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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 是否会冲击相关产业收益？ 

作为游客来说，出行前通过航空公司来预订机票，或者直接从酒店以及旅游

中介公司预定房间，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最为平常的。酒店及航空公司

同传统旅行社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旅行社为他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源，而

酒店及航空公司则在相应地减小了销售业绩压力的同时为旅行社带来了效益。然

而时至今日，在线旅游代理商（OTA）的出现有打破固有格局的势头。 

OTA 不再像传统旅行社那样由于营运能力的限制，通常仅能同部分酒店或航

空公司有合作关系，而是较大范围整合了同行业类别。竞争成为了这个时代最鲜

明的特征。这对酒店、航空以及传统旅行社来说，是不小的冲击与挑战，如何转

换经营的思维模式、积极提高自身竞争力成为当前最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商言商，OTA归根结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获利。OTA

同样只有要依靠酒店业以及航空业等相关产业，才能实

现获取利益这一目标。同为旅游业中的重要环节，可以

说每一个行业都是必不可少的，共同成长、互惠互利才

是根本。OTA 作为第三方预订服务提供商，迎来蓬勃发展

机遇的同时，质疑、困境与挑战也随之而来。或许很多

人都曾听到这些第三方代理的用户抱怨。当订购的机票

出现问题时，自己总是被航空公司和第三方像球一样推

来推去，出了问题谁负责这件事，成了用户最为头疼和困惑的难题。权责的归属

问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总是显得难以判断，不得不说这要归咎于 OTA在提供服

务之初，没能尽职尽责地让自己的用户了解该如何应对突发事件。这类服务上的

不足是可以弥补的，优质而细致的服务也许在开始时会增加 OTA工作量，但最终

的受益者也会是 OTA。 

有商机就会有竞争，元搜索服务通过一个统一的用户界面帮助用户在多个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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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擎中进行，这种操作模式的崛起值得 OTA提高警惕。元搜索为用户提供了更

为直观的比价模式，让用户可以有更多、更优的选择。另外，众多旅游类网站以

及 IT 届巨头也纷纷瞄准机票及旅游市场，开始提供元搜索服务。元搜索是挑战

也是机遇，不应看作是威胁，百家争鸣才是行业与市场成熟的标志。 

住宿是旅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常来说

所占比重同交通不相上下，对于一部分高端旅

游人群来说，每年在旅游住宿的花费上更是十

分可观。Hotel Interactive Network 曾表明，

在 OTA 的全球预定量中，酒店预订占了30%之

多，而酒店订单同样为 OTA 贡献了超过60%的预订费用（佣金）受益。OTA 的酒

店预订业务为其赚得高额的分销商佣金,为他们在停止收取机票预订费后的生存

提供了解决方法。酒店传统销售方式在互联网（不仅仅是在线订房中心）的冲击

下逐步萎缩，许多的知名 OTA在草创之初，需要挨家跑酒店希望他们可以加盟并

允许其进行代理业务，可现如今，两方的地位已经完全转换，OTA开始更多地关

注自己所代理的产品在用户中的满意度。 

不论 OTA的兴起是否会影响到酒店和航空业的收益，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和

竞争力才是固本增益之道。应该学会有效地利用彼此间的优势，深入思考合作模

式如何优化。OTA 同样应该向这些传统行业吸取经营方面的优势，正视自身在发

展初期的诸多劣势，扬长避短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客户忠诚度，赢得消费者的信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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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会员城市旅游发展“把脉” 

秘书处携手扬州共同打造世界一流旅游城市 

为进一步加强与会员城市沟通交流，更好地为会员城市旅游发展服务，世界

旅游城市联合会秘书处于11月20日赴扬州与扬州市政府及旅游局共同举办了扬

州旅游发展研讨会。联合会副秘书长李宝春、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副主任张

辉、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明德、德村志成、金良浚及联合会旅游相关企业分会、媒

体分会代表一行出席会议，为扬州旅游发展献计献策。扬州市副市长董玉海、市

政府副秘书长仲衍书、旅游局局长王志海等出席了会议。 

2014年峰会后，按照城市会员的需求，秘

书处首次组织专家委员会和分会代表“走出

去”为会员城市旅游发展“把脉”。研讨会上，

联合会专家和企业代表们畅所欲言，为扬州旅

游国际化发展出谋划策，特别指出扬州旅游整

体定位要从城市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企业会员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

司、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携程网和中国铁道旅

游联盟的代表也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旅游发展研讨会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扬州市

的旅游资源特色和优势，希望2015年在推介扬州入境旅游、目的地营销和线上产

品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更深入地开展合作。 

李宝春副秘书长表示，作为一个国际性的

平台，联合会将在境内外宣传推介、市场开发、

学术交流、人员培训、课题研究等方面给予扬

州大力支持。扬州市市政府和旅游局对此次研

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肯定，期望依托联合会平

台，在未来与各专家、企业和媒体代表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 

WTCF 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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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开放 Abrolhos 群岛旅游业   

西澳大利亚的沿海地区日前表示，今后将把推动 Abrolhos 群岛旅游业的发

展作为重中之重。西海岸的 Abrolhos 群岛以捕获岩石龙虾等渔业为主要产业，

尽管对游客来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长期以来一直采取限量供应的模式。以往

岛屿的渔业管理部门只允许拥有授权认证的渔民和人员才可以在岛上过夜，此次

针对群岛的开放将大力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来源：eTurbo News） 

UNWTO：发布全球探险游报告书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日前发布了全球探险游报告书，该报告联合

了探险旅游贸易协会共同完成，主要致力于深入探索探险旅游和旅游责任之间的

密切关系。世界探险旅游商务协会是全球性的非官方、非营利组织，主要功能是

为会员单位在世界各地寻找新的探险旅游目的地，在北美及南美地区有着深厚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来源：adventuretravel.biz） 

英国：协手雅虎 共推营销活动   

日前，英国旅游局推出的“探索英国”活动携手 IT 巨头雅虎公司，全方位

地展示了英国的风景、文化、美食、和时尚。此次活动主要针对于来自七个国家

的游客进行推广，包括了美国、巴西、法国、德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印度，

针对不同的国家通过展示不同的内容，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活动。 

（来源：clickz.com） 

泰国：计划于2015年度推出全新铁路线路   

泰国计划于 2015 年推出两项全新的铁路线路。届时，旅客可搭乘 Belmond

旗下的亚洲东方快车(Eastern & Oriental Express)畅游东南亚，体验为期五晚

旅游资讯 



 

5 

 

的新加坡至曼谷“半岛寓言”之旅，或是为期两晚的曼谷至清迈“兰纳古国”之

旅。（来源：asiatraveltips.com） 

意大利：向旅游业发放绿色卡片   

11 月 17日，意大利当地众多旅游供应商出席了在意大利切尔维亚举办的绿

色旅游活动。在活动的倡议下，当地酒店协会 ASCOM合作推出了一个小型试点方

案，计划吸引一批新兴的住宿供应商以及其他旅游企业共同在意大利推出绿色卡

片活动，借此良机来规范意大利旅游行业。（来源：travelmole.com） 

马耳他：地中海旅游论坛开幕   

来自16个国家的超过1000名代表于11月21日参加了地中海旅游论坛，该论坛

由马耳他酒店及餐饮协会主办，今年已是第二届，组委会方面对今年论坛的顺利

举行一直信心十足，希望借助今年的会议大力促进马耳他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

展。（来源：eTurbo News） 

爱尔兰：政府努力推动都柏林旅游业   

日前，爱尔兰旅游部长在一活动上表示，早前建立了一个专门组织——“都

柏林旅游成长联盟”，旨在推动都柏林旅游品牌的发展，促进影响力的提升。一

直以来，该组织将提升首都的旅游竞争力，把在同其他欧洲主要旅游城市竞争中

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作为目标。（来源：bignewsnetwork.com） 

葡萄牙：C罗代言旅游宣传活动 吸引中国游客 

2014年11月14日至16日，葡萄牙旅游局率团参加了2014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葡萄牙旅游局通过与葡萄牙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罗）的合

作，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全新宣传活动，希望借助 C罗在中国的影响力，带动中国

游客赴葡萄牙旅游的热情。（来源：theportugal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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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旅游产业期待新挑战   

据预测，新加坡的旅游业在未来50年的发展过程中,将会拥有更强的投资能

力、更新的标志性景点以及同本土居民更紧密的深化联系，这些都是帮助新加坡

克服来自其他目的地激烈竞争和劳动力短缺等困难的重要方式，同时将助力旅游

产业迎接更新的挑战。（来源：eTurbo News） 

 

 

北京：元素花车将首次亮相纽约梅西感恩节大游行   

北京元素花车首次亮相纽约梅西感恩节大

游行。今年的第88届纽约梅西感恩节盛装大游

行首次出现北京元素花车，整部花车以“美丽

北京欢迎您”为主题，以中国红为基调，以万

里长城为骨架，载有南锣鼓巷牌坊、烽火台、

石狮、华盖等具有北京典型特征的建筑物和装饰。纽约梅西感恩节大游行始于上

世纪20年代，是全美最大规模的感恩节庆祝活动。 

（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巴黎：网晒埃菲尔铁塔夜景违法   

据报道，今后拍摄埃菲尔铁塔的夜景照可

能会被罚款，但这个规定只限于晚间的埃菲尔

铁塔，白天就没有关系。根据欧盟的版权规定，

埃菲尔铁塔夜晚灯光点亮、变化，属于一种艺

术品，游客或当地市民如果随意拍下其夜景照

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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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并上传分享至社交网站，就违反版权规定，还可能被罚款。如果人们还是想拍

照并上传分享，就必须先得到创作者的同意。（来源：travelpulse.com） 

光州：世邦旅游赞助2015光州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日前，韩国著名的世邦旅游公司宣布，将正式成为2015

年光州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官方赞助商，尽全力配合

运动会相关事宜并全程为与会人士提供住宿预订等服务。

成为2015年光州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赞助商有助于更

好地宣传公司形象，同时可以享有使用运动会官方标志的

权力。2015届运动会将于2015年7月3日至15日举办。 

（来源：insidethegames.biz） 

广州：携手姐妹城市组经济联盟   

中国广州、新西兰奥克兰和美国洛杉矶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正式签署了一

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内容规定，广州作为奥克兰和洛杉矶历史悠久的姐妹城市，

正式建立三方经济联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三方城市的“联姻”,他们将共同探

讨如何紧密合作、共创未来，通过在贸易和旅游方面的互助，促进协同发展。 

（来源：AsiaOne） 

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庆祝杜莎夫人诞辰253周年   

为了庆祝杜莎夫人诞辰 253 周年纪念日，香港杜莎

夫人蜡像馆推出了优惠活动望迎来更多的宾朋共同庆

祝。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所有持香港身份证的参观

者，证件上带有数字 2、3或 5的，在购买门票时出示有

效证明就可享受到 6折优惠。（来源：madametussau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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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迪士尼公司在中国拓展娱乐战略联盟   

上海迪斯尼公司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

团(SMG)在近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将进

一步扩大彼此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包括电视内

容开发、电影合作、内容发布和联合营销等。

此外，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共同发展出一

个可以连接中国及全球观众的充满活力的内

容创意产业。（来源：Realtime Business News） 

华盛顿：第92届国会圣诞树点灯活动众星云集   

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处以及美国国家公园基金会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联合公布了巨星阵容，包括美国流行

乐界代表 Fifth Harmony、格莱美得主 Patti LaBelle、

常青树 Nico & Vinz 以及知名组合 The Tenors 在内的众

多明星，将在第 92 届国会圣诞树点灯活动上带来精彩演

出，届时将会吸引大批观众到场庆贺，共同享受平安夜的

到来。（来源：nationalparks.org） 

布拉格：圣诞集市即将开幕   

布拉格圣诞集市是欧洲最有名的圣诞集

市之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节目、精致闪耀的节

日装饰和诱人的圣诞美食成为其鲜明的亮点。

集市上最受瞩目的传统巨型圣诞树也将于 11

月 29 日在老城广场又一次被点亮。此外，老

城区的哈维尔广场、瓦茨拉夫广场、共和国广场、和平广场和霍勒索维采展览中

心也都将布置一新，以迎接接下来的圣诞新年季。（来源：捷克旅游-官网） 

http://www.czechtourism.com/cn/a/prague/
http://www.czechtourism.com/cn/c/prague-old-town-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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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庆祝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日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日前成

千上万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民众纷纷汇集到

德国柏林，共同纪念柏林墙倒塌的第 25 个纪

念日，借此呼吁世界和平。为了庆祝这一值得

纪念的时刻，柏林当地还举办了盛大的烟火表

演，点亮了约 8000 盏白灯照亮纪念地点周边,并向天空放出了许多白色气球以示

纪念。（来源：wusa9.com） 

伦敦：寻找官方荣誉旅客   

2014年11月12日，由伦敦旅游官方网站

（visitlondon.com）以及英国旅游局联手推

出一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一名幸运游

客，成为伦敦官方认证的荣誉游客。该名游客

将有机会享受到免费且绝无仅有的伦敦探索

旅程。（来源：visitlondon.com） 

杭州：为当代马可波罗提供免费旅行机会   

杭州旅游官网日前针对外国游客推出

的《寻找当代马可波罗》比赛如火如荼地

展开，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1月30日。依照

赛后统计的结果，外国赢家会获得价值

5000美元的杭州5日游以及往返机票，活

动期间能够召集推荐最多人加入比赛的参与者也将获得同等大奖，借此来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来源：hangzhou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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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酒店集团：莫斯科酒店隆重开幕 

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莫斯科酒店，于近日重启大门，改建为莫斯科四季酒

店。改造后，酒店拥有180间客房及套房，部分客房还设有独立露台。二层、三

层设置了2个宴会厅及5个小型会议室，共占地1406平方米，可供20到500人不等

规模的团体进行活动。（来源：cpexecutive.com） 

凯宾斯基酒店：内比都酒店正式开放迎东协高峰会   

内比都凯宾斯基酒店日前已正式开业,在首次于缅甸举办的东协高峰会期

间，酒店为做好接待工作，特别开放了目前缅甸最大、最安全的皇家套房，套间

约有1394平米，配备了会议及休闲设施、最先进的安保功能等，旨在为尊贵的客

人提供最周到的服务。（来源：凯宾斯基酒店-官网） 

 

嘉年华集团：配备高速 WiFi@Sea   

近日，嘉年华集团宣布将全面推出海上无线网络（WiFi@Sea）,该网络属于

智能混合型虚拟信号,可以在卫星数据信号和路基天线数据信号之间自动切换至

最快、最稳定的信号，以提高用户的连接速度，让乘客在海域仍能网上冲浪。 

（来源：engadget.com） 

中国工商银行：在洛杉矶推动人民币合作业务   

2014年11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与美国洛杉矶市政府共同签署了《人民币合

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推动在跨境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合作，共

酒店住宿 

行业动态 

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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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打造加州人民币中心。作为加州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将为人

民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跨境使用奠定良好的基础。（来源：中国工商银行-官网） 

 

威亚汉莎：参展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   

作为惯例，威亚汉莎参加了2014年11月3日在伦敦举办的世界旅游交易会。

为了更好地向与会来宾做展示，本届展位特地选取了欧洲厅的入口处。由于适逢

公司成立20周年，威亚汉莎全力打造展位，力图为参观者更好地展示公司面貌与

理念，并全面地介绍了最新的旅游目的地产品。（来源：威亚汉莎-官网） 

中国国旅：打造柬埔寨首家市内免税店   

由中国国旅集团打造的柬埔寨吴哥免税店将于12月底正式对外营业，这也是

柬埔寨首家市内免税店，将助推柬埔寨出入境旅游业发展。最近10年，柬埔寨经

济蓬勃发展，国旅集团的进驻，填补了柬埔寨市内免税店的空白，将更多物美价

廉的顶级免税商品带给柬埔寨出入境旅客。（来源：china.org） 

携程：引入皇家加勒比 

近日，携程对外公布消息称，将和国际知名游轮公司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并共同出资成立天海游轮合资公司（天海游轮）以服务中国游

轮市场。双方将分别持股 35%，其余股权由天海游轮管理层和一家私募基金持有。

这是继 9月初携程宣布从皇家加勒比购入游轮之后，在游轮业务上的又一动作。 

（来源：4-traders.com） 

 

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助力拿骚国际机场投放自助护照执勤机   

旅社中介 

旅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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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国际机场日前宣布，将会向温哥华机场管理局旅游创新解

决方案团队购买20台自助护照执勤机。投放使用该款机器后，将大幅度加快没有

特殊问题的乘客通过海关的速度。（来源：thebahamasweekly.com） 

天巡：全新酒店 App 帮助游客寻找称心酒店   

全球知名旅游搜索引擎天巡于2014年11月8日宣布，正式启用旗下印度版本

酒店 App,该智能应用便于操作，设计上更加针对用户需求，致力于为印度游客

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一版本的智能应用将更为便利的为用户搜索全球范围内

的酒店，并寻找到性价比最高的酒店。（来源：efytimes.com）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开设途径济宁的成都-大连航线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考虑到旅客需求，自2014年10月27日起，正式开始运营成

都-大连往返航线，途径山东省济宁市。该航线由成都航空的 A319执飞，每周设

定4班航班，分别在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来源：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官网） 

香港航空：“飞越云端 拥抱世界”走进校园   

为丰富香港中小学生对航空业的认识，并激发他们心中的飞行梦，香港航空

11 月 17 日正式展开“飞越云端 拥抱世界”校园分享活动，香港航空的机师以

及机舱服务员到访香港筲箕湾官立小学，同逾百名小学五至六年级学生分享工作

细节，教授基本航空及机上安全知识，让他们从机组人员的亲身分享中更深入了

解航空业。（来源：香港航空-官网） 

南方航空：联合开发医疗旅游 推出“健康关爱”系列产品   

11 月 17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与洛杉矶 8家医疗机构签署了开发医疗旅游

的谅解合作备忘录，在中国市场推出前往洛杉矶的“健康关爱”系列产品。这是

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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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航空公司首次牵手国外知名医疗机构，为中国旅客量身定制境外医疗健康旅

游新服务，也是南航在细分商旅产品领域的又一创新之举。（来源：streetinsider.com）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与新西兰航空结成战略联盟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与新西兰航空于 11月 21日在奥克兰共同签署合

作意向书，为双方在中国和新西兰的航空市场上结成战略联盟铺平道路。双方计

划在现有中国-新西兰航线上增投运力，在新西兰航空目前运营的上海-奥克兰航

线的基础上，国航计划新增北京-奥克兰航线，并开展联合经营。新增航线将在

获得两国政府批准后实施。（来源：eTurbo News） 

 

 

 

2.3%：国际航协评估9月份优质及经济旅行状况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日前发布了2014年9月份全球范围内优质及经济

型旅游的最新评估。据统计，9月份国际航空旅客的增长出现小幅放缓,同比增长

了2.3%，而8月份同比增加4.5%。（来源：eTurbo News） 

5%：国际旅游业持续显现强势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景气报告显示，全球

国际旅游人数在2014年前8个月间增长了5%。尽管受到了各地政治因素的挑战以

及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影响,北半球在6月到8月期间的旅游旺季中，仍表现出了

强劲的需求。（来源：gtp.gr） 

5.1：西班牙旅游数据10月份继续增高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INE)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西班牙境内酒店的过夜

数字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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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数在2014年10月期间上升到了2620万,较2013年同期增加了5.1%。这一数字

反映出西班牙境内旅游和海外入境游的增长，标志着今年以来西班牙旅游业正在

逐步回暖，显现出持续性增长趋势。（来源：thinkspain.com） 

9%：马耳他旅游业创新高   

马耳他旅游部长指出，地中海各个旅游目的地必须意识到，他们的竞争对手

并不是他们的邻居,而是全球范围内其他的目的地，应当着眼于协同发展。马耳

他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1月至9月期间游客数同比增长9%。（来源：gozonews.com） 

100万：摩洛哥望迎来更多英国游客   

英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国之一，摩洛哥作为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十分

看重英国这一重要市场，表示希望在未来三年里，可以达到年平均接待 100万名

英国游客的水平。2013年，摩洛哥共接待了约 50万名英国游客，今年有望同比

增长 17%。（来源：travelweekly.co） 

2000万：迪拜为迎旅客需建280多个新酒店   

迪拜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顺利达成在2014年至2020年之间能

够接待2000万名游客的目标，需要在未来十年内至少建成283个新酒店。考虑到

目前有56个酒店处于在建阶段,还需要大约227个额外的酒店才能满足需求。 

（来源：tradearabia.com） 

 

 

 

 

 

 

 

 

信息邀约：为更好地服务会员，现向全体会员单位广泛诚征信息以及

对本刊物的意见和建议，请发送至 newsletter@wtc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