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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签证申请费用至少额外
增加 430 元
根据加拿大联邦移民部的相关通知，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包括中
国在内的亚洲、亚太和南北美洲地区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人，必须赴加拿
大签证中心等机构做“ 生物识别 ”
，即递交自己的指纹和照片信息。根据
规定，
生物识别信息采集需收取每人 85 加元的费用 ( 约合 430 元人民币 );
一个家庭同时申请，费用最高为 170 加元 ; 三人或以上的表演艺术家及
图片来源：加拿大旅游局

其支持人员作为团体一同申请工作签证者最高支付 255 加元。

格鲁吉亚接待国际游客逾
860万创新高中韩游客显增

2019北京国际商务及会
奖旅游展览会将有新动作

据 格 官 方 数 据，格 鲁 吉 亚

第十四届北京商务及会奖旅

2018 年接待国际游客逾 860 万，

游 展 览 会（IBTM CHINA）将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来自韩国、中

于 2019 年 8 月 28-29 日在北

国和白俄罗斯的游客数量增加最为

京 · 国家会议中心举行。IBTM

显著。与 2017 年相比，韩国游客

CHINA 作为励展旅游展览集团

增长了 112%，中国游客增长了

旗下 IBTM

75%，白 俄 罗 斯 游 客 增 长 了

站——首次披露其 2019 年展会

43%。格总理巴赫塔泽表示，未来

具体信息。主办方明年将增大国

将继续发挥本国在医疗旅游、运动

内二三线城市和亚太区域内特邀

飞往返航线，
这是奥凯航空继2018年11月19日开通“南宁—卡利博”

旅游和红酒旅游等领域的优势，进

买 家 的 邀 请 比 例。引 进

航线之后，开通的又一条飞往卡利博的直飞航线。此次，奥凯航空在

一步改善本国道路交通条件，提高

“HAPPY HOUR”环节并增设

春节前夕开通该条国际直飞航线，将有效缓解杭州机场出行压力，为

导游历史文化素养以满足国际旅客

“ 互动体验区 ”
，增强展商和特

周边旅客跨境游提供更多选择，也为两地经贸往来提供运力支持。

的需求。

图片来源：网络

奥凯航空新增杭州—卡利博国际直飞往返航线
2019 年 1 月 5 日，奥凯航空成功开通“ 杭州—卡利博 ”国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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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视角

以创新基因打造卓越住宿体验
百年希尔顿迈入数字化之路
内容详情 :

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发展，在保持原有的卓越人文关怀之外，不断为中国的客户

在中国市场大环境中屡屡被提及的“ 消费升级 ”背后，涌动着新生代消
费力量崛起、OTA 市场交易规模趋于平稳、在线住宿市场不断渗透、
“ 互联网

带来更符合他们需求的、
个性化的酒店服务。
”
“ 无论是奢华及生活方式品牌线、全服务酒店品牌线、还是精选服务酒店

+”戏份愈来愈重的暗流。
面对这个正在急速变化和发展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品牌线，希尔顿都拥有标志性的酒店品牌和产品：例如致力于让宾客享受当

希尔顿正在给予大中华区极大的关注与期待。

下，收获难以忘怀入住体验的华尔道夫酒店及度假村；足迹遍及全球六大洲，
拥有超过 575 家酒店及度假村的旗舰品牌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亦或是旨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性连锁酒店品牌之一，希尔顿已经积累下

在为商务和休闲客人提供价格合适而又高档的住宿环境和现代化的设施及礼

三十年深耕大中华区及蒙古市场的宝贵经验和良好口碑。
更值得一提的是，借

遇，确保倍感舒适的住宿体验的希尔顿花园酒店品牌等；从不同层面满足当

着 2019 年百岁华诞的契机，希尔顿也在持续不断地坚持“ 希尔顿效应 ”的

今中国宾客不断细化的需求。
”

初心。
去年，随着中国市场对酒店个性化、数字化需求的不断扩大，希尔顿加快

此外，为了保证酒店品牌服务的质量与品牌理念的统一，希尔顿也做出了

扩展数字化营销与酒店直销渠道的脚步，相继上线微信小程序与首款中文荣

相应的努力。
黄劼表示：
“ 今年上半年希尔顿宣布了包括销售团队战略重组、

誉客会应用程序。

宾客忠诚计划升级等在内的一系列重量级战略举措，以应对中国快速增长、格

在这一系列动作之外，希尔顿对目前中国酒店行业的发展又有哪些不一

局日趋完善的旅游产业变革：销售团队调整让希尔顿在本地企业客户以及会

样的深度思考？旅业链接（Travel Link Daily）记者为此采访到了希尔顿大中

展方面的业务加强。
中国本地企业的国内外差旅业务发展势头迅猛，并出现了

华区及蒙古商务发展高级副总裁黄劼女士，希望通过本次高层对话，为各位读

集中整合的趋势；同时会展市场近年来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潜力不容忽视。

者带来多角度的行业解读。

重组后的销售团队将着重开展这两方面的业务，这也与国家大力发展全域旅
游的战略不谋而合。
在宾客忠诚计划升级方面，活动策划者在旗下参与酒店举
办活动时可赚取丰厚积分，为下次会议或活动抵用消费，或将积分兑换免费住
宿及竞拍独家精彩体验。
”
同时，数字创新作为希尔顿业务发展的关键之一，希尔顿也一直在寻找数
字化旅程的各个环节中与中国市场的最佳链接点。
黄劼告诉记者，希尔顿的数
字创新业务目前已经有了初步成果，
其中就包括下面两大重要举措：
全新中文荣誉客会应用程序：今年 9 月，希尔顿发布首款针对中国市
场的中文版希尔顿荣誉客会应用程序，标志着希尔顿集团在数字化和移动化
创新领域又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创新举措将助力希尔顿吸引更多的中国游
客将其作为酒店首选。未来，希尔顿计划增强希尔顿荣誉客会中文官方应用
程序的功能体验，包括从之前屡获殊荣的希尔顿荣誉客会全球应用程序中整
合更多功能，支持本地化的支付方式，开发适用于安卓系统的版本等。
微信小程序：与此同时，今年早些时候，我们也在微信推出了希尔顿
官方微信账号以及全新的官方区域微信小程序。其中微信小程序专注于通过
与官方网站上相类似的内容来增强客户体验，同时提供有关附近餐饮选择、
旅游景点以及推荐有趣的活动。我们还与腾讯战略携手，推出了电子发票解

图片：希尔顿大中华区及蒙古商务发展高级副总裁黄劼女士

紧抓客群需求，“ 数字创新 ”成为发展重头戏

决方案，使客户能够在退房前 24 小时提交发票请求。
希尔顿的用户服务，已经从店内延伸至店外，结合客人住宿期间的活动、需
求及痛点，
提供酒店之外的信息和服务，
将住宿体验又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对于当前国内酒店预订的现状，黄劼表示：
“ 此前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

在 OTA 分销市场份额的日趋平稳、民宿“ 玩家 ”纷纷入场的当下，希尔

发布的 2017
《中国消费者旅行蓝皮书》
显示，55% 的受访者认为口口相传是

顿的一系列数字创新举措以及覆盖各个消费层级的多样酒店品牌线，已经让

影响出行的一个重要因素；50% 的受访者表示，社交媒体包括微信朋友圈或

这家口碑响亮的“ 百年老牌 ”在市场潮流中屹立不倒，不断的自我革新、自我

微博的旅行照片，都能激发他们走出门与世界交流的渴望。
从搜索、预订、入住

创造，始终如一的卓越服务与热情好客的精神，相信会让希尔顿不断创造出更

等一些列环节，消费者与酒店的沟通模式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酒店自有的

具时代意义的住宿体验。

官网、APP、社交媒体等线上渠道都成为重要的沟通载体，酒店的服务和营销
将不止于线下门店的人际沟通和传播。
”
面对消费者与酒店之间不可避免的数字化沟通现状，依靠“ 互联网 +”
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而如何在众多“ 数字化 ”营销中脱颖

助力百年酒店品牌，一起下载全新希尔顿荣誉客会中文应用程序，共同体
验卓越出行住宿体验吧：
https://itunes.apple.com/app/apple-store/id1429222550?pt=2902
42&ct=Online_Earn-PR-PR_SEP10-SEP&mt=8

而出，也成为行业探索的重要课题。
在黄劼看来，现阶段希尔顿业务发展的关
键之一便是数字创新，这既包括以数字化手段研究客群需求，用数字营销策略
迎合市场预定习惯，也涵盖了在实际住宿中的智能服务升级。
基于对中国游客
的数字化工具使用习惯的了解，希尔顿正持续寻求在整个数字化旅程的各个
环节中与中国市场的最佳链接点。

立足全线服务，着重提升中国用户个性化体验
始终秉承“ 为每位宾客提供卓越服务，
履行世界最热情好客酒店的使命 ”
的希尔顿集团，正在以中国市场目标受众的喜好和住宿、消费习惯为酒店发展
为导向，不断产出更直击市场痛点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对于希尔顿的未来品牌

（本文由旅业链接平台原创发布，转载请联系后台，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发展方向，
黄劼给出了答案：
“ 希尔顿一直致力于保持与市场零距离的互动，
打造适合您的广告方案，请与 TRAVEL LINK DAILY 旅业链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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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自然馈赠
看南澳个性化旅游产品如何拓宽赛道
南澳大利亚州拥有天然丰厚的自然资源、数不胜数的美酒美食、狂野又不
失浪漫的美景，
它的每一面，
都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喜与难忘。

图片：袋鼠岛袋鼠 Kangaroo Island Kangaroos

例如像南澳的亲手抱考拉、与海豚海狮同游等都是游客感兴趣的活动。
游
图片：格伦森林动物农场 Glen Forest Tourist Park
图片：格伦森林动物农场 Glen Forest Tourist Park

当然，南澳丰富多彩的自然资源一直吸引着中国游客一次又一次的体验

客可以近距离与可爱的动物互动，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另外在南澳的袋鼠
岛，游客还能在海豹湾走上沙滩，观赏野生的海狮在海岸栖息，逗趣的模样让
人忍俊不禁。

和探访。
根据南澳旅游局的数据统计，2018 年中国入境南澳大利亚州人数持
稳定态势，达每年 56,000 人次。
此外，2018 年，中国游客在南澳消费较去年
增长 18%，
稳坐海外入境南澳大利亚州游客消费额第一位。
那么在南澳受到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的“ 青睐 ”的现状背后，又隐藏着哪
些属于这个目的地不容错过的精彩内容与花样玩法呢？为此，旅业链接
（Travel Link Daily）记者采访到深圳规模最大、接待游客最多的旅行
社——深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环球旅游副总经理万芹女士，在与记者
的一问一答中，细察行业内的南澳产品特色与发展趋势，从专业的角度剖析了
目的地推广的相关思考。

图片：亲手抱考拉

图片：深圳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环球旅游副总经理 万芹

TLD：贵公司作为深圳规模最大、接待游客最多的旅行社，相信对于南澳
这个地区也有所深耕，
请问目前针对南澳地区的旅游产品有哪些呢？
万芹：对于南澳这块具有很强发展空间与潜力的目的地，我们公司在业
务上一直有所侧重，并且多年来不断深耕。
目前的产品主要分为两个板块，覆
盖到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
首先是没有时间精力去了解目的地和规划行程的
游客群体，他们更愿意将旅程交给旅行社全程安排，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些特征
为他们设计“ 醉美南澳 + 墨尔本 9 天乐享之旅 ”以及“ 穿越南澳墨尔本 9
天自驾之旅 ”
，
这些产品的设计路线囊括了南澳地区的特色景点和体验项目。
此外，对于一些想得到私人化、个性化体验，对行程有更高品质追求的高
净值客人们，我社会为其提供定制板块产品，比如“ 南澳袋鼠岛 8 天生态之
旅”
、
“ 南澳 + 西澳 12 天趣享之旅 ”等。
在这些定制产品中，我们会提供一些

图片：袋鼠岛海豹湾 Kangaroo Island Seal Bay
图片：亲手抱考拉

TLD: 面对中国游客们对南澳的不同要求和期待，今年会有什么样针对
性的产品推出？
万芹：面对游客们现在不同的需求，结合南澳的旅游资源，我们今年会有
更多融合当地体验的产品推出，例如：春季的赏花之旅，带领游客观赏南澳的
蓝花楹会是行程的重点；秋季适逢澳大利亚美食节，而且酒庄秋色风景美丽，
一趟说走就走的美酒美食之旅会是最佳选择；而冬季和夏季适逢寒暑期以及
中国春节假期，家庭出游的群体将会占很大的比重，因此，考虑到家庭游的一
些特点，我们结合南澳目的地的旅游资源，开发了不少家庭亲子主题游，如与
海豚同游，
亲密接触可爱羊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体验项目。

独特的高端体验，例如在袋鼠岛安排 2-3 晚的住宿，让行程更加轻松休闲深
度，体验到常规团不会安排的沙丘越野四驱车、农场体验、出海垂钓体验、岛上
烈酒厂品酒等。此外，我们会安排客人住进岛上的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奢华酒店，
享受非同一般的澳洲风情。

图片：澎湃湖 Lake Bumbunga
图片：南大洋酒店 Southern Ocean Lodge

以上两种产品都覆盖了目前南澳地区主要的旅游景点和体验，例如芭萝
莎地区的美酒体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真正感受到南澳作为“ 澳大利亚葡萄
酒之都 ”的醇厚魅力和源远流长的美酒文化，而除了美食外，袋鼠岛的自然奇
观及野生动物探索可以让游客体验到南澳的另一重“ 惊喜 ”
——远离城市喧
嚣的“ 世外桃源 ”以及多种野生动物，比如袋鼠、猎鸟、海豹、考拉等等。
南澳
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让这个目的地的产品可以拥有多条“ 故事线 ”
，以配合
不同的主题和需求。

而对于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旅游消费者市场重要力量的“ 银发一族 ”
，我们
一直考虑推荐甘号火车之旅，体验真正的澳洲内陆风情。
另外一类不可忽视的
群体就是蜜月情侣，他们来到南澳时，我们会推荐“ 五星精品酒庄 + 海鲜美
食 + 粉红湖 ”的浪漫之旅，
如果适逢花季，
可把油菜花田的体验叠加推出。
此外，品尝地道的当地特色小吃也是国内游客的旅游重点需求之一，为
此，我们也准备了深度体验葡萄酒文化、现捞现吃鲜甜美味的生蚝等富有南澳
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供选择。
我个人觉得，因为南澳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旅游元素和体验项目，不同的人
群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他们的旅游需求，所以其实南澳旅游的人群画像可以
覆盖多个年龄层和不同群体，
这是这个目的地让人心动的最重要原因。

图片：芭萝莎 Barossa

图片：柯芬湾生蚝农场 Oyster Farm

TLD: 南澳以丰富的自然风光而闻名。
那么对比近几年的市场变化，您觉
得中国游客对于南澳旅游的需求有哪些转变？以野生动物、植物风光为游览
主题的旅游产品仍旧是中国游客的最大关注点么？
万芹：这几年，25-45 岁的菁英群体开始成为出游的主要群体或者旅游

TLD: 您对南澳这个旅游目的地未来的发展抱有哪些期待呢？就目前的
收客情况看，
明年中国游客去往南澳的数量和特点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万芹：南澳有丰富独特的、令人向往的旅游资源及体验，我期待在南澳旅
游局以及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推广下，吸引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南澳。
受大

决策者，游客的旅行需求已经从以往纯粹的观光旅游逐渐向个性化、互动感、

经济环境的影响，国人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对旅游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出

有所获的体验型旅游转变。
简单说来，他们不再满足于购物、拍照、走马观花地

境游的人数不断增长。
南澳作为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的目的地，我

逛景点，而是对目的地的各色深度体验和特色文化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也不

认为明年前往南澳的中国游客数量会呈现平稳增长的趋势。

断追求个性化，
追求更具当地特色的深度渗透。
从产品主题方面讲，自然资源仍然是吸引中国游客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野
生动物、植物风光为游览主题的旅游产品目前来说还是中国游客主要关注的

从目前的游客群体和消费情况来看，精品小团、定制团、自由行的人群会
占据比较大的比例，这部分群体的数量增幅也会比较大，南澳在中国市场的发
展潜力不言而喻。

一个点，这是构成整个澳洲旅程不可或缺的元素。
但是随着游客的需求转变，
也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思去思考如何在这些自然旅游资源里挖掘新的亮点，

（本文由旅业链接平台原创发布，转载请联系后台，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做出更多个性化的体验型产品。

日本出境税影响甚微 : 日元暴涨换日币人数大增

中国游客成奥地利旅游“ 消费冠军 ”
或将持续增长
据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奥地利媒体报道
称，中国游客正日益成为奥地利零售商最为重要的客户群体。
据 Planet Payment 公司数据，2018 年，赴奥地利旅游的非欧

图片来源：网络

日本政府近日宣布，1 月 7 日起，将向离开日本的人士每人

盟游客在奥人均消费额为 508 欧元，增长 10%。而中国游客人

征收每次 1000 日元的“ 国际观光旅客税 ”
。根据携程相关数据

均达 616 欧元，增长 11%(2017 年增长率为 6.1%)，在奥消费

显示，日本游的预订出行情况未受此影响，中国人春节赴日游的

总额增长 28%，并以高达 30% 的消费占比位居非欧盟国家之

热情依旧高涨，人数同比去年有 14.6% 的增长。此外，由于临

首，远远高于第二名俄罗斯 (10%) 和第三名瑞士 (8%)。

近春节出境游高峰，加上对近期汇率变化的担心，元旦以来兑换
日币的游客大幅增加。

公司分析认为，这只是增长趋势的开始，未来还将有更多
的中国游客赴奥旅游，消费将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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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政府推补贴政策刺激自驾游
市场潜力不断释放

中国中旅酒店 ( 集团 ) 有限公司
任命丁小亮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1 月 2 日，中国中旅酒店 ( 集团 ) 有限
公司发布全新任命，任命丁小亮为公司董事、
党委委员、总经理。据了解，丁小亮毕业于北
京国际政治学院 ( 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 ) 英
美文学专业，文学学士。2002 年 1 月获美国
新泽西州立大学 · 罗格斯商学院工商管理

图片来源：网络

1 月 6 日，
据青海省西宁市披露的 2018 年自驾旅游数据显示，
该市去年累计接待省外

硕士学位。

自驾游车辆以及自驾游客量实现双增。
据了解，为打响“ 西行西宁畅游天下 ”自驾游品牌，
当地政府对自驾游游客进行资金奖励及补贴。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已经有多个省市针对自
驾游推出经济奖励及补贴等政策，
自驾游市场潜力正在不断被释放。

万豪国际证实数据库遭黑客攻
击 下调受影响客户数量

同程艺龙荣获阿拉丁“ 年度最
佳小程序 ”大奖

青少年研学旅行成长平台“ 青蛙
研学 ”获数百万融资

近日，万豪国际集团公布消息称，其旗下的

1 月 5 日，
在由专业小程序统计平台阿拉

据悉，1 月 6 日，青少年研学旅行成长

喜达屋酒店遭受大规模黑客攻击。
在万豪国际集

丁主办的小程序从业者年度盛会——
“ 阿拉

平台“ 青蛙研学 ”近日获得数百万人民币

团 1 月 4 日公布该消息的同时，下调了受影响

丁年会 ”上，2018 年底刚刚成功登陆港股市

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国资背景的知名投

顾客的数量。2018 年 11 月底，万豪集团宣称，

场的同程艺龙，凭借优质产品服务、优秀客户

资人参投。青蛙研学创始团队表示，本轮融

酒店客流量达到 5 亿人次。
但经调查后称，客流

体验以及行业影响力，荣获第二届阿拉丁神灯

资即是投资人对青蛙研学的认可也是资本

量最多达到 3.83 亿人次。
由于有些客人多次在

奖的“ 年度最佳小程序 ”大奖。
据了解，未来，

市场对研学旅行行业的高度关注，未来 3 年

酒店登记入住，
因此对受影响客人的具体数量目

同程艺龙将持续以智慧创新为核心，触达用户

研学旅行行业将会进入快速发展期，保守估

前难以估量。

出行场景，
打造便捷的智慧出行生态圈。

计达到千亿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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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旅联合：
0 元转让河北国鸿 60% 股权
1 月 4 日，A 股上市公司国旅联合宣布，

马蜂窝联合火山小视频，
挖掘火山旅游新玩法
2019 年开年之际，马蜂窝旅游网联合火

国旅联合董事会于 1 月 3 日召开 2019 年第

山小视频共同推出了“ 开年烎之旅 ”
，帮助游

一次临时会议，同意向厦门当代资产管理有限

客解锁新的旅游方式，让人们的新年旅行计划

公司出售持有的河北国鸿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有一个红火的开端。
据悉，火山小视频在去年

公司 60%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0 元。
股权转

年底成为阿尔山的官方认证守护者，新年期

运营总监

让完成后，国旅联合将不再持有河北国鸿股

间，马蜂窝与火山小视频合作，共同推广阿尔

世界知名休闲旅游集团

权，当代资管将履行获得的股权对应的认缴、

山的旅游资源，让更多游客了解火山旅游，也

实缴到资义务。

呼吁人们参与到火山的生态守护中。

工作地点：上海黄浦
职位亮点：外资大平台，管理多
个部门，福利待遇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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