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19 日，故宫 94 年来

首次开放的夜间旅游也拉开帷

幕。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介绍，此次活动结束后故宫将

进行全面评估，研究哪些地方

还可以继续点亮，争取结合二

十四节气中的重要节气，例如

中秋、端午、重阳等时节，在

保护古建、文物和观众安全的

前提下，推出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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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旅企布局粤港澳大湾区
旅游一体化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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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2 月 18 日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

称“ 纲要 ”）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发展方向，其中多处明确提及

该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据悉，目

前诸多旅游企业，包括酒店业、在线旅游、传统旅行社、免税企业、

相关科技类公司等都纷纷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各类商机挖掘。

英国拟增加打工签证、初创签证等新种类

据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处消息，英国脱欧后签证政策将继续放

开，并且将添加新的签证类型。其中与中国公民相关的政策包括增

加短期临时工签、初创签证及延长毕业生找工作时间等。此外，

2019年，英国的签证系统也将全面实现无纸化、自动化。

故宫有望在重要节气再启
动夜场旅游

香港与内地扩大航空运输
安排

近日，根据《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2月 19日香港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与中国民

用航空局在北京签订备忘录，双

方同意根据“规划纲要”落实扩

大《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间航

空运输安排》，扩展两地陆空、

海空多式联运合作，容许香港与

内地各城市的陆运及海运承运人

与双方指定航空公司营运的航班

进行代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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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喜 

惊 喜  

南澳大利亚旅游专家培训华丽来袭，
精彩抢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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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已经摩拳擦掌的准备开始学习了呢？南澳大利亚

旅游局也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福利。即日起，最先完成全部 7 个模块学习，

获得南澳大利亚州旅游专家称号的学员即有机会获得南澳大利亚可爱的考

拉或海豹玩偶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南澳大利亚州汇集了丰富文化遗产和壮丽自然风光，是前往澳大利亚

的全球游客不可错过的目的地。2018 年中国入境南澳大利亚州人数态势稳

定，不断增长，中国游客人数稳坐入境南澳大利亚州消费额头把交椅。

值此新年伊始之际，南澳大利亚旅游局经过 6 个月精心筹备，于今天正

式上线“ 南澳大利亚旅游专家培训计划 ”，旨在通过全面的旅游资源梳理，

帮助旅游业者更加了解南澳大利亚州，拓展线路，丰富产品，让南澳大利亚

州相关业务再创新高。

 

本次南澳大利亚旅游专家培训计划共分为7个模块。其中，主要地区及

亮点介绍、美食美酒、野生动物与大自然、户外活动和实用信息这 5 个模块

包含了全面的南澳大利亚州的旅游资源，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拓宽对南澳

大利亚州的认识。

而主题线路推荐模块则汇集了旅游局官方推荐的精彩线路，通过具体

的行程安排，让学员对旅游资源的最佳组合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在学

习之余，实战运用也非常重要，线路设计模块通过简单的点选景点，即可组

成当天行程，定制专属行程。

马上点击下方链接或扫描二维码，立即开始学习，成为一名南澳大利亚旅游专家吧。

 

温馨小贴士：使用电脑登陆培训系统，视觉效果及操作体验更佳哦！

http://wx.travellinkdaily.com/event/SouthAustralia



三天一小热搜，五天一大热搜，故宫近期热度犹如“ 高仿上身“，忙到欢脱。

在人们眼中一向高冷的故宫博物院自单霁翔院长上任以来正在以光速向

市场推进其商业化的步伐。2014 年，一篇题为 《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 的

文章刷爆朋友圈，开启了故宫卖萌的“ 返老还童 ”路线。接下来以“ 朕“ 为名

带货的中秋版月饼 H5、与央视合作推出的 《国家宝藏》 节目以及今年推出的

“ 紫禁城里过大年 ”还原宫廷过年场景的活动均广受关注。

故宫大 IP 在短短的六年时间中，从线上淘宝店到线下文创店、火锅店，逐

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创帝国，与此同时依靠与互联网大厂网易、抖音、腾讯

和天猫等多领域的战略合作，布局互联网传播，做足了“ 故宫 +”的产业深耕

与行业渗透，而这也实打实的让更多人通过科技手段直观的了解到真实的宫

廷文化、历史体验，对故宫而言，拓宽了除门票之外的“ 二次消费 ”渠道。

事实也证实了故宫营销策略改革的显著成果。在 2 月 17 日的亚布力论

坛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 年，故宫文创的

销售收入已经达到 15 亿元——超过 1500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收入。

玩文创渐入佳境的“600 岁老人家 ”实际上除了为故宫带来了可观的利

润收益，同时也像博物馆领头羊一般，将其经验成功“ 辐射 ”至其他博物馆。

据悉，截止 2018 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 11 家博物馆相继入驻

天猫平台，吸引近 300 万粉丝。此外，“ 卖萌搞怪 ”的推广模式也为各大博物

馆的营销推广带来了参考，比如去年抖音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共七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集体创造出播放量过亿、分享超 17 万的 《第一届文物戏精

大会》 短视频，除了惊叹国宝的有趣外，这样的活动也同步带动全民关注传统

文化、促进历史传承。

但是，随着与日俱增的话题量与带货量，故宫在成功践行创意与文旅结合

的路上，仍旧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

故宫“ 夜游 ”遭吐槽：宫廷版千人 disco 了解一下
2 月 17 日，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称将于 2 月 19 日、20 日举办“ 紫禁城

上元之夜 ”文化活动，公告发出后，各路网友便晒出了“ 网页崩溃 ”的截图，

而这堪比“ 春运抢票 ”的活动反而再度引发了更多吃瓜群众的关注。

元宵节当晚，随着各大平台直播的视频、图片曝光，这次吊足胃口的“94

年来首次故宫灯会 ”展现在观众面前。大家在感叹故宫能将《千里江山图》

及 《清明上河图》 这样的传世之作投映在金碧辉煌的古建筑之外，其实吐槽之

声此起彼伏。

诡秘的红蓝灯光，交错的滚灯虚晃，如果再配上热烈的 disco 音乐，是不

是真有点误入夜店的即视感？网友们除了吐槽灯会配色浮夸外，还普遍认为

这样的活动既不能体现故宫古朴风格也不能真实体现古人“ 提灯夜游“ 的穿

越感。与此同时，大红大绿的“ 我国普遍审美 ”也让期待颇高的消费者看不出

“ 故宫夜游 ”与其他实景灯光秀有何不同。可见故宫多年来试图提高的美学

修养还是被本次的灯会“ 打回三尺 ”。

其实，本次吐槽者的思维完全可以归结于“ 怒其不争 ”。大家本以为标新

立异多年的故宫能在这次的灯会中做到不同凡响的表现，期待着真能实现宫

廷剧中从现代穿越古代的真实感，但实际上策划出的光影仿佛千篇一律的

“ 光污染 ”并没有衬托出古典建筑的特色，反倒是让人“ 大跌眼镜“，看不到

乐趣。

但不管怎样，故宫仍旧在找寻自己的差异化产品，努力开发日间活动的同

时，也已将尝试的脚步踏进了“ 夜游市场 ”中来。根据居民消费习惯的相关报

告显示，55% 的消费行为发生在夜间，可见夜游因其独特的感官享受为各地

带来了“ 溢出效益 ”。

或许是首次试水经验不足，故宫本次的灯光秀虽然得到了大量关注，但是

仍暴露出与 IP 本身融合不足的缺陷。据单院长透露，故宫此次的灯光秀是尝

试性质的，未来会慢慢常态化，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都将开启。

期待借助夜游项目发展的故宫能够听取消费者的声音，为更多游客带来

更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继续做稳 “ 景区第一大 IP”宝座。

故宫文创产品质量遭质疑，品牌授权引“ 宫斗 ”
再说说此前故宫推出合作版口红后引发的“ 宫斗疑云 ”。12 月 9 日，故

宫博物院文化创意馆推出 6 款“ 故宫口红 ”，但随后，“ 故宫淘宝 ”在其官微

上称：“ 目前市面上见到的所有彩妆并非我们所设计 ”，并在双十二又上线了

全套彩妆产品。而这样的孰真孰假事件引发了粉丝们的疑问：好不容易抢到

的口红是赝品？

然而在梳理后，记者了解到其实两家故宫文创店都是故宫旗下的店铺，但

却存在“ 嫡庶 ”之分。“ 故宫淘宝 ”的运营方是北京尚潮创意纪念品开发有

限公司，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化服务中心，是授权开发文创产品的“ 庶

出 ”；“ 故宫文创 ”则直接归属于故宫博物院经营管理处，故宫出版社全资经

营，是“ 嫡出 ”。

但正是“ 口红 ”事件的发生，让从未关注过“ 正品赝品 ”的粉丝意识到

了故宫文创背后隐藏的质量问题。“ 因为喜欢故宫才会买故宫文创，每次出新

品我都会买，从没想过故宫会有假货的问题。”一位故宫的忠粉表示。

然而经过调查发现，故宫旗下文创店不止两家，在授权管理方面实际上没

有统一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产品没有标准化管理。

然而宫斗事件虽然落幕，两家店铺销量普遍很高，但这样的品牌管理模式

确实让喜爱故宫文创的消费者捏一把汗。对于其他博物馆或景区而言，故宫一

直是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但是如果肆意消耗 IP 的品牌含金量，或许“ 走下

神坛“ 将出现在不远处。

单霁翔曾在接受央视 《面对面》 采访时说道，要让故宫以及文化遗产更有

尊严。六年时间，单院长也通过多种模式的营销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更有

价值的商业魅力。但是经过近几次“ 踩雷 ”，故宫 IP 虽然在话题量上仍没有

景区能与之抗衡，但对于更多想“ 复制 ”故宫成功经验的企业也敲响了警钟。

如何做到更有品质、更具内涵的景区产品，如何在授权合作、产品研发中把控

品质保持口碑，仍旧是文旅融合漫漫长路中需要从业者积极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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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上海第一交通门户虹桥火车站启动首个 5G 室

内数字系统建设。据介绍，虹桥火车站的 5G 网络深度覆盖将于

2019 年年内完成。未来的 5G 车站除了可以满足大量人群场景

下的高速上网、随时随地移动支付的需求外，还可以支持 4K 高

清视频通话体验、超高清多路视频回传等业务，为旅客带来更美

好的出行体验。

上海启动建设首个 5G 火车站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莫斯科旅游委员会国际部负责

人卡尔波娃表示，2018 年，莫斯科接待中国游客超过 40 万人次，

全俄接待中国游客约 100 万人次。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中国客

人都来过莫斯科。但卡尔波娃指出，年轻人不太受语言束缚，能

接受英语导游，而老一辈不行。现在中文导游不足是个问题。

莫斯科 2018 中国游客逾 40 万人次 
中文导游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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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春秋航空进一步数字化转型：接
入空客“ 智慧天空 ”大数据平台

2 月 18 日，春秋航空与空中客车签署协

议，宣布将应用空中客车开发的云端航空大数

据平台“ 智慧天空 (Skywise)”。春秋航空因

此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应用该大数据平台的航

空公司。该公司目前运营着全空客 A320 系列

飞机机队，机队规模超过 80 架。

2 月 18 日，飞猪联合芝麻信用宣布日

本美食信用免押上线。据悉，中国游客去米

其林餐厅遍地的日本时，只要芝麻信用分达

到要求，可以免押金预订日本美食餐厅。飞

猪联合芝麻信用推出的信用免押系列功能，

正在从国内走向海外，信用游全球逐渐成为

旅行的标准姿势。伴随本次上线的美食免押

预订，日本成为信用游的旗舰目的地。

飞猪联合芝麻信用，
日本美食信用免押上线

2 月 15 日，携程旗下高端酒店品牌丽呈酒

店与远洲集团旗下深耕行业 20 余年的远洲旅

业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中国开展

酒店管理方面的强强合作，共建新型酒店生态

圈。据悉，双方将联合打造“ 丽呈远洲 ”和“ 丽

呈逸廷 ”标准化酒店品牌产品线，利用各自线上

和线下优势，强强联手。

丽呈集团与远洲旅业签署战略
合作

据日本共同社 18 日报道，伴随新天皇即

位，日本今年黄金周将从 4 月 27 日起迎来十

天连休，在此期间出发的旅游产品预约火爆。据

报道，前往日本国内外的游轮旅行几乎售罄，部

分产品甚至出现排队等待预约取消的情况，通

常中老年人群和新婚旅行的游客较多。

日本将迎 10 天黄金周假期 
海内外旅游预约火爆

Trade Executive

TLM

工作地点：北京望京 / 上海瑞安

广场

职位亮点：深入华北 / 华东旅业市

场，多种合作方式推广目的地

旅业链接

2 月 19 日，洲际酒店集团发布 2018 年

财报，在营业利润增长的同时，洲际中华区新

开业和新签约酒店数量也分别再创新高，其

中新开业酒店达 77 家，同比客房数量增长达

14%。在过去的一年中，洲际在二、三、四线城

市的开业酒店量已经占集团在华开业酒店总

数的逾七成，而在建酒店中这一比例更是高

达近九成。

洲际去年非一线城市开业酒店占
比达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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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脱欧波及：英国区域航司 Flybmi 宣布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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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英伦航空（Flybmi）宣布停运和破产，所有航班从当日开始全部取消。这是 2019 年以来第二家宣布破产的欧洲航司。对于破产的原

因，英伦航空归咎于燃油成本和碳排放成本激增，后者则是由于英国“ 脱欧 ”，导致欧盟最近决定将英国的航空公司排除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之外。

http://www.travellinkrecruitment.com/PositionDetail.aspx?pc=ec8463b5-5aa6-4fa7-9b2f-ccfe6cb73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