。这一地区

的人口是美国最具多样性和独特性的

人口之一。

这里上演的音乐多种多样，从本州

本土的爵士乐、凯金和柴迪科音乐到

对美国蓝调、乡村音乐和摇滚乐的发

展与演变有显著贡献的音乐家的名曲。

然而，所有音乐都带有一种共同的特

征，当地居民按照路易斯安那的标准

可能给出了最好的总结，他们称之为

joie de vivre，或生活的乐趣。

爵士乐诞生于新奥尔良，确切的说

是在这座城市的 Tremé 区，最初繁荣于

法国区以北的“斯特利维尔”区。它令

人震撼，往往即兴创作，融合了欧洲、

非洲和加勒比音乐，利用 20 世纪初开

始风靡的管乐器和节奏乐器伴奏。

新奥尔良爵士乐的精彩之处在于

其非凡的变化。在一些著名场馆，如

位于法国区的典藏厅和棕榈阁爵士咖

啡厅，游客可以像当地人一样欣赏传

统的迪克西兰和新奥尔良爵士乐。现

代 爵 士 乐 是 法 布 • 马 里 尼（Faubourg 

Marigny） 斯 纳 格 港 的 主 要 音 乐。 在

一个以欧文 • 梅菲尔德的表演为特色

的演出上，你很可能会听到拉丁爵士

乐。从当地夜总会到爵士乐葬礼，新

奥尔良的铜管乐队，如重生铜管乐队

和十二金刚铜管乐队，随处可闻。

爵士乐在新奥尔良流行之前，路易

斯安那州产生了另一种本土音乐。凯金

音乐是法国阿卡迪亚流亡者的音乐，他

们在 18 世纪后期定居在这个州的中南

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沼泽地带和大草原。

它融合了当时法国的民俗音乐，同时还

受到这一地区的本土居民、英裔美国人

和欧洲人的影响。

早期的凯金音乐大多是法语，用以

小提琴为首的弦乐器伴奏。然而，19 世

纪后期，按钮式手风琴在路易斯安那州

南部出现时，小提琴失去主导地位。随着

tit fer，一种用来伴奏的铁三角和金属长钉

的使用，凯金音乐进一步演变，更接近现

在的形式——欢快的曲调非常适合保留着

传统韵味，讲述着或悲伤失落，或幽默风

趣的故事的两步舞或华尔兹。

传统依然深刻地保留在凯金音乐

中。凯金音乐的先驱者，包括乔和克利

曼 • 福尔肯，阿米德 • 阿杜安（Amédé 
Ardoin），丹尼斯 • 麦吉以及后来的知名

人士，如贝尔法兄弟（Balfa Brothers）、

D.L. 梅纳尔德等人录制的唱片包含了

早期世代相传的歌曲。在即兴演奏的凯

金音乐夜总会和舞厅以及各大音乐节

上，如拉菲特每年十月份举行的 Festival 

Acadiens et Creole，更进步的艺术家，包

括扎卡里 • 理查德、迈克尔 • 杜塞和博索

莱伊、史蒂夫 • 莱利和 Mamou Playboys

和阿曼达 • 肖等人，在保留流派根源的

同时，增加了现在的摇摆元素。在尤尼

斯镇的凯金音乐名人堂和草原阿卡迪亚

文化中心都能找到这个流派的展览。

在路易斯安那州之外，凯金音乐和柴

迪科音乐通常可互换，但两者有微妙又显

著的差别。柴迪科音乐是这两个流派中较

年轻的，含有凯金音乐的某些特性，但它

是路易斯安那州中南部和西南部克里奥尔

佃农和农场主的音乐。它起源于一种叫做

“La La”的传统，即是阿卡迪亚草原上的

克里奥尔家庭会聚集在乡村农舍，将其作

为邻里间临时的歌舞厅的传统。

凯金音乐受到的大部分影响来自于欧

洲音乐传统，而柴迪科音乐则更多地倾向

于非洲、加勒比和后来的美国蓝调音乐流

派。在柴迪科音乐中，按钮式手风琴被三

重奏全音阶手风琴或键盘式手风琴取代，

而 tit fer 被 frottoir 取代（一种像背心一样

穿在身上的金属洗衣板，用金属摩擦器，

如勺子或瓶盖“刮击”乐器）。于是，这

种音乐变得更富有节奏和动感，节奏通常

比它的近亲凯金音乐更快。

柴迪科音乐的名称来自于 20 世纪早

期一首关于贫穷的歌，名叫“Les haricots 
sont pas salés”。它于 20 世纪 40 年代首

次被录制，经过几个著名歌手，如克里夫

顿 • 切尼尔和布祖 • 查韦斯的传唱开始流

行开来。这一传统音乐仍然被一些当代艺

术家延续着，如 Terrance Simien、Rockin’ 

Dopsie、Chubby Carrier、Rosie Ledet。从路

易斯安那南部到欧洲，许多场馆和重大节

日都会演奏柴迪科音乐。著名的场馆包括

拉斐特的 El Sido’s，奥珀卢萨斯县的 Slim-
Y-Ki-Ki’s；著名的节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

西南部每年九月份在普莱桑克县附近举行

的柴迪科音乐节。在拉斐特吉恩 •拉菲特 •
阿卡迪亚文化中心和在巴吞鲁日的议会大

厦公园博物馆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柴迪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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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和乐器的展览。

美国蓝调和节奏布鲁斯音乐起源于密

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甘蔗和棉花地里工人

唱的“田间呐喊”。路易斯安那州的音乐

家、作曲家、制作人和录音师在这个流派

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开始，许多伟大的蓝调音乐传奇人

物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河和雷德

河沿岸的农村地区，或在此学习这种音乐。

“田间呐喊”发展到使用乐器，并最终放

大了乐器的作用。路易斯安那州的 Lead 

Belly 是最早录制蓝调歌曲并促进其传播

的艺人之一。在蓝调音乐的发展历史上，

路易斯安那州其他值得关注的名人包括吉

他 • 斯利姆、斯利姆 • 哈波、赖特宁 • 斯

利姆、拉齐 •莱斯特、泰比 •托马斯、巴迪 •
盖伊和肯尼 • 韦恩 • 谢泼德。

随着这些艺术家把音乐从路易斯安那

州的农村带向了城市地区，为了得到电台

点播和销售唱片，城市地区的音乐家（尤

其是新奥尔良）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在传

统蓝调中融合更商业化的元素。新奥尔良

很快成为节奏布鲁斯音乐行业在南方的中

心，不仅聚集了成功的艺术家，国家级音

乐产业活动也在此举行。法兹 • 多米诺在

新奥尔良成为明星之后，纽约和洛杉矶等

地的唱片公司开始将他们的艺人送到新奥

尔良，因为这座城市聚集了众多音乐家和

创造畅销奇迹的制作方。从那个时代到现

在，路易斯安那州著名的节奏布鲁斯音乐

艺术家包括Professor Longhair、Ernie K-Doe、

Irma Thomas、The Meters，The Neville 

Brothers，Dr. John 和 Allen Toussaint。

传统的蓝调音乐和其表现形式所传

达的精神往往混合了福音流派，路易斯

安那州是其重要贡献者。“福音音乐女

王”玛哈莉雅 • 杰克逊就是新奥尔良人。

著名的福音四重唱什里夫波特的 The Ever 

Ready Gospel Singers 和巴吞鲁日的 The Zion 

Travelers，他们清唱和声的特点影响了同

时代节奏布鲁斯音乐的艺术家。

蓝调和节奏布鲁斯甚至影响了路易斯

安那州的本土流派，主要是柴迪科音乐，

但还有一种路易斯安那州鲜为人知、较

为独特的音乐流派，叫“沼泽摇滚”。

新奥尔良的节奏布鲁斯、凯金音乐和乡村

音乐的混合在其全盛期 20 世纪 50 年代末

和 60 年代初，产生了一些风靡全国的热

门金曲，包括菲尔 • 菲利普斯“海之恋”

（Sea of Love）和戴尔和格雷斯的“我是

否离开，取决于你”（I’m Leaving It Up 

to You）。今天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得

克萨斯州东南部到欧洲，沼泽摇滚依然非

常受欢迎。

传统的蓝调和节奏布鲁斯对美国所有

通俗音乐流派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显著的是把传统的乡村音乐混合到乡村

摇滚、酒吧摇滚，最后是摇滚乐中。19 世

纪初，英殖民者进入了路易斯安那州，带

来了他们传统的弦乐器民谣，乡村音乐在

随之流传到了路易斯安那州。

乡村音乐代代口口相传，直到 20 世

纪电台出现，“谷仓舞”或“大露营”广

播节目首次亮相。这类演出中最重要的

曾是“路易斯安那州谷仓舞会”，它于

1948 年通过本地电台 KWKH 在什里夫

波特的市政礼堂开始向整个南方播送。

“大篷车演出”（The Hayride）对今天

的美国乡村、摇滚和流行音乐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记，它是乡村、酒吧音乐和

摇滚艺人猫王、汉克 • 威廉姆斯、约翰

尼 • 卡什、约翰尼 • 霍尔顿和吉蒂 • 威

尔斯的职业生涯的跳板。20世纪50年代，

路易斯安那州这些流派的其他音乐名人

包括杰里 • 李 • 路易斯、戴尔 • 霍金斯

和吉米 • 克兰顿。

从过去到现在，路易斯安那州都是

美国的发源地。很多旧时代的传统乡村

音乐反映在蓝草音乐中。通过节日和巡

演系列音乐会，蓝草音乐在路易斯安那

州巴吞鲁日东部的“佛罗里达教区”和

和新奥尔良北部广为流传。每个阵亡将

士纪念日，现代乡村音乐都会在巴吞鲁

日的Bayou Country Superfest演出，泰勒 •
斯威夫特，亨特 • 海耶斯和米兰达 • 兰

伯特都在此演唱过。路易斯安那州北部

什里夫波特城，每逢大型节日，如雷德

河狂欢节和 Mudbug Madness，同样如此。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许多地方都有解

读乡村音乐的变体和分支的场所。什里

夫波特市政礼堂的明星舞台博物馆讲述

了路易斯安那“大篷车演出”的故事。

其他著名的场所是纳契托什西部，路易

斯安那乡村音乐博物馆和费里迪镇三角

洲音乐博物馆。

路易斯安那州的音乐与它丰富多彩

的故事、当地美食，和历史、户外探险

活动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国家历史上

对音乐爱好者和游客最有吸引力的旅游

胜地之一。

美食和饮品
路易斯安那州的美食比比皆是。随

便问一个游客或当地居民他最喜欢这个

州的什么，他会说：“美食和音乐。”

在路易斯安那州最受欢迎的两种菜

系是克里奥尔和卡真，游客很难把它们

区分开来，对于当地人也一样困难，因

为你经常可以找到同一种菜的不同做

法——既有克里奥尔秋葵浓汤，也有卡

真秋葵浓汤；既有克里奥尔什锦饭，也

有卡真什锦饭。克里奥尔使用 19 世纪

初在新奥尔良开始盛行的食材，融合了

欧洲、非洲、加勒比地区的烹饪技巧。

卡真是 18 世纪法国阿卡迪亚流亡者的

菜系，他们定居在路易斯安那州西南部

的大草原和沼泽地区。一位知情人士提

示说，可以帮助你区分它们的是，西红

柿在克里奥尔菜中相当普遍，在卡真菜

中则有些罕见。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常用海鲜。该州

沿着墨西哥湾有 400 英里的海岸线，实

际上是上千英里，如果算上港湾和水湾

的话。这使它成为北美洲虾、牡蛎和螃

蟹捕捞业最多产的地区之一。同时，内

陆湿地和沼泽出产鲶鱼（一种白色淡水

鱼，通常用于炸鱼片）、小龙虾（类似

于小的淡水虾，用在菜品或煮汤中）和

奇异的爬行动物，如短吻鳄（通常是油

炸）和海龟（煮汤）。

品尝克里奥尔美食的首选是新奥尔

良的克里奥尔新月（Creole Crescent）

路线和位于庞恰特雷恩湖以北的北岸品

尝（Northshore Sampler）路线。对于凯

金美食，试试贯穿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

巴尤特产（Bayou Bounty）、草原家庭烹

饪（Prairie Home Cooking） 和 海 鲜 感 觉

（Seafood Sensation）路线。极度渴望（Capital 

Cravings）路线在巴吞鲁日及周边地区，

这里是克里奥尔美食和凯金美食相遇并

混合的地方。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三角洲

美食（Delta Delights）和雷德河美食（Red 

River Riches）路线是对凯金美食和克里奥

尔美食的深入探究，同时包含了传统的南

方当地美食，如纳契托什肉饼。

路易斯安那州也愿与世界分享自产自

销的饮品——手工精酿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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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安那州旅行中的一项最新服务

是最近推出的路易斯安那啤酒厂路线。虽

然刚推出不久，它已发展到遍及全州的 17

家啤酒厂。啤酒制造商最集中的地区是庞

恰特雷恩湖以北地区，我们称之为北岸，

距离新奥尔良北部约半小时。但新奥尔良、

巴吞鲁日、什里夫波特、哈蒙德、阿拉比、

阿娜奥德威尔的小城镇、法裔区的布鲁萨

尔和路易斯安那州中部的马克斯维尔等地

区的手工酿酒商也参与竞争。

啤酒厂路线为游客提供与业主和酿酒师

（通常是同一人）交谈的机会。他们常用我

们不太熟悉的行话，告诉我们很多方面的细

节，如选材、努力寻找供货、实际酿造中的

各种流程、严格的时间控制等等。离开时您

会获得有关酿造过程的知识，并由衷赞赏他

们对细节的极度关注，具体到每一个大桶、

小桶和瓶子。酿酒师经常会回到路易斯安那

对食物的热情中，热衷于用啤酒来突出食物。

他们会讲述为了搭配路易斯安那的美食，特

别是海鲜，他们如何特意制作一款啤酒的。

有一位酿酒师甚至为了向路易斯安那传统的

周一早餐致敬，特意制作了一款用当地种植

的红豆和大米酿制的红豆和大米啤酒（Red 

Bean and Rice Ale）。

战前庄园
对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旅客来说，最受

欢迎的活动之一是参观战前种植园庄园。

宏伟的构造中，令人惊叹的建筑、精心制

作的家具，还有内战之前发生在路易斯

安那州的生活和生产方面的故事，都让

游客感到惊奇。19 世纪中叶，美国百万

富翁最集中的区域是一个约 120 英里的长

体验 Cajun 文化的七次机会
1. 简·拉斐特国家历史公园和保护区：拉斐特的
阿卡迪亚文化中心陈设着许多表现 Cajun 历史和
文化的展品和手艺品，建有一个放映 Cajun 文化
主题电影的剧院。在尤尼斯的阿卡迪亚草原文化
中心和蒂博多的阿卡迪亚沼泽地文化中心着重向
人们展示它们的地理分区。阿卡迪亚草原文化中
心经常向游客展示手工艺和厨艺，阿卡迪亚沼泽
地文化中心为游客提供有导游陪同的巴尤·拉福
什（Bayou Lafourche）船上观光和当地音乐家的露
天即兴演奏会。

2. 霍马巴尤 ∙ 泰勒波恩水族馆：在博物馆迷人的
后门廊可俯瞰海湾，该博物馆主要向游客展示
Cajun 乡村最南端的区域文化，尤其是它与海产
品行业之间的联系。

3. 拉斐特阿卡迪亚村落和 Vermilionville：两个社区
都再现了卡真殖民地村落的生活，在这里游客可
看到身着戏装的演员表演那个时代的日常事务。

4. 伊拉斯阿卡迪亚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探讨了
Cajun 历史，但相比路易斯安那州历史更加深入。
博物馆展览了 17 世纪早期阿卡迪亚和北美东北部
的新法兰西殖民地的历史。

5. 圣马丁维尔阿卡迪亚纪念馆：该纪念馆挂有高
30 英尺宽 12 英尺的壁画，描绘 Cajun 人来到路易
斯安那州时的景象。据说艺术家 Robert Dafford 是
以该地区第一批 Cajun 家族的后裔为模板创作这
幅壁画的。

6. 路易斯安那州立博物馆：博物馆特别展示 Cajun
乡村的在新奥尔良皮斯拜特利的马尔迪·格拉斯
狂欢节传统。游客还可去巴吞鲁日市中心的首府
公园博物馆了解更多 Cajun 历史与文化。

7. 查尔斯湖卡尔克苏帝国博物馆：Cajun 乡村拥
有悠久的狂欢节历史。该博物馆位于查尔斯湖，
其收藏品包括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狂欢节服饰品
收集之一。

廊——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密西西比河的

一个带状区域，从新奥尔良北到巴吞鲁日

附近。该地区的财富来自于规模庞大的糖

料种植园。今天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庄园是

那些富有的种植园主居住、谈判生意、招

待同行和尊贵客人的地方。

尽管种植园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

一个多世纪，这些似乎在时间里凝固的

地方依然为首次和多次往来路易斯安那

州的游客提供新的体验。

唐纳森维尔附近的圣艾玛种植园、

施里弗附近的 Ardoyne 种植园、位于自

然保护区的旧金山种植园、艾德加的惠

特尼种植园、位于瓦谢里耶的橡树庄园、

伯恩赛德的 Houmas 庄园和圣弗瑞安斯

维尔的 Myrtles 种植园……

这些庄园非常典型，宏伟又华丽的

复合式建筑是当时非常富裕的糖料和棉

花种植园主的住处和业务中心。想象一

下密西西比河和其他主要河流两岸的庄

园，它们有着粗大的柱子、精美的园林

绿化和布置整齐的花园、古老的橡树和

宁静的环境。任何拿着相机来路易斯安

那的游客都会在这些宏伟的庄园前按下

快门。

除了巨大的柱子，庄园内的其他物

品也提供了与那个时期和庄园主人相关

的逸闻趣事。路易斯安那州的大多数种

植园庄园都有很多可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

至中叶（战前种植园文化的鼎盛时期，

也是最富裕的时期）的家具、艺术品和

古董。

体验 Cajun 文化
Cajun 文化和历史是到访路易斯安那

游客必须要了解的，它来源于阿卡迪亚人

（Acadian）。阿卡迪亚人是 18 世纪被英

国人驱逐出新斯科舍（加拿大省名）和加

拿大法语区的法国殖民者，大部分逃离的

阿卡迪亚人在广袤青绿的草原、沼泽、小

海湾和墨西哥湾内陆的南路易斯安那沼泽

地定居。他们通过种植庄稼，如水稻、甘

蔗等，慢慢地适应了当地地形，以这一地

区大量的动物为食，从野味、海鲜到鳄鱼

和小龙虾。

三个世纪之后，Cajun 人仍称他们居

住区域“Cajun 乡村”或“阿卡迪亚家园”。

Cajun 文化至今依然惊人地完整保存着，

很容易辨认和发现。许多 Cajun 人仍说一

口流利的法语，将其作为第二语言。这一

地区的两种本土音乐流派——Cajun 音乐

和柴迪科音乐——晚上在一些大城市，如

拉斐特、莱克查尔斯、霍马和一些偏远或

处于中间的小城市都能听到。白天任何

时候，游客都能在这些场所品尝到本土

Cajun 菜。

马尔迪·格拉斯狂欢节和其他
重大节日

在路易斯安那州每年有 400 个不同

节日，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称之为

美国节日之都。

今年最大的节日是马尔迪·格拉斯

狂欢节（Mardi Gras）。马尔迪·格拉斯

狂欢节因其数英里长的游行队伍、豪华

的花车、欢腾的节日气氛而举世闻名。

狂欢节于 1 月 6 日正式开始，游行队伍

在整个州游行数周，“油腻星期二”把

节日推向高潮。新奥尔良是这个狂欢节

一切活动的中心，但几乎每一个社区都

有自己的年度庆祝模式。无论是大城还

是小镇，甚至一些农庄，都会提供有趣

的方式让你大显身手。2017 年的马尔

迪·格拉斯狂欢节将在 2 月 28 日举行。

以下是路易斯安那主要节日列表 :
·1 月 -3 月：新奥尔良糖杯足球

比赛（1 月）；全州狂欢节（圣灰星期

三之前）；圣弗朗西斯维尔兰 Audubon 

Pilgrimage（3 月）

·4 月 -6 月：新奥尔良法国区音乐

节（4 月）；什里夫波特南方假日（4 月）；

拉斐特路易斯安那国际电影节（4 月）；

新奥尔良爵士音乐节（4 月 -5 月）；查

尔斯湖 Contraband Days（5 月）；巴吞鲁

日巴尤乡村超级音乐节（5 月）；布瑞奥

斯布里奇小龙虾节（5 月）；什里夫波特

Mudbug Madness（5 月）；新奥尔良葡萄

酒美食体验节（5月）；拉斯顿桃花节（6月）

·7 月 -9 月：新奥尔良精华音乐节

（7 月）；新奥尔良 Satchmo Summerfest

（8 月）；拉菲特 Cajun 法语区音乐节协

会与颁奖节（8 月）；路易斯安那西南

部柴迪科舞节（9 月）；拉斐特 Festivals 

Acadiens et Creoles（9 月）。

·10 月 -12 月：什里夫波特红河狂

欢节（10 月）；Natchitoches Pilgrimage 

in Natchitoches（10 月）；奥珀卢瑟斯

yambilee 节（10 月）；路易斯安那州什

里夫波特州博览会（11 月）；卡温顿

三河艺术节（11 月）；纳基托什圣诞

灯节（11 月 -12 月）；格拉梅西和卢

彻篝火节（12 月）；密西西比河堤坝

圣诞夜篝火节（12 月）。

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国际游客在免税店

购买实物商品可享受退税政策，1400 多

家商场包括知名零售店，包括蔻驰、萨克

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百思买、梅西百

货、盖璞为游客提供购物退税服务。

随意地沉浸在路易斯安那州独有的传统美食和绚丽的鸡尾酒里。它的甜美，它的斑

斓，它的绵延，漫上心头，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奔向这片热情四溢的土地。路易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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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国际机场：
你的洛杉矶故事从这里开启！

在一个面向全球旅行者和旅游专业

人士开展的评选活动中，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入选“2016 全球景致最美机场”

第 9 名。

 一位投票人这样描述在 LAX 的降落

体验：“飞机从沙漠和山峦上空穿越而至，

略过洛杉矶市区优美的天际线和毗邻机场

的海面时，窗外景色美不胜收。这美好

的一切集中体现在此次飞行的最后一个小

时”。

 前《纽约时报》旅游编辑 Joe Sharkey

评论说：“在 LAX 降落时映入我眼帘的

不仅是广阔的城市风景，洛杉矶最震撼人

心的多元地理风貌——海洋、群山、深谷

和沙漠都一一在柔和的阳光里熠熠生辉。”

洛杉矶国际机场是世界第五大、美国

第三大机场，为近60家航空公司提供服务，

每日运行直飞85座美国城市的692条航线，

每周运行 928 条航线，飞往 34 个国家的

67 座城市。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货物吞吐量

位居世界第 14 位、美国第 5 位，航空货

运量达 210 万吨，价值 869 亿美元，它肩

负着每年几千万到访洛杉矶游客的第一印

象及最后印象的使命。

今年 2 月，刚刚经过翻修的洛杉矶

国际机场（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LAX）2 号航站楼（Terminal 2）正式揭幕，

与 2013 年落成的汤姆·布莱德利（Tom 

Bradly）国际航站楼一起跻身世界级全球旅

客枢纽。2 号航站楼楼层的设计将现代化

元素与光线进行了完美融合，是集洛杉矶

餐饮、购物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购物中心。

崭新的 T2 航站楼商店和餐厅总占地面积

超过了 15,000 平方英尺，融合了活力四射

的设计元素，吸引了洛杉矶当地的主流餐

厅以及零售商店入驻，为旅客带来了全方

位的机场体验。“洛杉矶是国际旅游中心，

焕然一新的 T2 航站楼更全面地把洛杉矶

这个迷人的城市展现在世界面前。一直以

来，洛杉矶致力于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打造

一个世界一流的机场，T2 航站楼完美地诠

释了这一点。” 洛杉矶市长埃里克·贾希

提如是说。

汤姆·布莱德利国际航站楼则堪称“现

代工程的奇迹”，它采用了最新的计算机

辅助设计技术，三维建模和美国最先进的

建造方式。许多创新的餐厅及零售店将首

次引入新航站楼，大大体现了洛杉矶多元

化的美食和时尚的趋势。现在，让我们以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汤姆·布莱德利

国际航站楼为例，来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

的设施及服务。该航站楼不仅增强了乘客

的安全保障，更提升了旅游在机场的服务

体验。感受世界级城市洛杉矶 , 从走下飞

机的一刻开始！

设计风格。汤姆·布莱德利国际航站

楼的建筑公司 Fentress 独特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太平洋沿洛杉矶海岸线的海浪。大厅高

达 110 英尺的天花板引进加州著名的“特

产”-- 阳光，铝材质的拱形设计呈现开

放式、宽敞无柱的设计，这是一个引人入

胜的艺术建筑。新航站楼已赢得了建筑设

计类的大奖，这里是洛杉矶最新的标志性

建筑，抛物线波浪形状的航站楼已经列入

洛杉矶国际机场历史文化纪念碑。此外，

汤姆·布莱德利国际航站楼提供超过 60

个高级餐饮及奢侈品牌商店，其中包括 22

个洛杉矶本地的特色品牌，餐饮和零售商

店将在这几天逐步开放。投资 2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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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洛杉矶国际机场的 8 个角度
多少人对于洛杉矶的初识印象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LAX)，而对于很多

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座机场！它是 LA 故事发生的起点，是回忆的结点，更是憧憬的开始。要了解 LAX，这

八个角度一定不能错过。

萌宠减压
洛杉矶国际机场实施的宠物减压

(Pets Unstressing Passengers，PUP) 项

目旨在帮助旅客缓解压力、减轻疲劳。

在机场各处，你会发现走来走去的可

爱萌宠们正在与即将飞往各处的旅客

亲密互动！在每个航站楼的出发大

厅，都有可爱的治疗犬和它们的训导

员一同巡视，随时为旅客提供帮助。

“很难说谁更引人注目，是 LAX 

PUP 项目的小狗 Vegas 还是著名演员

杰夫·高布伦 (Jeff Goldblum) ！就在杰

夫登机之前，这两位相互慰问了对方。”

 

艺术空间
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并不是一

座普通的机场，它同时也是一座艺术

馆。作为机场扩建与修整工程的一部

分，这里的部分公共区域被改建成艺

术空间，用以举办艺展、展示装置艺术。

机场共设有 11 处展览场地，分别位于

第 1、2 及 3 号站楼、汤姆·布莱德利

国际航站楼、第 6 及 7 号航站楼。

繁忙空港
作为全球第五繁忙的机场，LAX 

也是美国第三繁忙的机场。每天，有

692 架 / 次的国内航班从这里出发前

往 85 座城市，每周有 59 家航空公司

的 928 架 / 次从这里启程直飞 34 个

国家的 67 座城市。

品质享受
Westfield 集团正在新建 18 个餐

饮与购物目的地——11 个洛杉矶本

地品牌，13 个首次登陆洛杉矶国际

机场的品牌——所有这些主要集中在

第 6 航站楼。目前 Petrossian Caviar & 

Champagne Bar 餐厅已经在汤姆·布

莱德国际航站楼开业。旅客们可以在

这里选择一份旅行野餐篮犒赏一下自

己：在 33,000 英尺的高空，尽情品味

鱼子酱、香槟、奶酪带来的完美享受！

未来建筑
作为 LAX 最具代表的建筑之一，

建成于 1961 年的 Theme Building 是 20

世纪中期未来主义建筑风格 (Googie)

的里程碑。这幢建筑在 1993 年被列为

洛杉矶历史文化纪念建筑。

吃遍 LAX
想要吃遍 LAX ？这里有超过 85 家

餐厅呢——你永远不会饿肚子的。

无论是大快朵颐味美多汁的鱼肉

玉米卷，或是尽情享受美味菜品和奢

华饮品，祝你都有个好胃口！ 

In-N-Out Burger
一边观赏飞机降落一边大快朵颐

In-N-Out 汉堡，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附近有这么多趣事值得体验一

下呢！

众多酒店
 你可能不知道，在 LAX 机场附

近有超过 40 家酒店哦！

机场酒店，也可以酷翻天！

的 DFS 免税集团将提供旅客更多的购物选

择， 其中包括 Fred Segal，Kitson 等品牌。

服务设施。新航站楼拥有 18 个舒适

方便的登机口，其中 9 个能同时服务新一

代的大型飞机如空客A380和波音747 – 8；

更宽敞的大厅每小时将能容纳 4,500 名乘

客，接近当前容纳量的两倍；候机室一半

的席位提供了个人电子设备电源；2-3 部

乘客电梯将迅速送您到达登机口；新航站

楼还配备了航空公司休息室、儿童游戏区，

豪华水疗区和其他设施，并有集成的环境

媒体系统及一系列的公共艺术展览，为旅

客打造完美及轻松的旅行环境。 

餐饮及购物体验。区域落成开放的是

南候机楼和 15 万平方英尺的大厅，提供超

过 60 个高级餐饮及奢侈品牌商店，其中

包括 22 个洛杉矶本地的特色品牌。您将

可以在这里找到顶级时尚品牌如 Bvlgari，

Emporio Armani，Coach 等，及洛杉矶特色

品牌如 Fred Segal，Kitson 等。 在这里还可

以品尝到洛杉矶本地著名餐厅的美食，

从高级的餐厅到清新的简餐，如 Border 

Grill，Umami Burger，Ink Sack，Petrossian 

Caviar 及香槟酒吧等，配以特色的装潢及

优秀的厨师，这里的出品充分展示了洛杉

矶美食的多样性与新趋势。

2015 年年初，洛杉矶机场委员会一致

通过了洛杉矶国际机场联外交通修建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将耗资 40 亿

美元，用来改进洛杉矶国际机场地面运交

通系统，进而为旅客带来更好的乘机体验。

计划包括建设联外自动轻轨列车，列车将

联结机场航站楼与机场多个站点，包括：

租车服务中心、乘客上下车集散点以及即

将修建的位于 96 号大街的克伦肖轻轨站。

该项计划主要用于缓解中央航站楼以及机

场周边地区的交通拥堵。

机场委员会决定：自动轻轨列车为机

场联外交通修建计划的第一阶段。目前该

计划已于 2015 年 1 月开始进行环境评估，

预计将于 2017 年开工。

自动轻轨列车不仅能够为游客节省时

间，还能有效舒缓机场内外交通阻塞。作

为洛杉矶国际机场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

自动轻轨列车的建设还包括翻修航站楼，

从而为乘客营造舒适的候机环境。洛杉矶

国际机场轻轨建设将日趋成熟，机场不久

将成为世界级的顶级机场。

“良好的服务和便利的设施，飞机的

跑道和登机门均是世界各国机场的核心竞

争力。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一流的机场，

打造现代化的航空体，以确保它在南加州

航空运输系统中的枢纽地位。”洛杉矶国

际机场执行董事Gina Marie Lindsey吉娜·玛

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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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轮 Cruise

郑炜航：中国邮轮经济进入黄金十年，亚
洲各港口应联合开发

渠道分销突围，让更多的零售代理入池
——专访皇家加勒比游轮北亚太及中国区总裁刘淄楠博士

林伊 / 文

李冰 / 文

2006 年，中国邮轮经济起步，如今

已走过 10 年的发展历程。近日，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郑炜航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从

国际方面看，亚洲港口应联合起来规划

港口建设、航线和岸上游，此外，会出

现更多关于“一带一路”的航线；在国

内方面，邮轮市场会从一线城市加大向

二、三、四线城市渗透。

 今年，中国进入了邮轮经济发展的

黄金十年。十年来，乘坐邮轮出境的中

国游客从 2 万人增长至 111 万人，我国

港口母港邮轮从 25 艘次增长到 539 艘

次，中国的港口也从 1 个港口增加到了

7 个。十年前，全国港口接待邮轮 115

艘次，至 2015 年已经达到了 629 艘次。

 10 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邮轮

产业发展，2015 年国务院发布多个重要

文件都明确支持发展邮轮经济：5 月，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

将大型邮轮设计建造作为我国高技术船

舶发展的重要方向；8 月，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

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邮

作为中国邮轮市场的一面旗帜，皇家

加勒比游轮公司今年针对邮轮渠道分销的

瓶颈，勇敢地豁开了一条口子，放闸让更

多的零售代理参与销售，以缓解邮轮行业

在 2016 年倍受严峻考验的库存压力。

“中国邮轮供过于求的局面是分销渠

道的问题， 消费者需求没有问题。”这

是皇家加勒比游轮刘淄楠博士在多个场合

发出的振臂高呼。

“今年的整体市场， 特别是华东市

场竞争非常激烈，销售期缩短，现有的渠

道分销能力还无法消化邮轮的运力部署。”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刘博士认为当下邮轮

行业的痛点是，全国有出境资质的旅行社

几千家，包船、半包船、大切舱的大分销

商不到几十家，而他们线下的中小旅行社

不到几百家，也就是说，整个分销池子就

是几百家旅行社 , 而中国有几万家面向终

端的门店旅行社，但有能力或有意向销售

邮轮的门店旅行社还微乎其微。反观目前

的分销池子，真正直面消费者的分销商比

例甚少，主要是：1 ，在线旅行社，有线

上的消费者入口，他们既包船也帮助其它

轮旅游发展；9 月，工信部等六部委发

布了《关于促进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旨在加快构建新时期邮轮

经济发展的大格局。

 

亚洲港口应积极联合开发
“一个区域的邮轮经济的发展，不

是一个国家就能造就的。”郑炜航多次

倡议亚洲各港口应联合起来规划港口建

设、航线和岸上游。他表示，虽然近两

年亚洲各港口合作的步伐迈得没有想象

中快，但仍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相信

在更好的互通之后会有更加实质性的成

果出现。

“例如，过去日本和韩国的一些港

口设施十分不足，这就使得东北亚的航

线显得十分单调，走来走去就那几条线。

但是近几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些改

变。”郑炜航说，例如韩国国会在去年

8 月通过了一项韩国邮轮振兴法案，对

邮轮经济的发展、港口的规划做了诸多

布局，相信未来两三年韩国的邮轮市场

会进一步扩大。而日本也认识到了除其

现有的港口外，还有更多的港口资源可

旅行社分销，通常价格比较优惠；还有最

后一刻甩尾舱的在线平台，这些平台鱼龙

混杂，良莠不齐；2，具有直销能力的传

统旅行社，今年的一个可喜变化是，更多

旅行社开始发展自己的直销体系，但整体

比重不大。这个池子里真正的零售旅行社

不多，这就是销不出去的症结。

为此，今年皇家率先在业内推出了“普

通团”和“散客方式预定”的零售模式，

希望借此打破池子里一潭死水的局面，帮

助大分销商疏通终端，提高分销效率和降

低分销成本。

刘博士强调说，我们的分销政策的首

要前提是，要紧密地依靠旅行社，这是我

们长期的战略政策。邮轮产品的复杂性决

定了这个行业需要代理向消费者去传导，

无论是传统代理还是在线 OTA。邮轮不

像机票，邮轮客单价比较高，需要更多针

对消费者的服务，代理的销售技能和作用

非常关键，所以即使在欧美发达市场，邮

轮公司的直销占 20-30%， 70% 还是依靠

旅行社。第二，包船旅行社是中国邮轮销

售的主力军，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我们

要帮助核心代理扩大渠道和销售，引入生

力军，让更多的终端旅行社进到这个池子，

现在包船旅行社面临分销不出去的困境，

特别是华东市场，在现有的池子里转来转

去，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打开渠道，消化

库存，拉近与消费者距离，稳住价格。第

三，旅行社渠道也要与时俱进，如果自身

不调整，业务量下降，就会有出局的危险。

他认为，中国旅行社是一批敢于尝试

和革新的旅行社，尽管去年遭受了严重的

打击，包船商有进有退，但主流的核心代

理都没有退出，大家总体对市场抱有信心，

并同时寻找办法走出困境。

“我们感到今年华北市场表现不错，

特别是赞礼号销售好于预期，其实在华东

的量子号的销售也不是很糟糕。邮轮公司

的产品和市场战略很重要。皇家让中国消

费者在第一时间享受世界一流的硬件和品

质，这艘原本为美国打造的邮轮转到中国，

这是邻国日本所享受不到的一个邮轮红

利。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维护好这个局

面，中国经过 6 年的发展，在很短时间内

跻身于世界第二大邮轮市场不容易， 现

在我们处在邮轮发展的第二阶段，如果走

得健康，我们还能步入更高的阶段， 走

不好，我们就和日本一样，好船、新船会

弃我们而去。”

据了解，皇家除了在中国的三大母

港上海、天津、和香港都有船的部署，

今年还率先走向二线城市厦门、青岛、

大连，以期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渠道。

目前，皇家在中国 6 个母港市场部署 5

支船舶，这是皇家加勒比在太平洋最大

的邮轮舰队。

以开发，所以在今年 4 月，日本国土交

通省在港湾局产业港湾课设立了“邮轮

振兴室”, 专门负责邮轮的招商和改善

停靠港口的接待环境，以实现其 2020

年赴日邮轮观光游客达到 500 万人的目

标。在东南亚方向，如香港、新加坡、

台湾等地，大家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建立

东南亚邮轮的互通、长短航线的开发等

问题。

 在今年 9 月即将召开的中国邮轮产

业发展大会上，一些韩国港口代表也计

划来参会，与我们共同谈合作，并介绍

当地的旅游资源，“我相信这样慢慢的

良性互动之后，整个亚洲邮轮的互通就

会有更好的成果呈现出来。”郑炜航说。

 

邮轮市场向内地渗透
“事实上，邮轮公司和旅行社的策

略是十分一致的，都是向内地市场渗

透。”郑炜航表示。目前，除一线城市

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和广州之外，

邮轮市场在不断向二、三、四线城市辐

射。不仅邮轮公司加大了宣传的力度，

旅行社也加大了渗透的力度。

 “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越在没

水的城市，那些旅客对水的需求、对邮

轮产品的渴求更强烈。除非他们不知道

邮轮，一旦他们知道了，他们需求是非

常大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市场。”郑炜

航坦言。邮轮市场快速增长，也表明了

邮轮公司没有将眼界局限仅仅在一线城

市，也在向三四线城市进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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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难忘的会奖之旅
圣灵群岛之旅

下一站会奖之旅，您将落脚何处？圣灵群岛集魅
力、探险、美食、奢华住宿与壮丽风光于一体。
圣灵群岛共有 74 座岛屿，零星地散布在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 的澄澈水面之上，这里无
疑是为会奖旅游量身定制的旅游胜地。它既恭迎
高端旅游团队，也不拒绝青睐价廉物美的游客，
其配套设施与旅游体验将让人终身难忘。

为期三天的旅行计划，加上全新的旅游项
目！心动不如行动！

第一天：
经 布 里 斯 班 或 悉 尼 抵 达 汉 密 尔 顿 岛 机 场
（Hamilton Island）。在这里，高尔夫球车恭
候您的光临！短程自驾到达独树山之巅 (One 
Tree Hill)，来一场酣畅之饮，为自己接风洗尘。
沉浸在汉密尔顿岛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之中，尽
情欣赏盈盈碧波和海滨沙滩。接下来，请移步屡
获殊荣的 Qualia 度假酒店！这里，泳池正恭候
您的大驾，不妨畅游一番，或休憩整顿一下，然
后乘坐 On The Edge 双体船出海巡航欣赏落日
余晖。

户外晚餐设在汉密尔顿岛游艇俱乐部的浮桥上，
桥下水波荡漾，温柔的海风让游客身心舒畅，同
时还能在游轮上品尝由行政总厨烹饪的现代澳式
美食。

第二天：
吃完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不妨在沙滩上做做瑜
伽，或在水中畅游一小会，或开着高尔夫球车到
小艇船坞乘坐游艇开往附近的白日梦岛温泉度假
酒 店 (Daydream Island Resort & Spa)。 在
那里，海洋生物学家将带领您的团队到世界最大
的露天水族馆之一暗礁馆（Living Reef）进行
一场别开生面的喂鱼活动。您可以喂鱼并抚摸它
们，包括鲨鱼在内，或者轻轻拍打黄貂鱼。千万
别忘了寻找小丑鱼和它的小伙伴们！海鲜宴会设
在情人湾 (Lovers Cove)。情人湾是一个隐蔽
的港湾，这里有着大甲板和白珊瑚海滩，饕餮盛
宴后等待您的是一场振奋人心的摩托艇运动。在
圣灵岛摩托艇之旅旅游公司（Whitsunday Jet 
Ski Tours）的悉心安排之下，您的团队将乘坐
摩托艇从白日梦岛驶往陆上的艾尔利海滩 (Airlie 
Beach)。

登陆后，您的团队将在艾尔利海滩小镇展开探
索之旅，随后搭乘飞机前往海曼岛 (Hayman 
Island)，俯瞰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堡礁之与众不同
的空中美景。小憩轻松一刻：在海曼岛温泉疗养
中心接受水疗，参与浮潜和冲浪等活动，或索性
在海滩上伸展四肢，放松一下。随后参加在温泉
疗养中心的水疗池边上举行的鸡尾酒会。晚餐可
以是在海滩上进行裸足烧烤，也可以选择在神奇
的热带雨林中进行烧烤。

第三天：
在 Azure 餐厅边吃早餐边俯瞰沙滩，还能观
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表演。这是 Jetpack 
Adventure 公司为观众带来的全新体验，需要
提前预约。喷气背包通过特别设计的喷嘴可以
冲击海水，使人在水面上飞起来，是旅游团队不
容错过的观赏项目，保证刺激不断，精彩纷呈。
在兴奋刺激过后，前往码头搭乘帆船开启前往美
丽的白天堂沙滩 (Whitehaven Beach) 的短程
之旅。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在出访澳大利亚时曾在这里享受了一天的悠闲时
光。浮潜用具、沙滩浴巾和丰盛的海鲜自助餐等
候您的到来！在某些团队成员参与浮潜活动的
同时，另一些人则可以享受前往心形礁 (Heart 
Reef) 的水上飞机之旅，尽情饱览海龟和其他海
洋生物。

返回汉密尔顿岛，准备回国，结束这一段休闲放
松、重拾活力、毕生难忘的旅行。

现在就行动起来吧！
欲 了 解 更 多 行 程 安 排 和 旅 游 资 源， 请 访 问
BusinessEvents.Australia.cn
您也可与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商务会展旅游
总监陈俐呈（邮箱：lctan@tourism.australia.
com）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访问

了解更多澳大利亚奖励旅游项目

businessevents.austral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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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轮 Cruise

歌诗达亚洲：
推动邮轮经济的全面发展
欧阳方子 / 文

近日，歌诗达亚洲在上海隆重举行以

“中国十年·懂你更多”为主题的十周年

庆典活动，并于活动现场向第 200 万名乘

客赠送免费船票。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邮轮游艇分会（CCYIA）的统计，2015

年，中国有超过 110 万邮轮游客，其中歌

诗达亚洲占中国邮轮母港出入境游客份额

的 38.31％，成为在华运营母港航次及游

客人数最多的邮轮公司。从 2006 年的“歌

诗达邮轮·爱兰歌娜号”（Costa Allegra）

到 2016 年的“歌诗达邮轮·幸运号”，

歌诗达亚洲在中国市场走过十年风雨荣

光，也见证了中国邮轮市场的发展与变革。

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邮
轮母港首迎国际邮轮品牌

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试运行仪式于

2006 年 4 月 3 日正式举行。3 个月后，载

重吨为28,500吨、共计900多个客位的“歌

诗达邮轮·爱兰歌娜号”成为停靠上海港

的第一艘邮轮，并首度以上海为母港，开

辟上海 - 日本长崎 - 韩国济州岛的邮轮

定班航线。南方网在报道中称：“它又一

次聚焦了中国关于‘邮轮经济’的目光和

期望。这是歌诗达国际邮轮公司首度航入

中国市场，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

邮轮公司以中国内地城市为母港开辟定期

航线，也意味着世界邮轮巨头嘉年华集团

正式开始其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步伐。”

这可谓是国际邮轮与中国消费者的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接触”。歌诗达邮轮

集团亚洲总裁莫兴萃先生（Buhdy Bok）

接受《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专访时

表示，邮轮旅行在中国兴起之初，游客对

于邮轮游的概念还停留在观光游阶段。大

部分游客仍只是希望通过邮轮这个交通工

具前往某个旅游目的地，而忽略了在邮轮

上的精彩活动。随着消费者渐渐从“猎奇”

转化为“享受”，邮轮以其“慢食、慢游、

慢生活”的特性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被市

场接受。此后，歌诗达亚洲持续在中国配

置新船，运力得到快速提升。歌诗达邮轮 •
维多利亚号于 2012 年在亚洲投入运营，

歌诗达邮轮 • 大西洋号、歌诗达邮轮 •赛

琳娜号分别于 2013 年、2015 年加入亚洲

舰队。2016年4月22日，随着歌诗达邮轮 •
幸运号的到来，歌诗达亚洲在中国地区的

整体运力较 2015 年大增 49%。“自 2006

年率先进入中国邮轮市场以来，我们在市

场培育、航线开发、港口基建、邮轮产业

链等多方面不断开拓，致力于推动中国邮

轮经济的全面发展。”莫兴萃表示。

持续锐意创新：打造“懂你更
多”的意式邮轮体验

歌诗达亚洲致力于为游客带来充满

“海上意大利”风情的纯正欧式度假体验，

这也与歌诗达邮轮亮黄色带有大大的字母

“C”的烟囱一同成为了其品牌识别度最

高的两大标志。与此同时，从十年前的“爱

兰歌娜号”入驻上海母港开始，歌诗达亚

洲一直没有停止针对中国消费市场需求的

钻研和创新。因此，在十周年庆典活动上，

歌诗达亚洲也打出了“懂你更多”的主题

标语。举例来说，在服务上，歌诗达亚洲

的母语服务包括中文服务员、中文菜单、

中文标识等，确保了游客与服务人员的顺

畅沟通，邮轮上母语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在

不断增加；在饮食上，歌诗达亚洲充分考

虑到中国乘客的饮食习惯，提供意式和亚

洲风味两种菜式供游客选择；在航次设计

上，歌诗达也充分考虑到中国市场的发展

趋势和最新动态。2016 年歌诗达亚洲将

先后推出“威尼斯狂欢节”、“你好，意

大利”航次，让中国游客在海天之间享受

风格迥异的邮轮体验；此外，歌诗达也结

合中国本地特色及节日需求，设计相关产

品，例如此前推出的“海上迎财神”春节

特别航次、“海上升明月”中秋节航次等，

让游客时刻保持新鲜感的同时，也为经历

“成长的阵痛”和分销困局的中国邮轮市

场提供了诸多切合本地市场的创新思路。

第一个吃螃蟹：试水细分、高
端市场

随着中国邮轮行业的迅速发展，一线

城市的游客逐渐接受了邮轮游这一新颖

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踏上愈

发多元化的国际邮轮，开启了美好的“海

上慢生活”体验。当邮轮产品被大众普遍

认可后，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常规产品，而

开始追求细分化和高端化的需求。洞悉这

一趋势，歌诗达亚洲不断推出创新产品，

如 2015 年推出的首个中国出发的环球邮

轮——历时 86 天，横跨三大洋、五大洲，

途径 18 个国家和地区，到访 28 个目的地，

体验异国他乡别样多彩的风土情调。环球

产品的推出成为中国邮轮业发展史上里程

碑式的创举，为高端市场圆一个环游世界

的极致梦想，一时间引发各界舆论关注和

探讨。相较于商业盈利目的，作为“第一

个吃螃蟹”的品牌，歌诗达邮轮更大程

度上是为中国邮轮市场展现了另一种可能

性。据了解，2016 年 11 月 30 日，歌诗达

亚洲还将推出 46 天环南太平洋航线——

歌诗达 • 大西洋号将从天津启航，横跨 2

个大洲、9 个国家、13 个岛屿，途经 14

个港口。

下一个十年：借势宏观条件 布
局全国市场

据国际邮轮协会（CLIA）的调查，

2013 年到 2015 年间，亚洲在邮轮业中配

置的船只数量以复合年增长率 10% 的速

度不断增长，亚洲的客运量增加了 20 个

百分点。2015 年中国邮轮旅客出入境达

2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预计到 2020

年，中国邮轮旅客将突破 450 万人次。

莫兴萃先生表示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充满

信心，并指出中国政府不断推出的邮轮

利好政策以及加速发展的邮轮基建环境

都为邮轮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

条件。一方面，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港口服务功能体系已随着邮轮游在中国

的升温而日渐完善；另一方面，《关于

促进我国邮轮运输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的发布使得外国邮轮公司面临

的多港挂靠以及台湾游两个政策问题得

到解决，为外国邮轮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创造了必要而宽松的政策环境。同时，

赴日邮轮免签政策推出之后，赴日邮轮

的售卖期延长到航线始发前的三天，相

比之前平均提前 15 天的停售时间延长了

将近两周。对于游客而言，这不仅意味

着省去了办理日本签证的时间和经济成

本，更可以灵活选择出游时间。莫兴萃

先生也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

入：2017 年歌诗达邮轮·新浪漫号即将

入驻亚洲市场，另有两艘为中国市场量

身定制的新船预计于 2019 和 2020 年加入

歌诗达亚洲；同时持续致力于全国范围

内的邮轮发展，针对中国邮轮市场潜力

巨大但内陆区域市场尚待发掘、零售端

网络薄弱的痛点，不断开辟二三线市场，

陆续在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十余

个城市开辟办公室，并结合路演等活动，

力求在深入了解当地需求的同时，为旅

行社同行和广大乘客提供更优质、更便

利的服务。“在中国这个充满生机的市场，

挑战与机遇必将同时存在，作为首个进

入中国邮轮市场的国际邮轮公司，歌诗

达亚洲将与中国各级政府以及当地旅业

伙伴一起合作，促进邮轮经济在当地快

速稳健地发展。”他说。

歌诗达邮轮集团亚洲总裁莫兴萃（左三）、嘉年华亚洲首席运营官翁格尔（左四）与乘客代表、员工代表到场庆贺

莫兴萃



www.travelweekly-china.com
21

  Advertorial  软 文

无与伦比的奖励旅游
昆士兰州黄金海岸

前往昆士兰州景色怡人的黄金海岸举办一次奖励旅游是激励

并鼓舞员工的绝佳方式，这里为来自中国的奖励旅游团队提

供众多创意选择。

黄金海岸拥有绵延七万公里的冲浪海滩、高品质的四星及五

星级度假村、美味可口的食物以及种类丰富的本地野生动物，

对初次到访这里的游客来说，黄金海岸从未令他们失望。 

立即加入黄金海岸三日行程，开启一段奇妙的
旅程。

第一天：
在海洋世界（Sea World）与海豚一起享用自助早餐，开启

美好的旅程。你可以享受独占海豚湾（Dolphin Cove）的机会，

那里可爱的海豚居民将为你带来精彩的表演。喜欢冒险的团

队成员甚至可以和海豚一起游泳，留下令人难忘的珍贵回忆。

早餐结束后，前往水手湾码头（Mariners Cove Marina）体

验天堂喷射快艇（Paradise Jetboating），你将在黄金海岸

布罗德沃特（Gold Coast Broadwater）感受令人肾上腺素

飙升的团队冒险，比如 360 度旋转、高速漂流、令人惊叹的

丰富海滩活动以及其他激动人心的快艇驾驶乐趣。午餐选择

在范思哲酒店（Palazzo Versace）大快朵颐后，前往拥有

220 家专卖店的海港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Harbour Town 

Outlet Shopping Centre）尽享奢华购物乐趣；或前往冲浪

者天堂（Surfers Paradise）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一到

达 Q1 温泉度假村（Q1 Resort & Spa）顶层的空中观景台

（SkyPoint Observation Deck）。位于海拔 230 米高空的

空中观景台将让你 360 度欣赏黄金海岸无与伦比的城市全

貌，包括壮观的海滩和郁郁葱葱的内陆腹地。你也可以加入

紧张刺激的空中观景台高空行走项目，这是澳大利亚最高的

外部建筑走道，将带你攀爬至大楼最高处，一览黄金海岸令

人惊叹的美景。

夜幕降临，不妨去赌场享受迷人夜晚或是在冲浪者天堂的众

多夜总会中热舞狂欢。

第二天：
早晨，你将在传统的澳大利亚冲浪俱乐部中一边享用早餐一

边欣赏潮起潮落的海浪，位于城市中央的诺斯克利夫冲浪俱

乐部（Northcliffe Surf Club）是你不错的选择。享用早餐时，

你将遇到一、两个著名的澳大利亚板球运动员，他们将指导

大家如何进行沙滩板球比赛。当然，你也可以在排球场玩沙

滩排球或是学习冲浪课程。从海滩出发，乘坐哈雷摩托车或

改装的高速汽车沿着海岸线一路飞驰，抵达坐落在 27 公顷郁

郁葱葱的桉树和雨林中的库伦宾野生动物保护区（Currumbin 

Wildlife Sanctuary）。大家将在此与包括考拉和袋鼠在内的

澳大利亚本土动物亲密接触。这里还提供适合进行团队建设

的索道冒险项目，颇具挑战性，这里也有适合思维车（Segway）

骑行的路径，众多有趣的体验正等待着你！

今天晚上将在景色优美的私人岛屿上享用晚餐，从大陆

乘船只需很短时间即可抵达秘密晚餐地点。McLaren’s 

Landing 度假村位于南史翠布鲁克岛（South Stradbroke 

Island），可为 1,000 位宾客提供独一无二的私密宴会。篝

火旁婀娜起舞的舞者、令人垂涎的海鲜自助餐和欢快的现场

音乐，将让你沉浸在美妙的夜晚中！

第三天：
今天，你将在黄金海岸极限驾驶中心（Performance Driving 

Centre）体验 V8 沙漠赛车的速度与激情，一扫旅途疲惫。该

中心的汽车配备安全防滚笼、赛车座椅以及灵活的赛车轮胎，

精心设计的设备和安全措施将为大家测试自己的驾驶技巧提

供难得机会。喜欢轻度冒险的成员则可参加黄金海岸直升机之

旅（Gold Coast Helitours），体验空中探险，一路向北飞往

莫顿湾（Moreton Bay），在天阁露玛度假村（Tangalooma 

Island Resort）享受休闲的下午时光，这里是莫顿湾（Moreton 

Bay）著名的野生海豚聚集地。你也可以探索黄金海岸腹地的

亚热带雨林步道。第三天晚上，你将在澳野奇观（Australian 

Outback Spectacular）感受原汁原味的澳大利亚文化。大家

将享受独特 BBQ 澳式晚餐，并欣赏超过 40 匹马的精彩马术

表演，融音乐、戏剧和情节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

精彩的马术表演将为澳大利亚最具活力的目的地——黄金海

岸为期三天的旅程画上圆满的句号。

现在就行动起来吧！
欲了解更多行程安排和旅游资源，请访问 businessevents.

australia.cn。

您也可与澳大利亚旅游局大中华区商业会展旅游总监陈俐呈

（邮箱：lctan@tourism.australia.com）联系，获取更多信息。

访问

了解更多澳大利亚奖励旅游项目

businessevents.austral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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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变者 Game Changers

住百家：C2B2C 模式引导非标住宿新潮流

热衷于出境游的 X 小姐这次的旅行

目的地是巴塞罗那，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在

网上搜索酒店，而是随手打开一个非标住

宿 APP，选择了一处位于兰布拉大道附近

的开间公寓，“这房子太可爱了，我喜欢

这种风格，而且只要 300 一晚，真划算！”

像 X 小姐一样开始尝试非标住宿的

用户在日益增长，他们中多为城市中的新

中产阶级和千禧一代，热衷于出境自由行，

并喜欢与众不同的个性化体验。

于是，致力于“打造个性化住宿体验”

的非标住宿逐渐成为新潮流。

从用户角度出发
所谓非标准住宿，是有别于传统酒店，

由个人业主、房源承租者或商业机构为消

费者提供的除床、卫浴外，更多个性化设

施及服务的住宿选择。包括客栈、民宿、

公寓、精品酒店、度假别墅、小木屋、帐

篷、房车、集装箱等。

用户之所以会选择非标住宿，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这些房屋能够为他们带来额外

的体验和价值。在专为中国人服务的海外

非标住宿中，住百家是规模较大的一家，

其目前有超过 200 万个注册用户，房源覆

盖 70 个国家，729 个城市。住百家首席战

略官张凌鹏告诉《Travel Weekly China 旅

讯》，住百家一直从用户角度出发，十分

重视两方面：用户体验和用户利益。

在用户体验上，主要体现为专业的品

控和贴心的服务。首先，要使用户“所见

即所得”，其每间房源在上线之前都会有

专人实地考察，实行专业的 PES 房源质

控体系，只有房源通过一系列标准化审

核、房东也通过信用审核等条件下，房

源才会在住百家的平台上线。值得一提

的是，住百家还将房源图片与 3D 技术结

合，以 3D 全景看房技术让客户在移动端

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房屋的入住体验，

并通过大数据智能精准匹配，高效快速

地为客户推荐他所需的产品。第二，提

供全程中文预定服务。住百家的定位是

专门服务于海外自由行的中国用户，所

以预订服务也是 24 小时全中文，并且快

速回复，为客户节省了时间成本，也免

除了与语言不通的房东交流的尴尬。第

三，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让宾客住在

非标民居的同时也可以享受到标准化的

服务。住百家有众多的海外管家来提供

客房服务、机场接送、司机导游、家庭

配餐等服务，这些恰恰是中国人海外出

行非常需要的。此外，即将推出的住百

家终端使海外服务落地。不但可实现基

本的通话、WiFi 等功能，还可以实施一

键式呼叫服务，接入虚拟管家，如 Sir 智

能管家，还可以人工接入，呼叫当地管家。

“即使有很好的体验，但如果你的

房子很贵，客户也不一定会选择，所以

我们还要让客户觉得住百家性价比很

高。”除客户体验外，张凌鹏还强调重

视用户的利益，在提到与传统酒店行业

区别的时候，他说：“住百家会选择性

价比更高的房屋，确保在带来有特色的

住宿体验的同时人均价格低于同档次的

酒店。“

C2B2C 的商业模式
在非标住宿行业中，不同的企业有不

同的商业模式，有的选择 C2C 走轻模式

路线，有的选择 B2C 走重模式路线，而

住百家选择的是 C2B2C，“我们觉得这是

最适合中国用户的一个模式”，张凌鹏说，

C2C 模式比较轻，很多都是单纯提供一个

平台，房东和住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沟通

并交易，平台方从中抽成。它的优势在于

投入较少，容易快速扶持，可以用短时间

做到较大的量，但是在“质”的方面很难

保证，而且通常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使用

同一种语言。而 B2C 的模式比较重，投

入较多，无法快速实现规模化。确实有一

些 B2C 的企业能拿到一些好房源，但也

有可能是一些本身就不太好卖掉的房子，

如果把这些拿去出租的话，质也不能很好

地把控。

住百家选择了 C2B2C 模式，这个模

式会比 C2C 更重，重在它的质控和服务，

但又会比 B2C 更轻，因为住百家不会做

任何的资本投入，不会购入房屋，以当地

特色房源为主。在 C2B2C 的模式中，住

百家承担其中“B 端”的角色，一方面住

百家在供需两端间承担房源审查工作，使

每一套房源都经过数据浏览、视频面试和

当地探访三个环节严格筛选，对房间大小、

洁净程度、房东是否友好、周围环境等因

素做出综合评价，保证用户体验感。另一

方面，其对房源享有定价权并采取收预付

款的方式——即用户会在出行前将全款支

付给住百家来预定房屋，住百家会根据其

与房东签署的合同通过月结、次结等方式

支付给房东。“这种方式能让大家享受到

共享经济带来的好处，又能保证中国用户

的体验。相信这是得到信赖最好的方法。”

张凌鹏说。

住百家 CEO 张亨德表示，概念驱动

公司很容易随着风口的退出，慢慢淡出大

家的视野。而住百家是商业驱动或者说用

户驱动型公司，是为了解决中国人使用非

标住宿产生的痛点应运而生的。现在，用

户端还需要更多的教育和支持，相信未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用户参与到共享经济

里面。住百家虽尚未盈利，但已经进入快

速爆发期，其 2015 年全年营收比 2014 年

增长了 68 倍，预计 2018 年实现盈利。

与欧美的非标住宿市场相比，目前我

国的非标住宿还处于起步阶段。张凌鹏坦

言，我们可以借鉴一些欧美国家的经验，

但不能完全照搬全抄，因为其中有文化的

差异性。例如，欧美人的冒险精神和动手

能力更强，而大部分中国人更加依赖于服

务，所以除了提供一些优质房源外，我们

还要提供优质的服务。然而，欧美非标住

宿市场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其较完善的

信用体系和评价体系，这是十分值得学习

的地方。目前中国的非标住宿还未建立起

信用体系和评价体系，需要慢慢去制定规

则、去规范行业的发展，使我们的非标住

宿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健康。

非标住宿带来了住宿新时代。一方面，非标住宿利用共享经济将供给端与需求端充分
匹配，使用户体验和用户利益得到最大值发挥，迎来了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与传统住宿
相比，非标住宿尚为一个新兴市场，用户教育和市场培养仍需一定时间，建立完善的信用
体系和评价体系仍需一个过程。

住百家 CEO 张亨德 住百家首席战略官张凌鹏

林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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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亚酒店集团旗下
豪华全包式度假村品牌
Paradisus 度假村着眼亚
洲市场，加速集团扩张。

美利亚酒店集团旗下
Paradisus 度假村加速拓展亚洲市场

随着济南绿地美利亚酒店和西安盛美

利亚酒店的入驻，美利亚酒店集团这一在

西班牙商务和休闲旅游市场中占据着主

导地位的品牌逐渐为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所

熟悉。值此集团成立 60 周年之际，美利

亚酒店集团携旗下知名的豪华全包式度

假村品牌 Paradisus 来华展开推介，进一步

向中国业界及消费者介绍其别具一格的奢

华体验。作为代表，来自 Paradisus 坎昆
度假村的董事总经理 Santiago Rivera 先生

和 Paradisus 皇家棕榈度假村董事总经理
Conrad Bergwerf先生专程来到亚洲访问，

并接受了《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的

专访。

据介绍，Paradisus 品牌目前在 3 个国

家拥有7家度假村，分布在坎昆（墨西哥）、

普拉亚德尔卡曼（墨西哥）、Palma Real（多

米尼加共和国）、蓬塔卡纳（多米尼加共

和国）、Princesa del Mar （古巴）、里奥

德奥罗（古巴）和巴拉德罗（古巴）。品

牌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优雅的海滩和丰

富的细节著称，并致力于与周边的自然环

境及社区人文和谐共处。所有的度假村都

设有热带花园、时尚餐厅、奢华套房、原

生态沙滩和超大泳池。

豪华全包式服务 + 多元化创新 
“Paradisus 的主要目标客群是‘婴儿

潮’人群、X 世代（通常指 60 后、70 后，

编者注）以及‘千禧一代’这三类人群。

不同客群的特征和喜好也让我们意识到酒

店服务理念的求变之需。” Paradisus 坎昆

度假村董事总经理 Santiago Rivera 先生表

示，“Paradisus 正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

为多元化的选择，不断创造出能够同时满

足不同客群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他进

一步举例说：“对于‘婴儿潮’客群而言，

多代同游的需求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

X 世代而言，他们更习惯于节奏紧凑、时

间较短的旅程；而千禧一代则完全不同，

出生在数字时代的他们时刻希望获得即时

的讯息、服务和反馈，并热爱线上分享。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客人的最新喜好和需

求，并不断设计出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方式，

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Paradisus 皇

家棕榈度假村董事总经理 Conrad Bergwerf

先生补充道：“一直以来，Paradisus 以其

豪华全包式服务著称。不止于此，我们也

注意到一部分消费者对于更加个性化的服

务更感兴趣，Paradisus 也能够为客人提供

诸多量身定制的服务。”

其专为成人设计的标志性“皇家至尊

体验”便是一个上佳例子：从办理入住开

始，客人便能够享受由专业管家提供的极

致服务，无论是预订水疗、餐厅和活动还

是独家餐厅、酒吧、泳池甚至沙滩区域，

宾客将能够体验到无微不至的专享服务，

甚至还能从房间的特别通道直达配有巴

厘床的泳池！针对家庭旅客，Paradisus 不

仅有专为孩子准备的小尺寸洗浴和家居用

具，房间还配备有儿童饮料的迷你吧；专

业管家还能够为家长和孩子策划活动。除

此之外，部分 Paradisus 度假村中设有专门

的儿童游乐区，提供专门监管的儿童泳池、

蹦床、攀岩墙、电子游戏和艺术手工课程

等等。针对“千禧一代”的需求，除提供

高速宽带网络之外，宾客还能够通过房间

内的数字屏幕方便快捷地预订客房服务。

携手多方伙伴加速挖掘亚洲市
场潜力

当被问及此次的亚洲之行，两位总经

理透露，到访中国之前，也已经去往日本

和韩国等地访问沟通。“近 3 至 4 年来，

欧阳方子 / 文 我们的确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飞速发展和

未来的潜力，一方面我们迎来了更多来自

美国的亚洲人下榻，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大

陆的游客直接来访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Santiago Rivera 先生表示。“对于这部分

市场的挖掘，我们的确还处于初始阶段，

但是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发力。”Conrad 

Bergwerf先生也向记者表示看好亚洲市场，

并透露下一步除了继续针对来自美国的亚

洲人开展推广之外，还将直接发力亚洲客

源市场——不仅仅是推广 Paradisus 度假村，

更是对加勒比海域这一新兴旅游目的地进

行推介。据介绍，游客也可以选择纽约—

多米尼加或纽约—坎昆—多米尼加这种多

目的地的旅行路线。度假村方面正在与中

国多方业界伙伴进行紧密商榷。除此之外，

鉴于自由行趋势的日益流行，Paradisus 也

采取了相应的策略。Santiago Rivera 说，

Paradisus 此次中国之行与中国的主要 OTA

企业进行了大量沟通，以期建立更长远的

合作。

此外，为更好地满足中国客群的需求、

提高品牌对于该市场的竞争力，Paradisus

品牌计划推出更好的汉化体验，例如：增

加会说中文的礼宾及服务人员、提供更多

适合亚洲人口为的餐饮服务、增加必要的

中文标识等。据了解，美利亚酒店集团也

曾于 2015 年在全球启动了专门面向中国

客人的服务项目“Pengyou by Meliá”，

以期为中国客人带来更适合他们的下榻体

验。“Paradisus 是一个国际化的品牌，我

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一步步开创局

面，开拓市场。”Santiago Rivera 说。据了

解，该品牌计划于 2018 年底扩张到包括

哥斯达黎加和东南亚在内的其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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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Destination

澳大利亚：聚焦海岸文化 
打造别具一格的商旅会奖体验

作为全球最能予人灵感的商旅目的地

之一，澳大利亚拥有清新明媚的自然环境、

丰富多彩的乐水体验及全年无休的节庆活

动。在这里，旅客们既可以优雅的漫步于

海滩、饱览海天一色的壮丽美景，也可以

跳入海中与海洋生物们同游，或是参与各

类激情澎湃的水上竞技项目。动静皆宜的

特点让澳大利亚的水岸商旅会奖旅游产品

充满激情与活力，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商务

会奖之旅的需求。

澳大利亚旅游局的一项消费者需求调

研结果表明，水上和海岸体验对赴澳商

旅活动客人而言极具吸引力。数据显示，

60% 的商旅活动决策者将海岸地点列为他

们在澳的优选商旅目的地。为更好地推广

澳大利亚作为亲水型商旅会奖旅游目的

地，2016 年，澳大利亚旅游商务会奖部

门协同各个州、领地和城市会奖局一起，

聚焦自然环境与水岸文化旅游这一独特组

合，让商旅活动客户能够更进一步了解在

澳洲能够参与和感受的独特体验。澳大利

亚旅游局北亚区商务会奖旅游总监陈俐呈

（LC Tan）女士表示：“水上和海岸体验

是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

论是海上冲浪、近距离观赏美丽的海洋野

生生物还是品尝海鲜美食盛宴，都不失为

感受地道澳式生活的绝佳方式。”同时，

澳大利亚旅游局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帮助游

客更好地感受相关体验。例如，客人可以

观看 360 度全景影片和图片，也可以从澳

大利亚旅游局官网的素材库中查阅与水上

及海岸活动相关的电影。

目的地推荐
【新南威尔士】历史人文兼具  悉尼

海港岛屿
丹尼森堡是悉尼的历史性地标建筑，

也是备受当地部落青睐的垂钓地点。岛

上的马特洛炮塔是澳大利亚绝无仅有的炮

塔，丹尼森堡作为海港导航设施，配有自

动检测仪器、雾号、灯塔等等，且设有现

代化博物馆和可举办 160 人宴会的餐厅，

十分适合钟爱深度游的商旅会奖团队。

鹦鹉岛是悉尼海港最大的岛屿，宜人

的海景和广阔的草地使鹦鹉岛成为会奖野

餐的首选目的地，只需向政府机构申请露

营权即可享用岛上最新的 DZTENT RV3

帐篷设施，室内宴会厅可容纳 850 人，户

外可容纳 2200 人，是中大型会奖团建的

理想场所。

【北领地】辽阔北领地 达尔文明迪

尔海滩黄昏市场
明迪尔海滩黄昏市场坐落在达尔文的

明迪尔海滩，于每周四、日晚开放。在这

里不仅可以随意游走于大小摊位，挑选传

统手工艺品及风格出跳的艺术作品，购物

之余还可以享用不同国家的饕餮美食。活

动场地最多可容纳 900 位客人，宾客可以

尽情享受这里的欢迎宴会，并观看亚拉弗

拉海壮观的日落。

【昆士兰】大堡礁绿岛 炫美凯恩斯

的瑰宝
绿岛是凯恩斯一个安静、休闲的小岛，

岛上可进行的活动种类繁多，探寻雨林景

致、晒日光浴、浮潜观珊瑚、环岛徒步等

丰富多样的活动。岛上拥有可容纳 2600

人的宴会餐厅，享用美餐之余还能欣赏豪

华且极具风情的海滩。

【南澳大利亚】沉浸澳大利亚最雅致

的岛屿美景 
除了友善的袋鼠之外，袋鼠岛也是美

食爱好者的天堂。去隐蔽的海滩或者丘

陵散步时，没准就能买到天然有机的野蜂

蜜、味道浓郁的羊奶酪、从深海新鲜打捞

上来的帝王蟹。安排员工在南太平洋别墅

(Southern Ocean Lodge) 住上一晚，品尝最

纯粹的海鲜美食，一定令他们毕生难忘。

【西澳大利亚】真正的勇士敢于在宁

加洛与鲸鲨共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生哺乳动物，

巨大而温柔的鲸鲨是种神奇生物。它们

聚集在距离西澳大利亚宁加洛海洋公园

（Ningaloo Marine Park） 附近的海岸，地

球上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海岸可以距离迁徙

的鲸鲨如此之近。它们每年都在同一时节

出现在这里，潜浮在近海捕食丰富的磷虾

与浮游生物。

【维多利亚】坐直升机，飞跃大洋路
石灰岩堆积而成的十二使徒岩，仅从

地面上看都无限壮美，更不用说从直升飞

机上俯瞰。维多利亚州的海面波涛起伏，

折射出岛屿的海岸线条，荒野峭壁上映着

自然生成的桃红色浮雕，下方海水翻打岩

面，冲出层层泡沫海浪。游客还将目睹壮

阔山峦之间呈带状延绵的大洋路。

【塔斯马尼亚】在赛菲尔菲欣纳开生蚝
在塔斯马尼亚豪华精品酒店赛菲尔菲

欣纳（Saffire Frecyinet），人们可以现捞现

吃的海鲜体验。清澈透明的海水中，生长

着不计其数丰满、鲜甜的海鲜生物。穿上

水靴，铺上白桌布，便可从水下捞起生蚝，

现开现吃了。这绝对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美

食体验。

【首都领地堪培拉】热气球高空领略

首都风光
乘着热气球缓缓上升，离地球越来越

远的感受是非常刺激的。缓缓探头向外看，

秀丽的堪培拉层林尽染，对称设计的国会

大厦、国家战争纪念碑和国立美术馆，

以及如镜面般清澈透亮的伯利格里芬湖

（Lake Burley Griffin）尽收眼底。随风飞行，

三个小时的旅程将令员工们难以忘怀。

欧阳方子 / 文

澳大利亚的水岸文化
澳大利亚的主流水岸文化是其世界顶
级自然景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每年吸
引世界各国企业宾客来澳大利亚海滨
开展奖励旅游活动的巨大魅力。更重
要的是，在澳大利亚，这些极致体验
全年无休。

• 澳大利亚的人 : 澳大利亚特有的环境
令水上和海岸运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户外的水上活动更
是澳大利亚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孩子们会参加救生训练，80% 的
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游泳，冲浪等
都可以随时进行。

• 澳大利亚的环境 : 未经污染的土地、
清新充沛的空气、天然而原生态的海
岸线，细白的沙滩、清澈的海水、明
媚的阳光以及温和的气候，所有这一
切都吸引着海外游客来到澳大利亚，
全身心沉浸在这广袤国土之上的自然
美景中，尽情享受地区和都市景点提
供的水岸文化魅力体验。

• 澳大利亚的水岸文化旅游：澳大利亚
旅游产品大部分涉及地区海滩或都市
海滨景点，而旅游从业人员也大多在
这些景点工作。水岸文化主题将成为
澳大利亚旅游业迄今为止提供的最强
大的商旅会奖旅游服务产品。

昆士兰

大堡礁绿岛

维多利亚
十二使徒岩

南澳大利亚
袋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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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关岛体验冒险
路易 / 文

关岛属于美国领土，地处太平洋，

是一个真正的热带岛屿。它位于赤道以

北 900 英里，岛长 32 英里，宽 4-8 英

里。关岛属于热带气候，年均气温维持

在 31.6 摄氏度左右。夜晚气温很少低于

21.1 摄氏度，每日最高气温也很少超过

32.2 摄氏度，常年适合旅游。查莫洛语

和英语是岛上的通用语，但是许多商店

和企业都雇佣能说多种语言的雇员。

关岛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 10 个

小时，东十区，是美国领土中最早见到

太阳的地方。本地通行货币是美元。大

多数主要信用卡都能在岛上畅通无阻。

关岛的电力标准与美国大陆相同：120 

伏特 /60 赫兹。

关岛已经成为最先进的旅游目的地

之一，岛上出售的各种奢侈品，受到世

界各地游客的喜爱。关岛提供高速因特

网服务和移动电话服务。在关岛的海岸

线上，各大品牌酒店星罗棋布。

据关岛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5 年，到达关岛旅游的游客按数量排

列前七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日本、韩

国、北美、台湾、中国大陆、俄罗斯、

菲律宾，其中日本、韩国、台湾、俄罗

斯为免签的国家和地区。

对于许多旅行者来说，各类冒险活

动才是关岛最大的魅力所在。在确保娱

乐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不论男女老少，

你都可以找到从天空到海底，能让你的

肾上腺疯狂忙碌的各种冒险活动。

陆地运动
高尔夫：关岛有不少值得您专程前

往的高尔夫球场。岛上分布着 7 个环境

各异，难度不同的球场，其中有几个还

是 Jack Nicklaus 和 Arnold Palmer 等高尔

夫大师留下的作品。在杜梦区（酒店区）

旁边就有一个高尔夫练习球场，每天晚

上 10 点才结束营业。岛上有高尔夫专

卖店提供高尔夫球杆、高尔夫鞋等专用

设备出租服务。关岛拥有值得自豪的顶

级高尔夫球场（大部分是 18 洞球场），

每座球场都有各类专门店提供便利服

务。

徒 步 旅 行： 按 照 本 地 说 法：

“BoonieStomp”，迈出探索关岛全岛

的第一步，来一次长途徒步旅行。在长

途旅行的沿途，造访丛林深处的一个个

落脚点，或者，沿着关岛四周洁白的沙

滩，领略大量游客从未体验过的美景。

关岛徒步领队每个周末都会带领一个徒

步旅行小队完成一次长途徒步游，引导

游客沿着难度不同的路径，穿越繁茂的

雨林植被，造访人迹罕至的幽潭、天然

水池和无数的大小瀑布。关岛又被称为

徒步旅行天堂，岛上遍布各种曲折蜿蜒

小道，引领游客在高低起伏的山地、险

峻悬崖和美丽的雨林中，寻幽览胜。岛

上不同的地域都有各自鲜明的地理特征

和历史文化。每周六上午 9 点，关岛徒

步领队，都会在首府亚加纳的查莫洛村

的中心广场上，组织徒步旅行队。旅行

者必须年满 12 周岁，然后缴纳微不足

道的 2 美元队费。少年旅行者必须有成

人陪护。

野营： 除了历史公园和公共公园，

关岛四季都支持野营活动。召集家人和

朋友，支起帐篷，您就可以尽情享受关

岛清凉静谧的夜晚和阳光灿烂的白天。

为保证所有人都能舒适地享受我们的海

滩，关岛禁止捕鱼、使用玻璃容器，以

及大声播放音乐，但是，您可以带上您

的烧烤架。

竞速： 岛上全年都有各种竞赛活动。

活动经常能吸引大批观众沿途欣赏各类

专家展示自己的越野和竞速技巧。

水上运动
水上摩托： 是给水面运动注入惊险

元素的最佳运动。驾驶这种摩托化的水

面快艇，您可以任意加速，在清澈、碧

蓝的海面上一掠而过。此外，我们提供

多种设备出租，如果您已经熟悉这些运

动，您可以独自享受或与朋友一起寻找

狂野感觉。

水下旅行： 即使浑身不沾一滴水，

您仍然可以欣赏关岛温暖海水下五彩缤

纷、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的潜艇

之旅，可以使您舒适地乘坐一艘 20 米

长的潜艇，近距离观察身边经过的热带

珊瑚和各种海洋生物。或者，您还可以

选择在海底漫步，寻找一种更注重亲身

体验的冒险感觉。

内河巡游： 一艘舒适的游艇，将带

您往来泰拉佛佛河，让您更深入地探寻

这个海岛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您的

家人和朋友一起，探索这个雨林吧。游

艇还会把您送去参观一处查莫洛村庄遗

址，然后，有本地人亲手在您面前做出

一艘原始木筏。

空中运动
高空跳伞： 如果您更喜欢极限冒险

运动，可以把视线转向天空。高空跳伞

又叫‘高空串联跳伞’，最初是军队使

用的一种战术动作，多年后已经演变成

一项极限运动。尽管必须对那些希望尝

试这项运动的人忠告其中的风险，但有

必要强调的是：几乎所有游客都体验过

这项让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活动。

拖曳伞： 如果您在自己的日程上把

‘宁静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这两

项列为重点，那么，绝对应该把拖曳伞

列入重点活动。一段略微离开海滩的短

途空中巡游，足以让您充分领略关岛海

岸线的美丽。这里有许多海滩俱乐部为

您提供各种选择，包括：60 米高空单人

拖曳滑翔或双人拖曳滑翔。这是一种领

略清凉海风和完美海景的绝佳体验。

飞行学校： 乘坐密克罗尼西亚飞行

公司的飞机，巡游全岛，从空中欣赏关

岛让人叹为观止的美景，或者，参加一

个初学者飞行课程，学习如何亲手驾驶

Cessna 小型飞机。

查莫洛语
Mañana Si Yu’os
Ha’anen Maolek

Håfa Adai Pue’ngen Maolek
Håfa Adai

Si Yu’os Ma’åse’
Na’an hu si

Hunggan
Åhe’
Adios

汉语
早上好
午安
晚上好
哈罗
谢谢
我名字是：
对、是的
不对、不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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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人岬（Two Lover’s Point）—这

是一处非常受游客欢迎的景点。除了有令

人叹为观止的景观，恋人岬更是了解关岛

历史与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根据岛上民间

传说，有一对不幸的恋人，因为周围的阻

力无法结成伴侣，于是将自己的头发绑在

一起，从这座115 米高的悬崖上投海殉情。

景点内有一个游客中心，每天开放。

• 西班牙广场（Plaza de Espana）— 西

班牙统治时期的总督府。西班牙广场也是

最受游客喜爱的景点之一。尽管总督府的

大部分建筑早已在二战期间毁于美军夺岛

部队的炮火，迄今仍然有三座建筑屹立不

倒：三拱门、后廊和巧克力屋。

• 教宗纪念碑（Santo Papa as Juan Pablo 

Dos Monument） — 在亚加纳的圣母玛利

亚教堂外，有一座教皇胡安· 保罗二世

的雕像，纪念这位宗教领袖于 1981 年第

一次访问马里亚纳群岛的历史时刻。雕像

会自动旋转，每 12 个小时走完一周。

• 圣塔罗莎山（Mount Santa Rosa） — 

关岛北部的最高点，是一座死火山，有

一个园丘形状的顶峰，登高远望，安德

森空军基地和附近的罗塔岛尽收眼底。

南太平洋纪念公园（South Pacific Memorial 

Park）— 以纪念二战中关岛死难者为主题

的公园，由一个名为“南太平洋纪念协

会代表团”的日本非盈利组织资助修建，

1970 年完工。公园就在玛塔吉山的山脚，

离海军陆战队大道不远的地方。这里曾经

是日军最后的指挥部所在地，立有一座

15 米高，形似合十双手的高塔，为二战

中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丧生的 50 万日军

的亡灵默默祈祷。

• 阿 森 眺 望 台（Asan Bay Overlook） 

— 这里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从日军视角观

看美军登陆阿普拉港的体验。此处还有一

面青铜雕刻墙，记录着战争和日军占领期

间罹难的美军士兵和普通民众的姓名，让

游客们能够直观地感受战争。这里还是美

国海军于 1941 年 7 月 21 日重登关岛的战

场，遗留有大量大炮、洞穴、碉堡等战争

遗迹，以及 445 个海底暗礁。

• 西格瀑布（Sigua Falls） — 由上西格

瀑布和下西格瀑布组成，是深受本地居民

和外地游客喜爱的景点。两处瀑布都不通

公路，所以只能步行抵达。记得穿上靴子，

因为等待你的将是一段横穿关岛中部草地

和丛林的长途步行。

• 太平洋战争历史公园（War in the 

Pacific Historical Park） — 由七大不同内容

的园区组成，包括地面和水下园区。这个

公园的主旨是纪念二战期间所有参与太平

洋战场战斗的将士，包括：美国人、日

本人，以及来自盟国的参与者。这个公园

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覆盖总计

1000 英亩的面积，每年接待游客数千人。

• 莎拉湾展望台（Sella Bay） —展望

台视角极佳，游客可以来这里一览无余地

欣赏关岛南部群山的风光。由一个歇脚亭

步行 88 步就能享受广阔的远景。沿着山

间的小路，可以找到古代查莫洛村落遗迹，

看看拉提石柱和石质蜂窝烤炉。

•Lalahita 纪 念 亭（I Memorias Para I 

Lalahita） — 该亭建于 1971 年，为了纪念

死于越南战争的关岛人。此外，这里提供

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视角，让人尽情领略关

岛南部群山风光。围绕纪念亭，有一道 0.6 

主要景点 米高的矮墙，让游客可以在此小憩片刻，

欣赏壮观的瀑布峡谷，绵绵群山和山下宁

静的乌玛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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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旅业副总经理徐道明：
做资源把控型企业   打造行业巨头
林伊 / 文

Q：万达旅业并购了全国 12 个
城市的 12 家龙头旅行社，看
似“有钱任性”，实则体现了
万达的何种愿景？万达是如何
规划自己的进军路线和战略布
局的？

A：万达旅业两年之内在 11 个省的

12 个城市并购了 12 家旅行社，2015 年

这 12 家的营业收入是 120 亿元，今年

预计达到 160 亿元，这个数字在旅行社

中的排名可能仅次于国旅总社了。这 12

家旅行社基本都是在各省排名前三的，

其中有 8 家进入了全国百强。未来，在

国内方面，万达旅业会在四川、东北、

上海和广州四地继续并购旅行社；在海

外方面，可能会在韩国和澳大利亚有所

布局。

目前，万达旅业也在对 12 家旅行社

进行分步骤整合。第一步是简单的业务

类型的整合，使 12 家旅行社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如南京公司和浙江公司的邮

轮业务做得好，我们就会跟邮轮公司签

一个协议，其他 10 家公司就不要去跟

邮轮公司采购船舱了，就由这两家去采

购，这两家公司也会帮助其他内地公司

做大邮轮市场。此外，有些公司在日本、

泰国设有较强大的地接社，那么其他公

司就会利用它们的优势把这两个目的地

市场做起来。

第二步是建立垂直化管控体系，让

12 家旅行社更好地在一个专业化的平台

上运作。比如安徽、深圳的公司在研修

旅行方面很擅长，北京公司在体育方面

做的不错。未来，我们计划在研修旅游、

体育旅游以及会奖旅游等方面，建立垂

直管控体系，真正地把业务整合起来。

过去两年，万达旅业在 11 个省的 12 个城市并购了

12 家旅行社，营业收入持续上升。其副总经理徐道明

在畅谈了万达铝业的战略布局后，也指出，日本前 5 大

旅行社一共占 60% 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该数据还不

到 15%，市场并不规范，他认为未来应出现几个占垄断

地位的巨头，以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Q：万达旅业一直强调要做资源

把控型企业，那么未来，万达

旅业在对旅游资源的把控，以

及目的地布局方面有何规划？
A：首先，我们要把万达集团目前

的资源利用好，比如一些国内的度假区、

主题乐园等。万达旅业会围绕这些资源

设计一些产品线路，这既能满足度假区

的输客需求，又能丰富自己的产品线。

其次，在国外资源布局方面，无论

是通过投资的方式还是深度合作的方

式，都应该尝试去掌控一些资源。比如

我们曾经在韩国与依恋集团合作，将它

在当地的资源更好的利用起来。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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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海外合作伙伴会根据万达旅业的需

求，来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资源。值得一

提的是，万达旅业还掌控一些独特 IP

的资源，体育资源就是其中之一。比如

今年暑期会组织青少年去西班牙参加夏

令营，让他们在足球俱乐部进行深入体

验，这正是因为万达收购了马德里竞技

队。此外还有一些滑雪、马拉松等项目。

未来，万达旅业除计划投资一些海外地

接社、组团社之外，还有计划投资海外

免税店，目前还在观察期。

Q：除发展线下外，旅游 O2O
也是万达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万达在去年入主同程，今年又
与阿里旅行合作，您觉得目
前万达的线上部分发展得怎么
样？万达旅业在旅游 O2O 和
电商方面又有怎样的蓝图？您
是如何看待旅游 O2O 市场的
发展和变化的？

A：万达现在是同程的第一大股东，

按照集团的规划，未来会更好地与同程

形成协同效应。目前万达旅业没有自己

打造单独的综合性网站的计划，但是我

们计划一方面要打造统一的 ERP，将

12 家公司曾经不同的 ERP 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要打造万达旅业统一的线上营

销平台。

线上的增长速度要比线下快很多，

但是目前万达旅业线上部分占得比重还

不到 1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万达

旅业今年与阿里签了合作协议，成为第

一个在阿里上打造主题馆的旅行社，线

上主题馆预计在 7 月底开业。

线下的企业的确需要通过线上来帮

助提高其整体的经营能力，特别是标准

化产品未来在线上预订比例可能会越来

越高。我们在线上的布局和合作，一方

面是为了提升电商占比，提高经营能力，

更主要的是为了提高在电商方面的整个

经营管理的方法和思路。

Q：您觉得万达旅业的特色是什
么？随着我国出境游市场不断变
化，线上冲击越发严重，线下传
统旅行社未来的路在哪里？

A：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旅

游行业，日本前 5 大旅行社加起来占

60% 的市场份额，但在中国，前五大旅

行社加起来可能还不到市场的 15%，所

以才产生了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但这同

时也是一个机遇。旅游市场高速发展，

我认为未来市场应该出现几个大的巨头

来占垄断地位，这样市场才会健康发展。

日本前 5 大旅行社每家都有自己的

特点，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是这样的。未

来万达旅业有三方面特色：一是线下集

团化优势，也就是万达旅业下的各家旅

行社整合的优势。二是可以利用万达集

团的优势资源，推动业务发展。三是国

际化优势，目前万达集团积极开拓海外

市场，计划在 2020 年前海外业务达到

20%，万达旅业可以借助这个优势。

现在的出境游市场更加细分化、体

验型旅游产品更加受到追捧。我认为未

来旅行社会分为几种类型，其中，专业

化公司会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一些中

小型旅行社可以做专业化市场。其次是

一些地域性的旅行社，他们更了解当地

市场，对当地消费者粘合性较高，开发

的产品也更有针对性。

Q：近日，万达旅业启动了“2016

万人游美国”活动，此前万达

旅业曾在韩国、台湾等地成功

举办过大型活动，这次为何选

择长线美国？未来还看好哪些

国家？您是如何看待旅行社承

接大规模旅行活动的？
A：去年我们在韩国连续举办了 3

次这样的大型活动，效果非常好。尤其

是去年下半年韩国遭遇 Mers 之后，我

们第一个发起了 10 万人游韩国的活动，

引起了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通过这样

的大型活动，我们在当地接待资源中也

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像韩国、台湾这些

都是比较近的旅游市场。未来，美国、

欧洲和澳洲的发展势头会越来越明显，

发展空间也更大，对旅行社来说利润也

较高，所以我觉得这三大市场可能是未

来旅行社的兵家必争之地。总体来说，

我比较看好组织大型活动，一方面，这

有助于万达旅业下面各家旅行社之间的

业务整合，另一方面，这也有助于增强

我们在重要目的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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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出行者体验
将塑造航空业的未来
欧阳方子 / 文

2015 年，航空业比过去近 50 年来

都更加获利丰盈，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

以及乘客数量持续增长，运营成本减少，

并使短期前景颇为乐观。然而，摆在航

空公司面前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这些高

额的利润，以对抗不确定的宏观经济和

地缘政治背景。与此同时，所有旅游公

司，从航空公司代理到各大代理，都面

临着同一个挑战：如何应对旅行者不断

变化的个性化的期望。当今高度连接的

移动旅行者对他们出行的方式更加挑

剔，并且正在要求增强型的端到端体验。

对此，全球旅游业技术提供商 Sabre 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思路。

Sabre 全 球 产 品 营 销 部 高 级 经 理

Angelo Contreras 在接受《Travel Weekly 

China 旅讯》记者专访时表示，越来越

多航空公司纷纷诉诸科技手段来打造以

客户为中心的零售策略、增强旅客的出

行体验，与此同时也达到长期而言降低

成本、创造增量收益的目的。Sabre 的

一份调查表明，通过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持续、全方位的销售和服务体验，在前

五年内，一家客运量为国际交通运输平

均水平的中型航空公司预计能实现超过

1 亿 6300 万美元的收益增长。《Leading 

On The Edge Of Chaos》 一 书 中 的 数

据亦显示，对于航空公司而言，通过改

善体验，客户保持率每提高 2% 所产生

的效果等同于降低 10% 的成本。Angelo 

Contreras 认为，能够把握以数据推动的

个性化服务及“以客户为中心”的趋

势、具有创新意识的航空公司将最终在

全球市场中获得主动权。为此，Sabre 亦

发布了首个零售端平台 SabreSonic®CSS 

Dynamic Retailer，以帮助其客户收集汇总

消费者数据，从而得以对他们的行为习

惯及偏好进行整理分析，使得航空公司

能够更好地了解其消费者并为其提供定

制化服务，或是更好地帮助消费者解决

行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另一方面，Angelo Contreras 指出，

许多航空公司和机场开始着力于机场体

验这一广受诟病的环节。旅客目前在机

场的体验包括排长队、重复和冗余的流

程以及缺乏沟通和个性化服务。为此，

旅客们往往不得不在机场浪费大量宝贵

的时间，每年航空公司也因此要承担亿

万计美元的损失。随着航空公司和各大

机场逐步进入科技先进创新的时代，

Angelo 介绍说，航空公司可以从以下五

个关键领域着手，部署技术型解决方案，

改善旅客体验：第一，数字导向技术的

应用可以为旅客提供直观的导航服务，

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机场吞吐量；第二，

移动跟踪和接近感应技术的采用使得企

业能够监视客户在附近的移动，识别理

想的人流模式，根据空间内的位置推送

通知和服务，从而加速值机进程、减少

拥堵；第三，通过生物身份认证（如：

指纹、面部识别、虹膜扫描技术等）以

简化和加强安检：目前 Sabre 已帮助相

关客户实践机场的指纹识别安检系统，

并计划继续扩大推广此类技术；第四，

地理围栏技术的应用能够在某个位置周

围建立虚拟、数字化的外围，当访问者

越线时会自动发送通知，从而帮助机场

最大限度提高吞吐量并改善旅客的登机

体验；第五，通过高触控技术的服务应

用（如：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

技术或是服务机器人）来提高旅客抵达

目的地时的体验。“以上科技在机场的

逐步应用将极大地改善甚至颠覆出行者

的体验。”他说。Sabre 正是致力于在

此变革中帮助全球的航空公司和机场更

好地理解和应用相关技术。

Angelo 也提出，对于一个未来引领

市场的航空公司，首要的差异化因素将

会是能否通过各种渠道实时提供“互

联 性”（Connectivity）、“ 场 景 化”

（Contexts）和“便利性”（Convenience）

的产品和服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

范围内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联

系愈发紧密的社会。无论是诸如微信之

类的社交媒体还是‘物联网’的概念和

技术，这一特征都无时不刻在迅速发展

和被强化。”他说。另外，据统计，全

球航空公司平均仅使用了其存储的 12%

的数据，即还有 88% 的数据尚未被系统

化利用。想象一下，倘若能够将这海量

的数据汇集和利用起来将会创造怎样的

价值：航空企业将得以更好地理解旅客

诸多行为和决策背后的因素和场景，学

习预测客户行为和需要，在提高公司收

益的同时提供个性化的最佳零售体验。

Sabre 推出的一个名为 Tripcase 的行程管

理工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旅客

的出行日程安排与各类提供延展服务的

APP 平台无缝衔接，从而使得旅客即便

去往陌生的目的地也能够在各种场景下

找到切合自身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由此

也有效提高了消费者的忠诚度。第三，

便捷出行是全球旅客的共同需求。这便

要求服务供应商，只要是客人可能出现

的需求，就应该尽可能地提前预备并加

以满足。Angelo 指出，无论是消费者去

往购物中心或是在网络上使用信用卡支

付和购物，所有这一切消费行为都正塑

造着全球旅客的习惯和偏好，而他们往

往也对航空公司和机场所提供的产品和

服务抱有同样的期待。

“我相信，未来真正塑造航空业

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依然是出行者体

验——尤其是以数据为驱动的出行者体

验。”Angelo 表示。这并非仅仅意味着

为旅客提供一次良好的飞行体验，更重

要的是航空公司是否拥有相关数据和分

析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客群特征和需求，

从而能够持续为其提供高相关度、场景

化的产品和服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航班延误或取消是中国旅客的头等烦心

事之一。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

应当能够及时地将相关延误或取消的信

息以便捷的方式提供给出行者，同时给

出一系列备选方案。这类以顾客为中心

的举措才将真正改变我们经营生意的方

式。”Angelo 说，“中国的阿里巴巴是

‘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范例。倘若航

空公司能够开始多向零售商学习，更多

地关注客户的体验，这最终将改变我们

的旅行体验。”

Sabre 全 球 产 品 营 销 部 高 级 经 理

Angelo Contr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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