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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试水 探索行业新格局 

移动互联网在近几年里普及面渐广，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在线旅游

行业巨头热衷于试水 O2O达到转型以及更广泛地占领市场份额的目的。而种类繁

多的智能 App等也在旅游目的地网络营销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中国互联网行业中，百度、腾讯和阿里巴

巴三足鼎立，分走了互联网市场的大部分份

额，近年来纷纷投资在线旅游公司，正是因为

看准了市场的无限潜力。有数据显示，随着在

线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2015年中国在线旅游

预订市场规模将达到3630亿元。另据国家旅游

局预计，2015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在线旅游市场。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商城作

为阿里巴巴旗下天猫商城的最大竞争者，已经开通了旅行频道，并陆续推机票、

出租车、度假、景点等多项在线旅游服务。就在9月10日，京东宣布上线国际机

票业务，希望通过接入更多有品质的国际机票商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惠的机

票价格，进一步加快公司020布局的同时拓展其在旅游业的市场份额。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游轮市场之

一。携程旅行网作为中国领先的旅游服务提供

商,到目前为止已经经手了12万名游轮游客,

在中国取得了超过10%的市场份额。携程9月2

日宣布, 通过旗下的 Exquisite 公司与皇家

加勒比游轮公司签约购入可承载1814名乘客

的“精致世纪号”邮轮。携程看中游轮产业增长的强劲走势,致力于加强在这个

市场的领导地位。 

各旅游城市政府方面纷纷推出了官方智能 App,瞄准了网络营销的优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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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市场以及游客的需求，推动当地旅游及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马来西亚

旅游部门近日推出了一款免费的智能手机应用，官方命名为“惊讶！马来西亚”。

此款 App 的问世，旨在打造出一款实用的工具，为造访马来西亚的游客们在旅途

中提供帮助。考虑到尽可能地满足智能手机兼容性，此软件特别推出了苹果和安

卓两个系统的版本，用户可以通过软件了解到马来西亚主要景点的概况信息、实

用贴士等，还能找到吉隆坡、沙巴和槟州的景点推荐内容，让初次到访的旅客通

过应用软件就能轻松规划自己的行程，满足了自由行游客们的实际需求，从而促

进了旅游业的增长。 

类似的智能 App 同样得到了其他热门旅

游城市旅游部门的重视。澳门旅游局早前就精

心设计了一款名叫“论区行赏”的手机应用

App，该应用提供了四条步行旅游路线：南湾

大马路至司打口的“历史足迹之旅”，普济禅

院至望德圣母堂的“绿色文创之旅”，议事亭

前地至海事博物馆的“中葡交汇之旅”及渔人码头至妈阁庙的“艺文探索之旅”，

致力于满足当今旅客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从根本上实现游客通过不一样的

方式，体验澳门魅力的想法。 

现如今,旅游业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发展的重点始终是优质的服务和过硬的

产品。旅游相关部门也应该汲取在线旅游服务商的成功经验，整个产业也可以积

极尝试跨界合作的模式，为用户提供整合后更为完备的信息，以此来提升旅游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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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九月起将入境旅客免税限额提至600美元 

韩国8月27日宣布，将从9月5日起试行新《关税法》，旅客入境时携带物品

的基本免税限额从40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 

（来源：Korea herald.com） 

葡萄牙：北京签证中心正式启用  

葡萄牙在中国设立的北京签证申请中心8月25日正式启用。该签证中心的受

理范围包括最长停留90天的短期旅游和商务申根签证，以及投资移民签证，即

“黄金签证”。据悉，葡驻北京领事部1-8月共核批4200份签证， 同比上升60%，

其中包括了“黄金签证”。（来源：葡萄牙驻华总领事馆-官网） 

合作：IRENA携手 UNWTO 共促可再生能源应用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始终致力于倡导各国积极

采用可再生能源。日前，IRENA携手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共同推广在岛

屿中应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旨在鼓励投资经济性节能能源以及减少岛屿内碳和

化石燃料排放依赖的解决方案。（来源：UNWTO-官网） 

泰国：推广游客安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泰国警方日前宣布，推出了一款全新的智能手机安全应用，旨在通过此应用

的推广来提高游客出行安全。此款名为“旅游伙伴”的应用程序通过智能手机下

载后就可以使用，能够提供基本旅游信息以及安全提示。游客还可以通过程序连

接到紧急呼叫中心或是泰国境内的警察局。（来源：Thailand News） 

APEC:推行新举措以促旅游业 

根据9月13日第八届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的商讨，来自 APEC

旅游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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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1个经济体的旅游部长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现代旅游管理可持续发展

中促进观光旅游、智能数字技术应用以及建立低碳旅游目的地。（来源：Republika.co） 

英国:拟向2.5万名中国游客返还签证费用 

2014年9月12日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年度经济峰会上，英国宣布了一项新的签

证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中英两国旅游业的合作和发展。这项新的签证措施

将在2015至2017年间向通过旅行社组团到英国旅游的25,000名中国游客返还签

证费用。新签证措施的具体细节将于晚些时候公布，其中可能会包括对于伦敦以

外地区间夜数量的要求。（来源：reuters.com） 

埃及：2015全面复苏旅游业 

虽然埃及还没有恢复到完全稳定的态势,但是政府希望游客数量在 2014 年

能够上升 10%,并在 2015 年将游客数提升至 1470 万。海洋度假村和古代遗址一

直是埃及旅游业的支柱型项目,大多数并没有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政府还将促

进沙漠狩猎游、徒步游路线和温泉游等其他项目，以确保旅游业回温。 

（来源：reuters.com） 

西班牙：旅游专家倡导智慧旅游城市发展 

西班牙旅游专家日前在第60届哥伦比亚酒店和旅游协会会议上表示，智慧旅

游城市这一概念将成为未来酒店行业的制胜法宝,同时还能够丰富消费者的旅游

体验，为游客带来更为优质的服务。专家认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不注重智能城市升级将是严重的战略性失误。（来源：foxnews.com） 

斯里兰卡：推动医疗旅游 

斯里兰卡日前加大力度推动医疗旅游的发展，为了在 2020年辅助达成 200

亿美元出口目标的任务。在斯里兰卡大约有 1084个政府医疗机构，包括医学院、

区级医院、专科医院和医疗保健机构等。据统计，在斯里兰卡就医的患者中约有

15%是外国患者。（来源：lankabusiness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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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A：2014旅游交易会在柬埔寨金边开幕 

9月17日上午，为期三天的2014年 PATA旅游交易会在柬埔寨金边钻石岛拉开

帷幕。柬埔寨旅游部部长唐坤、亚太旅游协会(PATA)代表等出席开幕式并剪彩。

来自全球60个国家的知名旅游批发商、连锁酒店、景区等行业的逾千名代表参加。

（来源：rustourismnews.com） 

 

 

澳门：第二十六届国际烟花节9月8日拉开帷幕 

第二十六届澳门国际烟花节，定于 9 月 8 日（中秋

节）、13 日、20 日、27 日以及 10 月 1 日中国国庆之际

在澳门旅游塔对开海面隆重举行。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

各国及地区高水准烟花队伍参加，十支参赛队伍分别来

自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

萄牙、波兰、克罗地亚以及台湾地区。烟花汇演于晚上 9

点及 9点 40分进行，届时为大家奉上一场无与伦比的烟

花盛宴。 

（来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官网） 

 

特拉维夫-雅法：风筝展将持续到11月   

日前，以色列 Eretz博物馆展出了包涵多

元文化的风筝展品，这一适合家庭共同观展的

活动将持续到11月8日。来自于菲律宾、中国、

欧洲、非洲、美国和以色列等国近两百件色彩

斑斓，形状、大小各异的展品构成了此次展览。 

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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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特拉维夫旅游局-官网） 

天津：2014夏季达沃斯开幕   

世界经济论坛第八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

达沃斯论坛）于 9月 10日至 12日在天津召开，

来自全球 90个国家的超过 1600位嘉宾参会。

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

的背景下，今年新领军者年会的主题确定为

“推动创新，创造价值”。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官网） 

伦敦：欧洲首家环亚机场贵宾室落户希斯路机场2号楼 

环亚机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环亚）宣布

其位于伦敦希斯路机场2号客运大楼的贵宾室

现已正式启用，此贵宾室亦是环亚于欧洲地区

的首个独立机场贵宾室。环亚机场贵宾室设有

5个豪华浴室、5个独立私人休息室、水疗中心，

提供多款特色小吃及饮品。商务设施方面，贵宾室内配备无线网、国际报纸杂志

及电视。（来源：Plaza-network.com） 

洛阳：古墓博物馆 

洛阳古墓博物馆座落在洛阳北面，占地近

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7600 平方米，由一组

仿汉代建筑群和一组仿北魏建筑群组成，规模

宏大，古朴典雅。神秘的博物馆为游客展现出

古雅、精致的展品,是感受中国古代建筑精髓

的著名景点，近年来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前

往。（来源：洛阳旅游-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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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夫迪夫：“两个太少、三个太多”戏剧木偶节 

第21届戏剧木偶节“两人太少、三个太多”

于2014年9月3日至7日在普罗夫迪夫举办，该

节日在当地十分著名，吸引了众多观众。节日

期间，来自塞尔维亚、西班牙、斯洛文尼亚、

亚美尼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等地的精彩活

动，包括剧院演出等,为前来观赏的观众带来

了视听盛宴。（来源：普罗夫迪夫旅游-官网） 

香港：迪士尼乐园10月1日正式推出“迪士尼光影汇”夜间巡游 

香港迪士尼乐园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推出

“迪士尼光影汇”夜间巡游，配合“迪士尼黑

色世界”、“迪士尼雪亮冬日”等多个节庆活动

进行全年不间断巡游。此项活动持续到 12月，

游客可以体验到迪斯尼乐园不一样的夜晚。 

（来源：financialexpress.com） 

上海：2014上海旅游节开幕式 

9 月 13 日晚，2014 上海旅游节开幕大巡

游在上海淮海路隆重举行，22 辆造型别致的

花车正式闪亮登场，50 万市民游客及近百家

中外知名媒体共同观赏了这场激情四溢、华美

动人的城市庆典。此项活动创始于 1990 年，

每年 9月中旬至“十一”黄金周期间举办，是

历年上海旅游节中的传统品牌。 

（来源：上海旅游节庆-官网） 

惠灵顿：2014国际服装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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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f Wearable Art Awards Show（国

际服装艺术展）是新西兰人一年一度的盛大活

动，是一个把服装、音乐、舞蹈以及艺术相结

合的演出活动。2014年的第 26届国际服装艺

术展将从 9月 25日一直持续到 10月 12日。

（来源：惠灵顿旅游-官网） 

维也纳：高迪—引领时代的建筑   

举世闻名的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其作品历来受到业界追捧与赞赏。展览

“高迪—引领时代的建筑”将于 2014 年 10 月 2 日至 11 月 2 日在维也纳举办。

高迪的作品有着不寻常的前瞻性，独特的设计风格让他的许多作品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确认为是建筑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来源：维也纳旅游-官网） 

波士顿：大 E狂欢节   

大 E是美国东北部地区最盛大的、极富盛名的娱乐盛会,包括了壮观的大 E

马戏团表演、街道集市、博物馆展览、动物展览、极具竞争力的展品、丰富的游

乐设施、工艺品、日常游行和狂欢节游行等,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从9月12日至28

日齐聚于波士顿。（来源：波士顿旅游-官网） 

迪拜：打造阿联酋航空飞行村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赛马综合设施开发商

迈丹日前宣布,作为迪拜超大项目穆罕默

德·本·拉希德城的二期部分，计划建立一

个飞行村。穆罕默德·本·拉希德城占地45

万平方米，拥有1500套四居室住宅别墅,可以

满足阿联酋航空公司飞行员的的需求。 

（来源：eTurbo News） 

哈尔滨：开通东北三省首条直航莫斯科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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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莫斯科航线28日正式开通，这是中国东北三省首条直航莫斯科的航

线。由于中国公民赴俄团队旅游免签以及过境俄罗斯72小时免签等优惠政策的施

行，将有更多游客选择经黑龙江省出境，促进黑龙江省旅游业、航空服务业等第

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来源：人民网） 

布达佩斯：2015世界音乐博览会 

世界音乐博览会官方宣布，2015年博览会将在匈牙

利的布达佩斯举办。布达佩斯将全力筹备此次盛会，除

了配备好举办国际音乐盛事的基本条件，还将通过确保

酒店及交通正常运转满足来自世界各地观众的需求。博

览会将于2015年10月21日至25举办。 

（来源：布达佩斯旅游-官网） 

都柏林：即将迎来“吸血鬼节”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以酒馆、艾比剧院、古堡等吸引着各方游客，不过10月24

日至27日将举办一个特别的节日——“德古拉节”，即“吸血鬼节”。爱尔兰旅

游局介绍说，节日期间，都柏林的街道、教堂、城堡、电影院、图书馆等将围绕

“惊悚”做文章，用都柏林特殊的“黑暗面”来吸引游客。（来源：Dublin people.com） 

维多利亚：葡萄酒节于9月26日举办   

在2014年9月26日塞舌尔维多利亚举办的葡萄酒节上，将列展出品类繁多的

国际知名葡萄酒产品。此节日主要是为了推广并普及葡萄酒消费市场的相关知识,

并向资深消费者展示新品葡萄酒鉴赏标准。（来源：维多利亚旅游-官网） 

 

 

 

酒店住宿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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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宾斯基酒店管理集团：将在缅甸收到开设首家酒店   

凯宾斯基酒店管理集团于2014年9月2日宣布，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落户首家

酒店，定名为内比都凯宾斯基酒店。该酒店共设有141间客房，包括了缅甸境内

最大的1000平方米奢华皇家套房。酒店定于11月1日，在缅甸首次举办的东盟峰

会期间正式对外营业。（来源：凯宾斯基酒店管理集团-官网） 

 

合作：银联国际和缅甸合作银行首发银联卡   

银联国际携手合作银行有限公司，在缅甸境内共同发布了第一张银联卡,这

也是缅甸境内发行的首张支持本国货币支付的国际卡,为缅甸居民的日常消费提

供了方便、安全的支付服务。此卡可在全球范围内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 

（来源：银联国际-官网） 

DFS 集团：“头等舱美丽体验”美妆盛典发布 

2014年9月5日，世界领先的奢侈品旅游零售商 DFS 集团﹙下称“DFS”﹚汇

聚诸多颇具影响力的美妆及旅行专家，隆重呈献 DFS“头等舱美丽体验”美妆盛

典。该活动于2014年9月5日至21日在全球13个目的地盛大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

50多个美妆品牌在活动中带来极致尊崇的美妆体验、精彩纷呈的活动及各项优惠

推广。（来源：DFS 集团-官网） 

歌诗达游轮:公布3年期可持续航行项目报告 

歌诗达游轮于9月10日发布了一项为期3年的项目报告结果，此报告针对于欧

洲委员会资助的可持续航行项目。该项目于2011年9月开始监测歌诗达太平洋号，

用一系列数据及标准判断其是否符合欧盟关于环保的规定，此规定又称为“3R”

标准:减少浪费、再利用、再循环，旨在促进游轮业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歌诗达游轮-官网） 

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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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运通：启动“在线休息日”活动 

日前，美国运通携手 Birchbox, Bonobos 以及 Rent the Runway 共同举办了

“在线休息日”活动,该活动于9月18日正式开始，为期两天。创办“在线休息日”

旨在打造一个交流平台，让小企业有机会通过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和业内专家的共

同帮助，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顺利度过难关。（来源：美国运通-官网） 

首都机场：助力全球友好机场总裁论坛 

日前，主题为“跨越挑战共创未来”的第三届北京全球友好机场总裁论坛于

2014年9月3日在首都机场圆满落下帷幕。首都机场与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

洋洲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国际机场一致同意，推动建立各机场之间常态化的

沟通交流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全球友好机场总裁论坛这一国际合作交流平台的

作用。（来源：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中青旅：斥资3亿打造升级版遨游网 

中青旅日前宣布，计划向遨游网投入3亿元人民币，沿袭平台化、网络化、

移动化的发展战略，支持遨游网打造方便快捷的 O2O旅游电商平台，致力为“用

户提供长期服务”。同日，遨游网宣布了四大品牌升级的重磅举措，包括发布遨

游网的新 LOGO，上线遨游网的新版主页，推出移动端“遨游旅行”APP3.0，以

及基于十一产品季的一揽子产品和优惠方案。（来源：旅讯） 

A&K 集团：首推私人飞机奢华之旅 

Abercrombie & Kent 集团（A&K）将在2014年秋天成为第一个推出全平躺式

座椅豪华私人飞机之旅的旅行社。A&K 所有的私人飞机旅行将采用波音757 - 

200er型号，机内配有可以提供私人按摩功能的50个意大利定制真皮座椅，座椅

配备独立屏幕以及影音系统，可供乘客休闲娱乐之用。（来源：A&K 集团-官网） 

旅社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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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俱乐部：冬季度假新胜地 

国际知名度假品牌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日前宣布，旗下的第24座滑雪

度假村—Val Thorens Sensations 度假村，将于2014年12月在法国阿尔卑斯山

开幕。度假村将以最新的设计概念，以及海拔高、风景美、配套设备先进等优势

条件，为滑雪爱好者呈献崭新的体验。（来源：travelpulse.com） 

途易集团：全新青年品牌“汤森景点” 

途易集团旗下的英国和爱尔兰途易旅游透露，计划推出一个名为“汤森景点”

的全新品牌概念，主打18至35岁青年市场。这一概念将集成主要景点,在青年用

户喜爱的旅游目的地项目中增加更多年轻人负担得起的酒店住宿套餐，包括时尚

的主题酒店、概念酒店等,以吸引年轻用户的关注。（来源：ttgdigital.com） 

 

天巡：启用“旅游观察”   

全球旅游搜索引擎 Skyscanner（天巡）日前宣布，正式启用新产品“旅游

观察”。天巡此次推出的新产品主要针对商业需求,为航空公司和机场提供重要

的旅客实际需求数据,着眼于航空市场的综合性视角,为企业快速发现商机发挥

重要的作用。（来源：eTurbo News）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同华夏航空签署代码共享协议 

2014年8月29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与华夏航空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正式签

署了有关代码共享的合作协议，代码共享协议自2014年9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

根据协议，两家航空公司将通过重庆、贵阳和大连为衔接点连接各自的航线网络，

华夏航空的32条航线将被国航附加代码“CA” ，这将扩大重庆、贵州和辽宁省

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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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航线网络。（来源：eTurbo News） 

温哥华机场管理局：2015年1月正式启运温哥华-悉尼航班 

澳洲航空于 9 月 16 日宣布,将于 2015 年 1 月在温哥华机场正式运营两周时

间的六个直航温哥华至悉尼往返航班。此临时航班的开通是为了迎接加拿大冬季

旅游高峰，将于 2015年 1月 3日至 22日期间,由波音 747 执飞。 

（来源：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官网） 

香港航空:即将开通札幌航线 

香港航空 9 月 10日宣布，为满足近来香港市民赴日本旅游迅速增长的市场

需求，将由 12 月 19日起开通每周五班往来香港与日本札幌的航班服务。此新航

线将由香港航空空中巴士 A330客机营运，逢周二、三、五、六及日往来两地。 

（来源：香港航空-官网） 

 

5%：全球旅游增长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旅游业在2014年上半年出现了5%

的增长。报告称，美洲增长了6%，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增长5%。北欧和南亚各为8%，

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游客的出境支出在2014年上半年增长了16%，相比2013

年全年将增长26%，预期乐观。（来源：eTurbo News） 

5.3%：2014年7月全球旅客增长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日前宣布称，全球航空业在2014年7月间客运量需

求显示出了5.3%的增长。（来源：eTurbo News） 

16.9%：印度外国游客8月份持续增长  

印度旅游部门日前表示，2014年8月的外国入境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6.9%，

数字纵览 

 



 

14 

 

2013年8月同比增长9.1%。主要的客源国依次为：孟加拉国(14.03%)、美国

(12.74%)、英国(9.22%)和斯里兰卡(6.79%)。（来源：India TV News） 

36%：加拿大游客出游意向调查   

加拿大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有36%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年冬季出游，去年由

于气候不佳，许多受访者选择在今年出游。而游客在旅游安全意识上还有待提高，

只有47%的加拿大游客会在出行前购买旅游保险,大多数人(56%)是55岁以上的游

客。（来源：eTurbo News） 

45.83%：前7个月首尔接待中国游客数大幅增长 

2014年1月至7月，韩国首尔外国游客同比上涨显著，中国游客人数近336.2

万人，创下了入境游客之最。首尔中国游客同比增长了105.6万人，增幅达45.83%。

美国游客紧随中国之后，但日本游客却大幅减少。（来源：环球旅讯） 

147%：大陆自由行赴台湾游客数飞速增长   

2014年前7个月,中国大陆及台湾两岸人员往来与交流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

头，前7个月共有61.5万名大陆自由行游客到台湾，同比增长高达147%。在前7

个月大陆赴台的居民中，旅游者共计187.9万人次，同比增长45％，其中，团队

游126.4万人次，同比增长21％。（来源：新华网） 

35万：马尔代夫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据相关部分分析，预计马尔代夫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在2014年达到35万。早前，

携程推出了一项活动，在中国首次大规模推出马尔代夫“独家海岛”旅游服务，

期间整个岛屿将只接待携程客户。此活动一经推出就销售一空，首批购买此度假

产品的244名游客中，有45对专程度蜜月的新婚夫妇，此活动的大热将为马尔代

夫带来更多的中国客户。（来源：ecns.cn） 

87万：雅典2014年前七个月游客数同比增加 



 

15 

 

在 2014年前 7个月里，访问雅典的外国游客数同比增加了约 87万人次,通

过国内和国际航班抵达希腊首都的乘客共计约 126万人次。（来源：城市会员-雅典） 

907万：西班牙8月入境游客数创纪录   

旅游业是西班牙重要产业，8月份创下了单月入境游客数最高纪录，同比增

长 8.8%，史无前例地达到了 907万人次。（来源：medindia.net） 

8000万：F1赛车提升新加坡旅游业   

一级方程式赛车(F1)新加坡站刚落幕，此次为期三天的赛事包括了夜间街道

赛在内，共计收入达到 8000万美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焦新加坡。 

（来源：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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