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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卷首语  

Flourish Together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

当前，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正常轨道，酒旅行业应如何在复工复产中“重启

振兴”、如何在“新基建”与“内循环”中抓住机遇？为致敬酒店业“抗疫”英模，助力酒旅行业复兴，为此，

AHF 携“2020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酒店星光奖颁奖典礼”与业界同仁相约于 8 月

12-14 日的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洲际酒店，以“创变未来，复兴计划”为主题，与大家一起，创变未来，点

燃行业“重启振兴”的激情，赋能“后疫时代”行业的复兴与发展。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酒店及旅游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酒旅人以专业和专注

的态度，仍旧勇毅前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谋发展成为酒旅业者的“头等大事”，“创变未来，复兴

计划”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推进，技术必将继续引领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冠疫情是酒旅业的

重大挑战，也是行业变革调整的机遇。面对“5G”商用、“新基建”、消费重塑、存量资产、疫

情防控的常态化等机遇与挑战，酒旅行业也必将做出调整应对“行业未有之变局”。

本期《亚洲酒店》杂志将继续关注行业趋势热点，如中国酒旅的思维革新与行业振兴、在

危机中不断寻求进化与升级、疫情重塑下酒店该如何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的误区与挑战及

机会、非常时期下的投资（并购）机遇、中高端品牌如何狙击下沉市场……多元化的视角

与分享，与读者共同探讨“后疫时代”酒旅行业的思维革新与行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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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王炳国 上海高申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对话嘉宾

吴伟  东呈国际集团  董事、联席总裁

杜昀  毕路德建筑顾问公司 董事、总建筑师

何雯  石基信息  市场部总经理

王颖  美利亚酒店集团  发展副总裁 - 北亚区

王炳国  
搞数字化，首先需要酒店数字化转型有哪些含义？酒

店的数字化转型包含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建造

过程中的数字化转型；第二个是酒店运营管理及物业

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有设备工作、供应商管理、备耗

件的管理等等；第三个是营销的数字化转型，偏重于

在整个营销过程中进行数字化的处理。

吴 伟
数字化对于连锁集团来说是非常迫切，也是非常需要具备的能力。数字化一个是

硬件的数字化，包括每个酒店的硬件数字化，物联网的应用、IT 技术的应用、其

他的数字化技术等。对于酒店管理公司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软件方面的应用，也

就是在总部管理系统中的运用。目前最困难的应该是管理数字化，另外最有挑战

的整个管理系统以及所有的业务流程，包括 C 端顾客、B 端顾客、供应商等，也

就是人、财、物、信息都在线，所以才能数字化。管理集团的核心能力其实是总

部能力，总部能力包括了建造、设计、开发、营销、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财

务管理、资源管理等等全部要在线化，这是一个基础。

杜  昀
从管理或者是酒店行业发展角度、建造的角度来说，

做数字化发展似乎无可厚非。酒店关注数字化，更应

该关注新的数字化交往方式给社群或者是社区所带来

的新的需求。数字化之后，实际上现在我们所画的图

都是三维图，也就是当你画一个维度的时候，另一个

维度是自动生成的。同时它可以把结构、机电等所有

的管线综合都综合在这个三维图中，变成 BIM 处理

的 BIM 图。BIM 图确实对设计和建造系统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 BIM 是在建造之前在虚拟

空间中进行了一次建造测试。

酒旅业该怎么看待数字化转型的误区、挑战和机会？

What are the misapplic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何 雯
最近几年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深度渗透，使得整个行业不管是酒

店行业还是别的零售行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在非常迅速的迭代和加速。数字化需

要两个特别重要的象限指标衡量，一个是企业运营流程的数字化，另一个是企业

营收的数字化。酒店行业在数字化营销方面已做的相当深入，疫情以来有大量新

的传播方式、新的营销平台出现，线上化营销的趋势在逐渐加剧。数字化的目的

是一个数据的原生企业，就需要企业有更好的抗风险能力、创新精神，同时有更

好的数字化服务和产品，以驱动酒旅行业的价值和收入的提升。所以对于酒旅行

业来说重点要衡量的是在营收和业务流程、决策机制、盈利模式、用户体验、数

字化产品创新方面。

王 颖 
对于数字化来说，就是把一些较为复杂连续的内容或

动作等，用计算机语言去表达出来，它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提高效率、速度，这就是比较粗浅的对于数字化

的理解。早年的数字化就是解决了酒店非常基础的工

作，也就是预订。到现在预订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很多

搜索引擎等各种技术手段，以提高我们精确的目标客

户的预订，酒店的数字化就这样慢慢演变。所以数字

化的发展在现在来说已经提高了我们在酒店整个入住

过程中的效率，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给我们打开了

更多的可能性。

Digital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1514 2020 VOL 3 NO.13    OCTOBER THROUGH DECEMBERASIA HOTEL MAGAZINE

With The 
Reshaped Consumption Habits 

In The

POST-PANDEMIC

疫情重塑消费习惯
生活方式和社交型酒店
该怎样积极应对？

How Do The 

LIFESTYLE 

And 

SOCIAL 
NETWORKING

Hotels 
Proactively Cope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1716 2020 VOL 3 NO.13    OCTOBER THROUGH DECEMBERASIA HOTEL MAGAZINE

卫士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的消费受到很大的冲击，

酒店行业首当其冲，所以酒店管理面临很大的考

验，包括酒店频效，酒店重新定位、规划和设计等，

提高频效已经成为这个行业讨论的话题。未来酒

店是规模化、工业化、智能化，包括老酒店新的

面貌化出现在未来。这次疫情的确倒逼我们酒店从设计到服务以及客人的消费

习惯都有所改变，倒逼这些企业做更好的服务，所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

吴伟
做连锁酒店的必须要考虑到运行模式以及加盟，

因为现在酒店中的生意和房价没有那么好，自然

就会从成本和商业模型上下功夫。我们在经营中

端到中高端的酒店是就从效率型出发，在产品研发上综合的不仅仅是设

计，还有运行、包括材质和供应链方面等一起整合，打造出一个更加高

效的模型，我们称为投资性价比和消费性价比的平衡，就是用更低的造

价达到更高的卖价，这是我们做产品的逻辑。酒店的未来，是在模式上

的高颜值，高性价比和高风格化，这是产品发展的方向。

孙青
酒店作为一个建筑，是长期存在的，疫情本身是

短期的，不可能一个短期的会影响长期的。社交型酒店会越来越注重空

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包括疫情带给我们对自然和环境更高的要求，我

们会在建筑整个的设计，包括布局中会创造更多的室内和户外互动的空

间，能够把社交场所与外结合。对于酒店来说，刚才提到了频效和个性化，

我们一贯认为任何一个酒店的设计，我们需要去创造体验，同时酒店又

能够很好的盈利。

郝玉鸿
新冠疫情提早暴露了酒店行业的短板和行业的缺

点以及陋习，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并让我们重新检

视到底问题在哪里。社交是我们的一种生理需求，

既然有这种需求，我们必须提供这种需求发生的

场所，而酒店就是需求发生的载体。我们既然在

疫情的影响之下，在原本这么多带病、带缺陷的酒店之下，代表着我们还有

很大的发展和改善空间，而且我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

疫情重塑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社交型酒店该怎样积极应对？

How do the lifestyle and social networking hotels proactively cope with the reshaped consumption habits in the post-pandemic?

主持嘉宾
卫士  麦咭传媒 & 魔席网  创始人、CEO

对话嘉宾
卫士  麦咭传媒 & 魔席网  创始人、CEO

郝玉鸿  上海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技术服务副总裁

孙青  AAI 国际建筑师事务所 副总建筑师、高级合伙人

吴伟  东呈国际集团 董事、联席总裁

刘政奇  罗莱夏朵 亚洲区副总代表

刘政奇
疫情以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酒店的安全，第二个是公共卫生，也是因

为疫情大家对公共卫生有更加多的要求。酒店从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

说，它是刚需，因为我们永远有出行，出行就要解决一个基本功能，也

就是要有地方住。同时酒店发展的挑战也非常大。一方面是人工成本不

断的提高，需要标准化，成本成本再成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新时代的

到来，需要各种个性化的产品以满足现代的需求，所以挑战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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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徐锦祉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北京励骏酒店 总经理

对话嘉宾

谢宇  德勤中国  旅游、酒店及休闲业务风险咨询副总监 

李建晨  河南建业新生活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欣伟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部负责人

迟育佳  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朱耿焕  希尔顿欢朋（中国） 投资发展副总裁

范萌妃  朗廷酒店集团 中国区业务拓展及业主关系高级副总裁

张略  金鹰酒店及度假村管理集团 副总经理

谢宇
精细化运营是多层次的概念，财

务可能是骨架，这个骨架撑起了

整个酒店项目，决定了体量、结

构；它的肌肉就是我们说的服务，

服务是全方面的概念，怎样从入

住前、中、后提供持续的高质量

无缝隙的服务，怎样培养我们的

服务人员；接下来血液就是资本

或者是投资，它需要到它该去的

地方，它需要流动起来。

徐锦祉
精细化首先需要什么是“精”，

什么是“细”什么是“化”，每

一个细小方面要精，在服务细节

方面要细，体现流程化，这样我

们才能定义精细化。首先是成本

细化，第二服务细化，第三资金

运用细化，第四就是我们产品细

化，这是细化体现的几个方面。

由于我们有了细化各方面的管理，

我们才有快速的反映，我们主要

的管理手段是运用了收益管理、

人员管理和现金流管理，所有这

一些都会给我们投资者带来好的

投资回报。

迟育佳
新酒店、新品牌问世，都在不断压

榨接下来的生存空间，也会给我们

运营带来更多难度。精怎么解读？

这就需要我们挑选，精致，把客源

结构，受众面不断缩小，而真正关

注到你所擅长的点；第二就是细，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都是做服务行

业的，往往这个细是体现在我们的

服务细节上，对我们服务行业如何

体现“细”，这要下功夫的；最后

就是化，是一个动词，是在不断变

化当中的词。我们要不断区分你所

擅长的客源，然后通过细致的服务，

通过细心、细小的方面，最后产生

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流程，所以这

可能是精细化运营的理解。

朱耿焕
精细化运营，一个是从消费者的

角度，另外一个是分店运营的角

度，从消费者的角度精细化运营

就要求我们从消费者的住前、住

中、住后的客户体验，包括它在

消费的挖掘，对我们整个精细化

的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二

从分店运营来讲，这对产品标准

优化包括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也提

出了很高的课题要求。

范萌妃
精细化管理，是比较大的概念，

它需要有非常好的管理体制，针

对主要核心对手有差异性的产品

定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运营

角度来讲，还是竞争力，战略性

高度看待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收

益管理的确是酒店运营当中，精

细化运营的部分，对酒店的决算

在每天运营当中产生最高的效

益，对我们酒店来讲是至关重要

的。

张略
精细化管理从投资者的角度，关

键词精细化、管理，框架在投资

者的角度。精细化无非体现在，

精细化目的是为了品牌，为了影

响力，为了在市场上走出同质化

的差异化，运营目的是为了有良

好的投资回报和利率点，同时在

我们行业上下游以及同行之间有

可扩展和延伸的空间。

李建晨
酒店能不能出小的 IP，包括杯子、

体恤，让不能来这里的人可以打

卡，可以和酒店发生一些关联，

我们更多是经营场地的概念，而

不单单里面含了客房和餐饮，所

以从资产拥有者的角度提两点，

一个是每平方米产生效益，另外

是有场景，咱们这个酒店抛开一

个空间的概念。

从投资者的角度，如何实现精细化运营？ 

How to Achieve Refinement Operation from the Investor‘s Perspective?

李欣伟
精细化是很广泛的话题，非常具

有时代感，当今尤其是酒店行业，

过时僵化的标准，可能正在禁锢

制约我们的精细化运营和个性化

发展。所以作为企业如何提升竞

争力？在眼下把你的受众，核心

市场分析以后，从而打造你的独

特卖点和 IP，才能在服务精细化、

营销推广精细化、产品精细化、

时尚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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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嘉宾

蔡  硕  奥克伍德中国 董事总经理顾问 - 拓展与技术服务

对话嘉宾

杜易修  雅诗阁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华东区区域总经理暨中国区战略投资副

总裁雅诗阁中国

刘   斌  瑰悦服务式公寓 创始人 &CEO

黄锦硕  包豪斯（中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Todd Gill  上海后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总裁

束菊萍  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斌：

疫情到来以后，续客上不来，

短租上不来，长租仍回不来，

这几个因素导致出租率下降，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投资回报

我们现在算的时候，按资产装

修和运营成本分摊的话，我们做到五年回本，已经很

难，这个要看地段、位置。投资酒店投资很大，可能

我们是投资酒店一半的成本，我们的运营成本可能是

星级酒店的六到七成。想对大家说的建议是，精耕细

作，做自己的事儿，不要受外界干扰，坚持。

杜易修：

服务式公寓对比酒店肯定更稳

定一些，因为它的长住客比例

更高一些。而国内越来越多的

富有中国家庭，已经喜欢上了

服务式公寓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对高端服务式公寓发展非常有信心。我对服务公

寓增长空间，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对我们行业非常

有信心。

Todd Gill：

我们需要支持社区的概念，包

括给我们提供长期居住的房

间，就是说给新来到这个城市

的人一个长期、稳定、安定的

居所。我们应该做一些自我反

省，当然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我们看看世界上其他国

家的地方，并没有我们这么好，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欢

聚一堂，积极进行话题讨论，我们要学会感恩，感到

幸运。

束菊萍：

公寓市场也好，服务式公寓市

场也好，酒店市场、住宿市

场也好，它的市场是不停的变

化，所以我们也在摸索或者探

索，如何配备、如何建设、如

何规划最优的，有一些是共性的东西，有一些更有针

对性。在未来过程，相信整个市场随时都会变，但是

我们充分竞争性的行业，市场敏感度一定要强，我是

觉得且行且珍惜。

蔡硕：

服务式公寓在投资方面比酒店

投资相对投资成本低，因为它

的投资成本低，将来可能在投

资回报周期上比酒店有相对

比较短的周期。运营方面也

有不同，更多注重了长住客人

需求，由于配置不同，使得运营方面通常酒店服务式

公寓，它的入住率比酒店入住率高。服务式公寓的市

场，不会差到哪里去，还会继续更好，可能未来消费

群体有变化，我们尽早迎合新的消费群体，开发消费

群体，我们会更快走出低谷。

黄锦硕：

服务式公寓现在是百花齐放，

从以前比较单一，中高端以外

国人为主，变成有中国人，有

本地，什么人都有，同时提供

了多元化的服务，这是将来的

大趋势。无论什么公寓，一定要转型，从一个大部分

外国人的市场，改到本地增长的趋势。如果要成功需

要关注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对自己产品差异化，你

跟其他产品公寓有什么不一样，才可以争取自己的客

户群。第二是做好自己的事，那是重要的。

后疫时代，公寓该走向何方？

Where is the Way to Develop the Apartment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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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可期，
行业复兴大有可为

陈 恒

作为酒店人，有三个词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价值，

我们为客户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第二个词就是

后浪的精神，希望不要浮躁，特别是年轻人和

00 后，更需要有匠人的精神。第三个词就是“第

三选择”，我们要创造第三选择，也就是选择共赢。

陈 俊

市场回暖主要靠我们对整个市场的应变能力或者

是我们一直做思考，怎么样变化，怎么样和整个

社会和新的形势做对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人都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对事情保

持好奇感，也就是新鲜感，对任何事情要有激情，

同时要用心感受这个东西。这个社会非常喜欢现

在这个社会的感觉，我们不需要在既定的条条框

框中走既定的道路，你不定坐在办公室，不一定

朝九晚五，但是一定要做你最喜欢的事情，这是

最重要的。

钱 进

作为一个饭店人，价值观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你

要做什么事情，你在做一个什么事情，这个是相

当重要的。我们不要屈服于疫情，我们要看到的

是疫情过了之后，我们怎么办。我们客人的需求

是不是在改变，我们的做法是不是一定要坚持 10

年、20 年、30 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内

循环”对国内旅游相当重要，作为酒店人，目前

国外的客人还无法进入国内，明年 6 月份前，这

个机会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有激情，如果没有这个激情

也没有兴趣，也不能成为一个事业。我们这个行

业变化太大，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浮躁，一定要静

下来，然后去思考问题。

对话嘉宾

陈 恒  亚洲酒店论坛 创始人

钱 进  希尔顿 大中华区及蒙古总裁

陈 俊  开元森泊管理公司 副总经理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Has A Brilliant 

Future

未来可期，行业复兴大有可为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Has A Brillian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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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No. 1555, Jincheng Avenue, Hi-tech District, Chengdu City
地址：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1555号
Tel 电话：+86 28 8515 1555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can our QR code and follow us on wechat
关注我们，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资讯

           

·西班牙餐厅甄选地道西班牙风味料理

·盛美利亚品牌专属盛仕红阁服务，尊享行政级别体验   

·超3500平方米独立宴会会议空间

·城央腹地稀有湖畔度假型城市酒店                   

·成都首家西班牙品牌奢华酒店

·蜀风汉韵园林式庭院设计尽显雅致意蕴               

成都盛美利亚酒店今秋启航

 Discover a New Urban Resort 

成都盛美利亚酒店坐落于成都经济引擎腹地高新区锦城湖畔，采撷一片静谧湖景、一抹蜀风汉韵、一缕西班牙奢华，

铸就一座历史文化和现代典雅默契交融的园林式城市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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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Evolving 
and 
Upgrading 
through 
Crisis

复兴计划
在危机中不断寻求
进化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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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计划在危机中不断寻求
进化和升级

复兴计划在危机中不断寻求进化和升级

Continuous Evolving and Upgrading through Crisis

主持嘉宾：

孙  武  凯悦集团 中国区副总裁 / 逸扉酒店 

           首席执行官及董事总经理

对话嘉宾：

钱   进  希尔顿 大中华区及蒙古总裁

唐   鸣  世茂集团 副总裁 /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总裁

严庆光  凯悦集团 大中华区资深副总裁 - 地产及发展

孙    健  洲际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唐鸣 : 

今年是很有挑战的，好在6月份整个市场回暖，度假

酒店的市场恢复的非常好；一些城市中以国内商务为

主的酒店，基本上恢复到去年同期的70-80%。我希

望这次疫情对酒店行业来说是一个推动力。后疫情之

后，希望看到酒店业大家共同创新、共同改变，真正

做一次自我的突破。

孙健：

从我们做的事情来说，第一就是“内循环”，国际品

牌、本土经验，把整个客源转型成本土市场甚至是当

地的市场。第二，因为我们的品牌系列有高、有中端

等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非常显著的是中端市场率先

恢复；第三个特征就是度假酒店，无论是城市周边的

度假酒店还是以海南和云南为代表的城市。我相信这

次疫情给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带来了非常多的挑战，

祝愿能够让我们回到一个最平凡的生活和生存的状

态。如果没有人的流动，这个行业就不会存在。

新时代对酒店的要求非常不同，非常注重体验式，我

们嘉佩乐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打造文化地标。酒店也许

最大的保留是做客户体验，这个是很专业的，其实其

他的部分都可以和市场共享，这也是我们未来特别是

在市中心的想法和定位。

严庆光 ：

对于凯悦来说，我们深刻的反省自己整体的导向。我

们还需要更加注重中国市场，更加注重中国人的消费

习惯，怎么样真正把中国人的心抓住，怎么样更理解

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对于行业的期望，还是应该回到

本份，关怀好客人，关怀好员工，最重要的是关怀好

业主的回报。

钱进 :

通过这次疫情，我觉得要突破，不走回头路，我们要

走自己新的方向，往前走，这是所有酒店人，不管是

国际品牌还是民族品牌，或是单体酒店，我们一定要

在这个方面下功夫，才能把我们的事业做的更好。所

有追求品牌的定位，它是按照客户群生活习惯的改变

而改变的。也取决于怎样为每一个客人提供他所需

要的东西，这点是酒店人要研究和跟踪的东西。如果

疫情成为常态，我们是不是可以简简单单的把酒店这

个服务行业做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核心的东

西保留下来，其他的应该去掉的就去掉，人的时间很

短，把事情简单化，核心理念保留下来，能够为我们

的客人提供一个简单又实惠的服务，我觉得这是很重

要的事情。

孙武 :

危机有危也有机，同时每遇到危机的时候总能激发出

一些企业的向心力，激发出一些企业的活力，推动这

个企业的进步和演化。疫情之后，各家酒店特别注重

运行效率的提升，同时对信息技术和科技的运用来说

还是有非常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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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旅的
思维革新和行业振兴

Creative Thinking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ing on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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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涛

我们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做，真正的去做，这样才有机

会把文旅这块做好。做文旅这件事绝不是单靠酒店，

也不是单靠一个乐园就可以做的，还必须要以技术来

推动。我们谈到文旅酒店、文旅地产、文旅项目的

时候，需要自己打造独有的IP并注入其中；二是文旅

酒店作为承接其中一部分住宿的功能，也有这样的义

务。

张 勇

文旅最核心的问题，首先还是规划的问题，搞清楚你

为什么做这个事。第二个问题是二次复购的问题。大

部分旅游，所谓海边的酒店或者是温泉项目，二次复

购的是比较少的，如果没有新兴的亮点和元素注入，

它本身对于一般人来说去的次数是有限的，这也是我

们和城市商务型酒店和商务型综合体不一样的地方。

蔡荣辉

文旅是重投资、重管理的业态，在后期的运营管理过

程中，如果你的IP不够有吸引力，你的管理不到位，

其实做起来很难。文旅项目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这个

文旅项目的投资回报。一般玩文旅项目的都是大的房

地产商，因为前期投资太重，回收期太长，每天的投

资回报率又比较低。

夏国跃

做文化，做IP，做有思想内涵，对人们的生活特别是

精神生活能够得到提升的项目，它不是急功近利能够

带来的。做文旅地产项目，我们的开发商或者运营商

一定要先把人找对，第二个是设置好产品进入到文旅

酒店，让这块地有内容，有持续不断的更新，因为玩

是很容易厌烦的，要让家庭和消费者重复进行消费，

每年每次度假都想到这里来，一定要对里面的玩不断

的更新，所以这个团队要有很强的创造力，甚至于是

各种新玩法的整合者，这样的文旅产品才会有新的吸

引力。

臧晓安

文旅酒店，文和旅是两个IP，旅是针对旅游者、旅游

目的地，但文化是博大精深，更是是需要情怀的，是

需要拿时间铺垫的。未来我们中国酒店业者如果不关

注文旅酒店这个IP，不关注文旅酒店这个市场，很有

可能会被市场淘汰。我们要主动拥抱文旅地产的酒店

板块，主动嫁接相关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发展。

主持人

夏国跃  宝龙酒店集团 顾问

对话嘉宾

臧晓安  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  会长

何   涛  佳兆业酒店酒店集团 总裁助理

蔡荣辉  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发展副总裁

张   勇  凤悦酒店及度假村 副总裁

中国文旅的思维革新和行业振兴

Creative Thinking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ing on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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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时期
对酒店投资
有何
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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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王丽华  中伦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对话嘉宾 

蔡荣辉  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发展副总裁

叶泰山  雷迪森旅业集团 总裁

朱炜坚  丽芮酒店（中国） 总经理

王    芳  浙江郡安里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

王    颖  美利亚酒店集团 发展副总裁 - 北亚区

魏雪松  瀚雅设计 董事长 / 設計總監

王芳

从市场端反映来看，度假型的

业 态 在 未 来 是 比 较 新 兴 的 业

态。前面两到三年，商务酒店

领域发展非常迅猛，但商务酒

店代表的是快捷、舒适、便捷，我们在城市度假也好，

或者是我们商旅也好，它的度假体验单一且是不够的。

拿项目主要是看政治空间有多少，政治空间核心相关

两个因素，一个是政策因素，第二是团队运营能力，

是不是能够让项目整体升值，这是投资的核心关键。

其实这次疫情是非常好的，对项目自身的业态盈利能

力的考验，也是对项目运营管理团队的考验

朱炜坚

过去三十年从奢华到经济型酒

店，再到前十年中档酒店的发

展，其实高档酒店的空间，市

场卖价上还是有的。第二设计

上过往很多都是商务型的设

计，这几年开始兴起了生活方式型。一个酒店的投资

不管你是做多大的酒店，其实都是一个投资行为，投

资行为总是要有前期投入，你的变现。当然前期越轻

越好，对投资人的支持，最大的力度就是我们在签约

以后，我们在它的筹建期间，能够给他多大融资的便

利性。

魏雪松

今年疫情对设计这块儿还是有

一定影响的，主要是上半年时

间拖长了，项目滞后了。但下

半年反过来大量项目的快速起

步，反而时间压力比较大，这

对我们设计来说反而是沉淀，对如何更好的打造酒店

平台，做好设计，反而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现在我觉

得我们整个业务，包括设计都是恢复正常了。们室内

酒店设计这块儿，作为酒店投资和建设重要环节，必

须是以服务为核心的目标，以人为本，打造有温情的

酒店，能赚钱的酒店，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叶泰山

酒店行业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

变化，因为受疫情影响，整体

感觉今年开发力度下降，但是

事实上今年签项目的速度比过

去都要快，虽然签订项目数量

没有减少，但是开发商主体发生了变化。疫情没有改

变发展的轨迹，但是加快了轨迹，现在投资者对投资

更谨慎，希望酒店本身可以盈利，过往不是这样的。

蔡荣辉

其实今年疫情对酒店行业来说

是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城

市中心商务型酒店、高端酒店

的影响还是比较大，但是一些

度假酒店的表现不错。通过目

前情况来看，疫情并没有影响到我们酒店投资项目的

进展。酒店投资是重投资，如果业主和实力现金流不

够，对后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太占资金了。

王丽华

疫情时期，整个酒店行业、文

旅行业首当其冲影响巨大。特

别是对酒店行业是非常巨大的

冲击，直接损失、间接影响都

是深远的，这样大背景下，这

样的大环境下，巨大挑战下，怎么看待酒店投资面临

的问题，有何值得探讨？

王颖

酒店开发这个环节没有受到疫

情很大影响。酒店落地一个项

目，前期也要花将近一年左右

时间市场调研工作，在投资方

和管理公司之间还有比较长的管理合同的谈判，所以

整个周期来讲，跟疫情突发性时间段比，不会受到疫

情很大的影响。今年疫情在与业主对话过程中，可以

明显感觉到业主对自己投资回报，期待比以往更高，

这个其实是非常契合管理公司的出发点。疫情某种层

次也推动了全球化的投资并购的过程。

战“疫”时期，对酒店投资有何新启示？

What are the enlightenments of hotel investment during the Con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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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Mid-scale Hotel 
Tackle the Sinking 
Market？
中高端酒店品牌如何加速狙击
下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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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李晨炜  中国旅游集团酒店控股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中心总经理

对话嘉宾 

沈   峰  隐贤（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陈   勇  锦江酒店（中国区） 深圳总部副总裁兼维也纳多品牌总裁

曹   铸  丽呈酒店集团 副总裁

陈宝柱  希尔顿 大中华区及蒙古精选服务型酒店业务发展副总裁

张梓暄  HVS 深圳办事处总负责人 / 大中华区市场及战略发展高级总监

陈 勇

疫情恢复以后，一个是品牌的力量，一个是结合刚

才大家所说的下沉市场，这次疫情对三到五线城市

影响，就不如对一线城市影响大，这是我们的真实感

受。只要产品做到位了，让消费者能够喜好，这个时

代什么最火？抖音最火，任何时代都有机会的，就是

看你如何抓住机会，创造价值。

陈宝柱
下沉市场是机会，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下沉市场，

产品首先定位第一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但三线

城市和四线城市需要三个核心一个实力，核心的城

市、核心的经济商圈、核心的地段、加一个有实力

的投资人。

曹铸 
业主的核心话题肯定是收益，同时我们跟投资人和业主谈，

核心话题也会谈收益，作为一个酒店管理公司，不能够给

消费者赋能，不能够给投资人赋能，在收益上没有提升，

那这个酒店管理公司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三四线以下城

市，我们认为是广阔市场，大有可为。

张梓暄
市场定位非常重要，小镇项目、旅游项目，怎样帮助客户，

是不是只有一种群体还是多个群体？如果用一家酒店做这

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打包十几家酒店，从不同档

次经济型到中高端，一起联合进入市场，稳定性会更高一

些的。

李晨炜

下沉市场其实这要涉及到很典型的词语就是三四线、

四五线城市的业主，因为业主代表下沉市场。疫情就

是一面照妖镜，对任何管理公司而言，你的流程、规

范都放在一边，其实活下去最重要。其实整个疫情对

整个中国酒店业，无论国内品牌还是国际品牌，不宜

妄自菲薄，现在买单的人是90后和00后，其实不是

我们。

沈 峰
酒店都进去真的是要赚钱的，一个企业存在的理由就是能

赚钱，不能赚钱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无论选择品牌还是

选择高管还是选择什么，首先你能不能给我创造利润。关

键在于你的产品是针对哪个消费群，因为在疫情期间或者

下沉市场里面，如果是针对某一部分，他可能就不大容易

受这个影响。

中高端酒店品牌如何加速狙击下沉市场？

How does the Mid-scale Hotel Tackle the Sinking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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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Hoteliers Seize the Investment(M&A) 

Opportunity in the Special Period

张滇

酒店作为资产类别投资，它的属性和其他房地产有不同，很多其他房地产，比如

商业零售的、物流地产、住宅地产，相对这些我们叫固定收益，大部分收益是比

较固定的，而酒店房地产它的价值体现是价值营运，酒店的现金流体现酒店价值

是有多少，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酒店行业真正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完全来自于

差异化，尽管每个人都说差异化，但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是你如何能够把行业经验

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最终服务好客人，这是一个根本。

王英

疫情对酒店行业打击非常大，很多酒店管理公司，对委托管理他们直接看到了危

机，没有看到机会。当然通过疫情我们并不只是看到一些困难，我们是困难当中

看到了新机遇，更好的利用这个市场，重新做了转变，让酒店收益更大化。

臧晓安

疫情危机下有危就有机，如果我们聚焦到文旅产业或者酒店生态，应该有不少

的投资机会。疫情危机以后，我们判断趋势是国内高净值客群都会把旅游的消

费全部压在国内，因为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形势的影响，国内高净值客群，

不会境外消费，改变了旅游习惯。

曹俊

疫情最大影响是酒店的现金流，这和并购是完全有关联的。酒店行业的现金流

资金链的循环，就是转一圈不是增量，而是减量，未来会有一个缺口出来，现

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有增量的资金，填补酒店运营的生态链上的资金缺口，

这个来源有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

陈振国

酒店收购，很多业主觉得现在不是太适合卖，除非他真的不行了，现金流断了

就卖了。从市场上来说，确实这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存在感。如果买资产，酒店

一般是买股权，所以哪怕不良资产，也要做一些法律或者财务的净值调查，税务，

这是一般我们的建议。

杨瑞锟

酒店行业被冲击的比例非常高，但中国市场在第二个季度的表现，其实是开始复

苏的。而美国不良资产就是在第二季度飙升了，其中超过90%是酒店和零售。在

中国很多业主他们的持有力是比较强，所以不良资产会比较少，而国外目前一旦

发生了疫情，都是有很多不良资产。

主持嘉宾 

杨瑞锟  孖士打律师行（上海）办事处 合伙人 / 律师

对话嘉宾

张    滇  德尔集团 董事总经理

王    英  深圳大中华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裁

臧晓安  希尔顿酒店集团 中国区酒店业主协会创始人兼会长

曹    俊  上海新联谊大厦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陈振国  德勤中国 税务及商务咨询国际税收服务合伙人

非常时期下，酒旅人怎样抓住投资（并购）机遇？

How Do Hoteliers Seize the Investment(M&A) Opportunity in the Special Period

非常时期下，酒旅人怎样抓住投资（并购）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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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端酒店市场发展报告

（2019—2020）
Report 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middle and high end hotels （2019-2020）

PRESENTED BY 迈点研究院

Macro market environment01

中高端酒店市场发展报告（2019—2020）

Report 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middle and high end hotels (2019-2020)

经济环境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服务消费发展势头强劲，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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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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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4-2019年居民消费水平变动趋势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元)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

➢ 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国民经济整体仍稳中有进, 2019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90865

亿元，同比上升6.1%。

➢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 头部经济聚焦在四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城市群。

➢ 消费市场总量稳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 乡村市场增长快于城镇市场，农村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蔺涛表示，服务消费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消费领域

重要增长点。

社会环境

2019年国内旅游人次创新高，旅游业市场发展稳定；2020疫情影响，旅游市场遭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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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9年国内旅游总收入及增长

国内旅游总收入 同比增长率

2019年：国内旅游收入、旅游人次再创新高，旅游业对GDP贡献增长率超过10%。旅游收入以及接待量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旅游市场正在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转

变。旅游消费向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转变。

2020年：疫情使旅游市场遭受重创，国内旅游收入骤减，清明、五一旅游接待量分别下滑61.4%和41.3%，2020上半年餐饮与住宿业增加值下滑24.6%，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算，预计2020年全年同比减少9.3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全年减收1.1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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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环境

2019年政策利好，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强化住宿标准引导规范；2020年频发行业扶持政策，助
力市场振兴和疫后复苏

➢ 2019年1月：文旅部发布《关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

➢ 2019年3月：发改委印发《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

➢ 2019年4月：文旅部印发《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导意见》

➢ 2019年7月：文旅部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

➢ 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 201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 2019年10月：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国家层面：
先后出台50余条相关政策，包括减免税负、政策资金兑现、提升融资力度、降低运营成本等各项扶助补贴政策。

地方政府：
发布各类文旅产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暂退保证金、金融税收帮扶政策、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开启市场振兴等。

文旅部发布《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工业和信息部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七大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等

江苏：调剂安排1亿元纾困资金、提前下达2020年旅行社企业奖补资金等，助力文旅复苏；湖南：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亿元，帮助文
化和旅游业渡难关；吉林：重点扶持冰雪旅游企业，综合政策助力文旅企业渡难关；

2019年

2020年

General market developmen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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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体量方面：

全国共有约34万家酒店，约有1762万间客房，从客房体量来看，经济型酒店、中档酒店、

高档酒店占比分别为65%、16%、19%；目前我国住宿市场仍以经济型酒店为主，市场结

构仍呈现“哑铃状”结构。但中高档酒店占比上升，同比酒店客房体量增长1.22%，形成

酒店市场中间力量。

在住宿企业发展规模方面：

综合2013-2018年限额以上住宿投资企业发展数量数据，住宿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截止2018年底，我国限额以上住宿企业有20614家，178万从业者。最近几年，基于

经济增速放缓、地产格局变化等，酒店企业规模在不同增长速率下整体增速放缓。

市场发展规模

全国约有2万家住宿企业，34万家酒店，经济型酒店仍是市场主力军，中档酒店形成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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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19年全国旅游住宿业各类型品牌数量对比

2004年 2019年

➢ 2015年至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中档及以上品牌酒店的签约数量保持逐年递增的

趋势。2019年全年的酒店签约数量为725家，达到近五年来历史最高点。

➢ 从增长率看，自2016年起，酒店签约量的年增速持续保持超过25%的增长，这主

要得益于中档酒店市场的高速发展。

➢ 2019年高端酒店、中档酒店、经济连锁酒店、非标住宿品牌分别为197个、241

个、162个和119个。伴随消费水平升级，人们对于品牌的认知意识加强，中档酒

店品牌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2000年 2006年 2015年 至今

高端酒店下沉、经济连锁酒店升级，中高端酒店超25%增速增长，趋向品牌连锁运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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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特征

中高端品牌化进程加快，产品定位更加细化，产品服务趋向多元化、多业态

本土酒店集团品牌化加快。绿地、融创、保利等地产系酒店集

团纷纷发力自营品牌、输出管理，国内大型经济连锁酒店集团

以及国际酒店集团纷纷抢滩中高端市场占有率。

产品服务向多元化、多业态转变。酒店提供服务从原来传统

单一以客房租赁、餐饮服务为主的商业模式向多元化、多业

态发展的商业模式转变，全力打造更多以内容型为导向的产

品及互动场景。

客群定位细化，产品更加主题化。更多的关注25-45岁之间

的商旅人群，以及“千禧一代”，特殊群体等。定位形成品

牌差异化竞争，凸显品牌特色，形成自有的特定粘性客群。

市场发展格局

地理分布：呈现分布不均衡、明显集中特征，华东华南占据市场五成

◆ 整体地理分布来看，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分别占比36.26%、17.85%、6.63%、9.58%、15.04%、4.55%、10.09%。区域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集中在华东华南，

两地占据市场份额超五成，经济和旅游资源的聚焦共同决定了两地的酒店长期投资价值。

◆ 中高端酒店仍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直辖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其次是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 以及具有强烈的吸纳外来人员的能力并以旅游、政治、金融、经济为动力的城市。

◆ 品牌化程度前三地区分别为华东、华中、华南，三大地区的品牌化程度分别为40.11%、39.23%、34.69%。西南地区近几年虽然不断有中高端品牌酒店入驻，但基于当地大量的单体酒店资源，

使其品牌化水平相对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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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高端酒店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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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格局

集团分布：头部集团引领助力市场，锦江、华住、首旅如家三足鼎立，其他集团角逐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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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集团引领市场发展，占比约五成，锦江国际集团、华住酒店集团以及首旅

如家酒店集团市场份额位列前三，分别为19.50%、11.99%、9.27%，合计占

比超四成。

◆三大集团持续发力中高端市场，中高端市场份额占比增加。截至2019年底，锦

江中高端客房数量占比已超过五成，高达50.18%；首旅如家的中高端酒店客房

数量占比也上升至26.10%；华住中高端市场发力最为迅猛，中高端酒店客房体

量占比提升13.87%，达到4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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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内高端酒店品牌市场品牌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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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高端酒店品牌市场品牌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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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档酒店品牌市场品牌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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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品牌酒店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陕西、四川为局部高地；中部和西南为发展盆地 ；

◆ 本土品牌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充分布局，环渤海除北京以外，

沿海地区优势有待开发，中部得到初步发展。

◆ 国际品牌拓展市场广泛，国内高端酒店品牌区域布局上宽度较小，如金陵连锁主要集中

于江苏、华天集中于湖南、白天鹅集中于广东等。国内高端酒店主要以自有资源优势基

础，基于现有区域进行外部规模扩张、向周边延伸以及重点城市布局。

市场发展格局

品牌分布：国际品牌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本土品牌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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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key areas03
华东地区

中高端酒店高度聚集，品牌酒店不断落地开花，行业发展愈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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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东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以江浙沪为代表的华东地区，经济活力和消费水平皆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以及旅游消费升级，区域发展趋向协调，为该地区的酒店住宿行业带来了
大量需求，中高端酒店高度聚集，品牌酒店不断落地开花，行业发展愈趋成熟。

单体酒店

58.26%

国际高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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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端酒店

7.68%

全服务中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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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连锁酒店

41.74%

2019年华东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 整体来看，华东地区分布1413家中高端酒店，涉及高端品牌125个、中档品牌120个，品
牌酒店聚集分布，连锁化水平高，市场发展最为成熟。

◆ 城市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无锡六大都市圈，头部城市
规模效应明显。

◆ 新开业酒店规模来看，上海新增酒店最多，源于上海市场需求规模庞大，对新增供给的消
化吸收能力强。另外，湖州高铁建设不断完善，地理位置便利，在沪杭宁一小时圈内，加
之自然资源丰富以及已拥有全国具有知名度项目，客源基础较为夯实，其成为华东地区一
个热门投资地区。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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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大湾区规划，政策利好，商旅群体激增，高端酒店市场商务会议客源升幅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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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南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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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南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在国家扶持及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带动区域向国际化建设步伐，以广东为代表的华南地区，商旅群体激增，高端酒店市场商务会议客源
升幅潜力大；另外，城市基建与交通圈的建成，则让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流在节假日更容易分流到非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酒店需求量将会增大，周边城市发展潜力大。

◆城市分布来看，华南地区中、高端酒店规模发展旗鼓相当，聚焦分布在广州、深圳、三亚三市。广州涉及39个高端酒店品牌、32个中档品牌，白天鹅、维也纳、柏高等
区域性品牌占据主要市场。

◆投资来看，深圳作为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依靠其内地入港的门户城市优势、繁荣的商务活动以及文创旅游的迅速发展，成为中高端酒店活跃投资高地，尤其是万
豪、洲际、凯悦等国际高端酒店品牌纷纷持续加码布局。

◆连锁化水平来看，整体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为35.47%，有限服务中档和国际高端酒店占比较高。三亚高端品牌酒店密集分布。

西南地区

旅游热度表现强劲，丰富的历史资源禀赋等持续拉动地区酒店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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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南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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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南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西南地区旅游市场表现强劲，拉动中高端酒店市场发展，成为招商引资热门区域。（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旅游总收入都进入全国前十，三省旅游总收入高达

34951.3亿元；游客接待量也位列全国前列，其中贵州省突破10亿人次接待量，位居全国第一）

◆城市分布来看，贵阳和昆明的中高端酒店供给量远不及成都和重庆，成都和重庆就占据市场约八成，贵阳和昆明分别仅占9.73%、9.17%。贵阳尚没有引领性的酒店产品，与
昆明、重庆、成都相比，在高端酒店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酒店供给难以匹配旅游消费快速上升需求，市场开发最具潜力。

◆高端酒店市场品牌渗透率来看，昆明高端市场主要由本土品牌占领，而贵阳高端市场中国际品牌渗透率占比七成以上，昆明高端品牌集聚超于贵阳市场。贵阳中档品牌分布较
多，高于昆明市场。

◆连锁化水平来看，受限于经济发展，西南地区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较低，仅为27.77%，与50个城市中高端酒店品牌平均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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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

水陆交通枢纽极具优势，高端品牌市场下沉投资热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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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中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单体酒店

59.74%

国际高端酒店

6.37%

国内高端酒店

11.24%

全服务中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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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中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华中地区位于我国分区中心位置，水陆交通枢纽极具优势，区域内城市群的可达性显著，商贸枢纽作用凸显，同时区域内旅游资源点的旅游吸引力范围增
强；华中城市群则依靠产业向内迁移以及高铁的重要交通核心地位继续保持其高流量的酒店业绩，成为国际高端品牌市场下沉投资热门区域，目前拥有63个高端品牌、
56个中档品牌。

◆城市分布来看，长沙、武汉中高端市场品牌酒店体量较高，郑州与前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左右，品牌水平程度提升仍有较大空间。

◆高端酒店渗透率来看，本土品牌区域深耕，武汉、长沙、郑州市场主要由本土品牌占领，但郑州市场中国际品牌数量更多。

◆连锁化水平来看，华中地区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较高，达到40.26%，仅次于华东地区，一方面来源于三大城市本土品牌华天、中州国际、通程深耕发展相关；另一
方面，华中地区先天的地理优势也不断促使国内外品牌投资该区域，从而促使其整体连锁水平较高。

华北地区

区域内部结构极其不均衡，酒店集中分布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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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北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单体酒店

67.62%

国际高端酒店

9.00%

国内高端酒店

7.57%

全服务中档酒店

5.71%

有限服务中档酒店

10.10%

连锁酒店

32.38%

2019年华北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华北地区中高端酒店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天津，其他区域城市中高端酒
店市场尚处于开发阶段，环渤海经济圈辐射效果不明显，区域内部结构及其不均
衡。

酒店品牌化程度来看，华北地区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为32.38%，北京品牌分
布最为密集，涉及63个品牌，除北京外，其他城市高端品牌渗透率较低。高端品
牌以国际品牌为主，中档品牌以国内品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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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政策利好，城市发展潜力大，国际品牌酒店竞相入驻，本土品牌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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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北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单体酒店

72.10%

国际高端酒店

3.76%

国内高端酒店

3.76%

全服务中档酒店

5.13%

有限服务中档酒店

15.26%
连锁酒店

27.90%

2019年西北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西北政策利好促进酒店集团在西北地区投资，中高端酒店聚焦分布西安，
同华北地区相似，区域内部结构极其不平衡。

新开业酒店规模来看，西安旅游业、会展业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排名靠前的热门旅
游目的地城市，中高端酒店需求也在增长，西安仍是西北地区最热门投资地。

酒店品牌化程度来看，西北地区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为27.90%，西北地区拥有
44个高端品牌、44个中档品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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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西北地区新开业高端酒店城市分布情况

东北地区

中高端酒店市场持续扩张，以国际高端品牌为主，本土品牌涉足甚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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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东北地区重点城市中高端酒店分布

酒店总量 品牌酒店数量

单体酒店

67.62%

国际高端酒店

9.29%

国内高端酒店

6.67%

全服务中档酒店

3.33%

有限服务中档酒店

13.10%

连锁酒店

32.38%

2019年东北地区中高端酒店连锁化水平

整体来看，东北中高端酒店分布集中，集中在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省会城市，中档和高端酒店占比平齐，不符合大众消费结构，中档酒店远不足撑起现有
市场需求。

酒店品牌化程度来看，东北地区中高端酒店品牌化程度为32.85%，拥有40个高端品牌、26个中档品牌。其中大连中高端酒店体量最多，沈阳中高端品牌酒店在五大城市之
最。对比高端酒店市场品牌渗透率占比，沈阳、大连两城市国际高端酒店都远超本土品牌，本土品牌涉足甚浅。

投资机遇来看，东北开始加快经济的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的步伐，其拥有着别具一格的冰雪旅游资源，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的游客前往，特别是年轻客群，东北酒店行业也因
此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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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and development trend04
消费市场

2018-2020年清明节旅游市场情况

接待游客总数（亿人次） 同比增长率 旅游总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2018年 1.01 8.30% 421.00 8.00%

2019年 1.12 10.90% 478.90 13.70%

2020年 0.43 -61.40% 82.60 -80.70%

2018-2020年五一旅游市场情况

接待游客总数（亿人次） 同比增长率 旅游总收入（亿元） 同比增长率

2018年 1.47 9.30% 871.60 10.20%

2019年 1.95 13.70% 1176.70 16.10%

2020年 1.15 -41.03% 475.60 -59.58%

二、疫后客源结构发生变化，青年成为消费新主力一、市场复苏加快，长期客群消费趋向稳定向上

➢ 青年渐成消费新主力。上半年，文旅消费群体结构调整特征突出，其中“90

后”“00后”作为疫后消费先锋的角色尤为鲜明。OTA数据分析显示，以今年

“五一”假期为例，“90后”“00后”成为主力出游人群，占比超过50%。

➢ 家庭、学生群体成为避暑旅游的消费主力，据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机

票预订中，30岁以下占比近五成，成为占比最高的年龄群体。

中高端酒店市场发展报告（2019—2020）

Report o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middle and high end hotels (2019-2020)

一、华东华南仍是热门投资地区，中西部地区投资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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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三线城市消费能力释放，迎来酒店投资热潮

投资方向

◆ 一线城市仍是酒店集团拓展版图必争之地，北上广深新开业酒店数量较多。

◆ 西安、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高端酒店市场也竞争激烈，高端酒店纷纷布局，

其次是郑州、无锡、苏州、三亚等城市受到投资人重点关注。

◆ 华东地区市场逐渐成熟，市场较为饱和，新开业中高端酒店增幅下滑；华南地区伴随粤港澳大

湾区规划，2020年深入推进落地，华南地区酒店市场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 大力支持加快形成西部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政策持续利好；同时相对现有

庞大的需求市场，中高端供给明显不足，区域酒店投资发展空间巨大。

三、酒店投资将更加以坪效为驱动，“小而精”中档酒店将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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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方向

一方面，90后、00后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军，更多的消费者在追

求服务品质化。

居民生活水平上升，中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90后、00后年轻一代逐渐成为消费的主力
军，更多的消费者在追求品质的同时，对酒店的品味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对于酒店而言，
卫生系统与管理系统比较完善的中档酒店，是商旅人士和年轻客群的首选，更适合在疫后
恢复期中快速爬坡。

另一方面，由于中档酒店市场的蓬勃发展，其产品通常客房体量较小；同

时随着整体市场投资的趋于理性，投资者更加关注规模体量与市场需求之

间的平衡以谋求经营收益的最大化。

中国酒店中档市场占比仍不足10%，与美国的50%相差过甚。在疫情重创

收入的倒逼下，未来的酒店投资和资产更新将更加以坪效为驱动，力求实

现物业价值与经营价值的最大化，中小规模也将更加受到投资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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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推动酒店数字化转型，智慧服务将成主流方向 二、酒店营销多元化，“酒店+社区”或成未来趋势

三、疫情助推酒店品牌化进程提速，连锁品牌化是发展方向

品牌连锁酒店 单体酒店

品牌效应
规模带来平台性品牌效应，实施统一营
销，边际成本递减

受到所在区域和规模的限制，营销成本高，
难以形成影响广泛的品牌效应

用户来源
通常会建立自由销售渠道，拥有完善的
会员体系，OTA流量占比相对较低

缺少独立的自由销售渠道，依赖于OTA平
台线上导流

管理效率 集团统一配备线上管理系统，效率较高 自行管理，信息化程度弱，效率较低

耗材成本 耗材由集团统一提供，成本低 耗材订单规模小，成本高

运营管理

短期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酒店与周边社区之间相对封闭的格局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周边社
区居民成为酒店的消费者。面对疫后旅游市场“商务旅行——近程观光和周末休闲——远程观光”的恢
复顺序更有竞争力。

长期发展来看，社区型酒店能够将有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兴趣爱好的旅客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
的消费群体；同时，帮助酒店能提供最为深度的目的地体验，与其他酒店形成更为明显的差异化，从而
增强酒店竞争力。

产业链布局来看，上游酒店房源布局，中台管控，末端分销平台

酒店管理服务来看，动态定价、精准营销、智能客房、智能前台、机器人送物、AI自动接电话

B端 C端数据打通

运营

增强体验

提升服务、重构产品

2020新推品牌：voco、逸衡、希尔顿惠庭、R品牌、Janu、东方新丽、白天鹅采奕

About us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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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城市
Monitored Cities

目前，迈点研究院已推出北京、深

圳、广州、上海、三亚、杭州、成

都、苏州、海口、东莞、天津、南

京、重庆、青岛、武汉、厦门、大

连、沈阳、长沙、济南、哈尔滨、

郑州、昆明等50个旅游城市的

10000家中高端酒店舆情指数监测

信息。

维度说明
Dimentions

点评指数：一段时期内，用户对于

酒店的点评累计情况。

运营指数：一段时期内，用户在酒

店微博微信中的活跃情况。

媒体指数：一段时期内，酒店在大

众媒体、行业媒体和区域媒体报道

中与品牌关键词相关的正面新闻数

量累计情况。

算法说明
Algorithm

MCI，指某酒店的迈点区域酒店舆

情指数数据;a、b、c指系统中的加

权系数; OI（Operation Index），

指运营指数;PI（Public Sentiment 

Index），指点评指数。MI

（Meadia Index）,指媒体指数。

计算公式:MCI=a*OI+b*PI+c*MI

应用方式
Application

通过监测某一特定地区在一定时间

段中用户对该区域入住酒店的舆情

情况，得出某区域最受用户喜爱的

酒店榜单。

MCI指数

MC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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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富力万丽酒店MCI指数走势

突出案例—北京富力万丽酒店

2019年，北京富力万丽酒店舆情指数走势稳定，全年位居北京中高端酒店舆情指数首位，凭借其舆情指数和运营指数表现优异，年度舆情指数位列全
国榜首。酒店开业于2008年，拥有522间客房，位于朝阳区东三环双井桥附近，周边高档商厦林立，毗邻国贸商圈、新中央电视台，交通十分便利。

在酒店忠实客群传播上，即在线口碑方面，2019年北京富力万丽酒店新增

OTA点评7060条，累计25123条， 酒店地理位置最受客群好评。2019年

舆情指数走势稳定，全年位居北京中高端酒店市场首位。

2019年，其所属品牌万丽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全新的“Discover This Way”

（就这样，去发现）创意营销活动，“地球一小时”熄灯环保活动，品牌

联合推出“豪游京城”打卡活动等，通过一些列活动，增强酒店潜在客群

吸引力以及酒店市场认知度。据迈点研究院统计，2019年度北京富力万丽

酒店微博发布量累计5064条，累计粉丝34687个。

运营指数

点评指数

MCI指数

运营指数

点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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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开业

亚丁日松贡布皇冠假日酒店
9 月 16 日，亚丁日松贡布皇冠假日酒店揭幕。酒店由

稻城县亚丁日松贡布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由

全球领先的酒店管理公司——洲际酒店集团以皇冠假

日及度假村的品牌进行管理，是该品牌酒店的代表性

酒店之一。酒店位享有“人间净土”美誉的稻城亚丁，

坐拥稻城亚丁旅游集散中心——香格里拉小镇核心黄

金枢纽，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脱胎于甘孜藏族

传统文化，呈现了新中式与藏文化的精髓。神山文化

主题设计风格与时尚完善的服务设施同样出彩。

亚丁日松贡布皇冠假日酒店拥有 213 间特色客房，共

六种不同风格的房型，温馨静谧，摩登雅致。客房布

局错落有致，空间充满自然流动的韵律。客房特设的“金

朴达”小管家系统可为宾客贴心提供酒店周边、景区

及当地特色文化信息。

兰州凯悦酒店
作为进驻中国西部甘肃省的首家凯悦品牌酒店——兰州凯悦酒店座落于兰州市的市中心，位于城中的政治及商务

中心区域。其所在的楼体建筑高达 217 米，面朝奔流黄河，背依繁华街衢。

兰州凯悦酒店总经理廖琨伟先生表示：“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很荣幸于兰州为宾客呈献凯悦品牌及其流畅

自然的入住体验。兰州凯悦酒店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带，毗邻奔腾不息的黄河，为宾客提供地道的清真美食与凝

聚人心的灵动空间，并设有双楼层健身康体设施，确保宾客于此享受一段充满活力、轻松舒适的美好旅行。”

兰州被誉为“水车之都”，自古亦享有“丝路山水名城，西部黄河之都”的美名。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 黄河，

穿城而过，谱写出兰州绚烂的历史。兰州凯悦酒店毗邻展现有古老灌溉装置的兰州水车博览园和被誉为“黄河第

一桥”的中山桥等著名旅游景点，宾客于酒店可以俯瞰黄河奔腾、两岸杨柳飘拂的胜景，还能欣赏到壮美的城市

天际线与层峦叠嶂的远山疏影。

兰州凯悦酒店设计优雅舒适，大部分客房均面朝黄河，入住期间，宾客可于宽大落地窗前欣赏到蜿蜒的黄河之水

从脚下流过，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兰州美景。酒店拥有 300 间宽敞舒适的现代客房，其中包含有 15 间套房。客房

装饰风格现代简约，搭配以悦目的蓝色和淡雅的灰色。

上海中优城市万豪酒店
上海中优城市万豪酒店盛大开业，这也标志着万豪国

际在活力之都上海迎来第 7 家万豪品牌酒店。秉承万

豪酒店品牌标志性的创意空间、悉心周到的服务、活

力地道的美食体验及灵活的会议设施，上海中优城市

万豪酒店势将成为惜时如金的商务及休闲旅客在上海

东南区域的理想下榻之选。

万 豪 国 际 集 团 大 中 华 区 总 裁 李 雨 生 先 生（Henry 

Lee）表示：“我们非常高兴上海中优城市万豪酒店的

全新启幕，这也标志着万豪国际集团在这座活力之都

迎来第 7 家万豪品牌酒店。上海地区保持的强劲拓展

步伐，印证了万豪国际集团深根中国的承诺，这令我

们倍感自豪。上海中优城市万豪酒店充分契合万豪酒

店品牌理念，将以时尚现代的空间、匠心独运的餐饮

美食以及定制化服务为宾客带来更多启发灵感的居停

体验。”

从浦东新区充满活力的绿色自然景观中汲取灵感，酒

店旨在打造一个现代城市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将宾

客与自然紧密相连。采用原木、大理石、织物、皮革

以及当地生产的麻绳等天然物料搭配定制家具和几何

造型灯饰，上海中优城市万豪酒店营造出一方悠闲惬

意且趣意盎然并存的美学空间。

杭州明豪 voco 酒店
洲际酒店集团（IHG）旗下高端酒店品牌 voco 大中华

区首家酒店 - 杭州明豪 voco 酒店于 9 月 17 日揭幕。

IHG 同时宣布将在美国市场正式推出 voco，标志着旗

下这一高端品牌成功扩展至 IHG 全球两个最大的市场，

成为品牌增长重要里程碑。IHG 在两年前推出了 voco

品牌并在欧洲，中东，澳洲和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

目前全球已经拥有12 家开业酒店，28 家酒店在建酒店，

并有望在未来 10 年内在全球知名城市和休闲旅游目的

地开设超过 200 家酒店。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王蔺表示：“voco

是洲际酒店集团引入大中华区的第 11 个品牌，我们非

常期待与浙江明豪控股集团一起合作，将这个贴心可

靠又妙趣横生的高端酒店品牌带来杭州，打造出一家

标志性的 voco 酒店，为宾客提供独特的高端体验。

2020 年上半年，存量转换项目占到 IHG 总体签约数

量的四分之一。在当前环境下，我们认为现在是引进

voco 品牌的合适时机，令洲际酒店集团的优质客源，

卓越的品牌管理和宾客体验与本地出色的独立品牌酒

店产品及丰富的本地市场认知做完美的嫁接。同时助

力 voco 在大中华区的迅速发展和合作伙伴酒店业绩和

美誉双提升。”

厦门安达仕酒店
凯悦酒店集团安达仕品牌位于亚洲地区的第六家酒

店——厦门安达仕酒店正式启幕。位于厦门城区核心

区域 -- “湖滨南”商务区，厦门安达仕酒店紧邻城

中潮流生活方式新地标 -- 华润万象城，采用现代手

法演绎承载着当地华侨文化的南洋风格建筑，将世界

文化遗产鼓浪屿上的别墅风貌精髓终呈现于厦门中心

城区，多维度解构厦门，为宾客带来启发灵感的独特

本地体验。

厦门安达仕酒店拥有 304 间客房，面积从 50 平方米

至 210 平方米不等，每一间客房都将南洋风格与现代

奢华舒适结合得淋漓尽致。挑高约 3.2 米的客房内，

从藤编椅靠到编织墙面和木质百叶，极具特色的复古

梳妆台，到南洋风格的天然纹路和物件，在时髦轻松

的基调上均还原了华侨旅居南洋时的生活场景。宽敞

的洗浴间配备智能马桶，专属沐浴套装由屡获殊荣的

私人定制调香师 Azzi Glasser 为厦门安达仕酒店量身

制作，打造水疗般的沐浴体验。每位入住宾客均可享

受免费迷你吧，包括无酒精饮品及本地特色零食。

三亚海棠湾开维费尔蒙酒店
三亚海棠湾开维费尔蒙酒店坐落于海棠湾迷人的金色

海岸线，面朝“潜水天堂”蜈支洲岛，背靠大岭山脉，

风水理念贯穿其中，巧妙呈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

酒店拥有大师级设计师与建筑师团队，室内设计由

LEO 设计公司知名设计师 Winai Suansalee（Nick）

主持，景观设计则由贝尔高林（Belt Collins）前设计

总监梁耀贵先生主理。皇家宫殿中常见的对称布局，

匠心融入诸多精巧建筑元素，成就一道道亮眼的风景

线。秉承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酒店门前屹立着一对

阙楼。连通酒店大堂的九拱廊桥可遮阳避雨，供人歇憩，

精致的檐口在周边绿色植物的衬托下倍加引人注目。

大厅墙壁和九重穹顶上精致大型中国传统木雕历时两

年余精心雕琢而成，东西南北中各方位给人以磅礴大

气、深邃雍容之感。名为“韵河”全长 1,200 米的内

河是全球首条酒店内的海水运河。客人乘坐龙船经韵

河可达客房以及酒店内的公共设施，移步换景，展现

别样风情。若想详细了解与度假酒店有关的文化遗产，

不妨到百年历史的木艺术馆（Wood Art Gallery）探

索一番，合院式的建筑内陈列着精美的明清家具及手

工艺品。

桂林国贸隐沫酒店
隐沫酒店桂林国贸会展中心店坐落于桂林市七星区国

贸会展中心，地址位置优越，位于桂林市中心繁华商

业区，楼下即商业区，度假的同时也不妨碍旅客买买买。

距离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七星景区仅 900 米，

七星景区位于漓江东岸，因有七星山，七星岩而得名，

是桂林市最大、历史最悠久、景点最多的综合性景区。

酒店拥有 118 间舒适的客房，其中包含 5 间行政套房

及 1 间总统套房，还设有 6 间特色亲子房，都可以欣

赏到美丽的城市景观。另外，酒店还设有自助早餐区、

健身房、自助洗衣区、中餐厅、宴会厅、顶层无边泳池、

天台休闲吧，为商务和休闲旅客提供舒适的环境以及

便捷的服务。

秉承“一店一设计”的理念，酒店大堂吊灯天花处壮

族铜鼓图腾的植入、壁灯处壮族服饰独特配色的融入，

尽显广西壮族文化特色。顶层无边泳池和天台休闲吧，

可让旅客暂时忘却都市的烦嚣，回归轻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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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店
由世茂集团匠心打造的奢华度假酒店品牌御榕将于武夷山

首次亮相，秉承“隐世、传承、专享”的品牌核心价值，

承袭中华五千年智慧，定制深度融合自然山水与东方传统

文化的沉浸式度假空间。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店结合武

夷山“涉溪、逐林、赋茶、话禅”四大特色围绕 “听、触、

视、闻、品” 五种感官体验巧妙结合，在曲水悠悠间打造

御古融今的东方谧境。

世茂集团副总裁、世茂喜达酒店集团总裁唐鸣先生表示：

“御榕品牌是世茂喜达针对国内奢华度假酒店市场量身打

造的酒店品牌，深谙国人对于传统东方度假生活方式的需

求。每一家御榕品牌酒店都精选所在目的地特色自然生态，

以多维度的中国传统文化锤炼感官与心灵的平衡享受。我

们很高兴迎来首家御榕品牌酒店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店

的开业，也希望宾客能在武夷山层峦叠嶂、曲曲清流的景

色里感受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方式。”

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店以宋代理学家朱熹笔下的《九曲

棹歌》为设计灵感，结合武夷山水自然景观以轻舟入画设

计酒店进入动线，缔造全国首例宋代美学“舟行谧境”酒

店体验。酒店将宋代文人雅致纯粹的生活美感融入每一处

细节之中，于远离尘嚣的武夷自然山水间带领宾客品味精

致细腻的宋代“慢”生活。

苏州裸心泊度假村
裸心泊沿太湖而造，以“苏泊水境”为主题，为宾客带

来回归自然的港湾。湖景别墅，山林套房，裸心別墅都

极具私密性。一期开业的 14 栋湖景别墅，共有 36 间客房，

均坐落于太湖边的山丘上，360 度的将太湖美景尽收眼底。

别墅拥有私家庭院和泳池，内有宽敞的客厅、舒适的沙

发休憩区、温暖的圆桌餐区、齐全的整体厨房设备，力

求为客人营造家一般的温暖与舒适。 

裸心泊在融入自然的设计之外，还结合姑苏文化，设立

了展示和体验传统手工艺的苏艺村。竹编，鱼网、苏式

鱼船、苏绣等工艺让渔乡风情和姑苏文化在裸心泊都得

到唯美的展现，将丰富的文化底蘊融入其中。

上海黑石 M+ 酒店
上海黑石 M+ 酒店开业。酒店位于黑石 M+ 园区内，整个

园区是以音乐为主题，集商业、办公、公寓一体的复合园

区。园区内设置了丰富的活动场景，包括幸福集荟书店、

黑石唱片试听间、高端餐厅、文创和酒吧等。

酒店拥有 24 间时尚典雅的客房，包括 3 间带阳台的套房

和 1 间打通后可达 127 平米的屋顶联通套房。宾客可在

房间的落地窗前一览梧桐树下的上海里弄风光。房间内现

代雅致的艺术品装饰以及经典考究的家具陈设，为商务及

休闲度假的客营造出舒适温馨的入住氛围。

配套的酒店餐厅 Vesta Blackstone Garden 位于黑石 M+

酒店 1 楼，全天供餐的餐厅酒馆，为供消费者招牌烤鸡及

各式热销小食。这里有包括日本名誉酒匠欧子豪挑选的清

酒、世界调酒师冠军指导的鸡尾酒，并提供西式菜肴、周

末早午餐、美味下午茶、清香馥郁的茶点等等。

得益于酒店所处的黑石 M+ 园区，酒店还能与周围环境互

动，比如黑石 M+ 园区内有音乐主题书店“幸福集荟·黑

石”，酒店客房内的书籍将由书店甄选而出。如果是常住

客，运营者还有可能将他可能喜欢的一本小书放到房间。

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
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正式开幕，标志着番禺区正式迎来国际品牌酒店的落户。作为喜来登酒店及度假村于大中华区的全新

力作，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以璀璨珠宝为设计灵感，为宾客打造商务休闲皆宜的舒适居停空间，热情欢迎本地及全球宾客

在此会聚与交流。

全新揭幕的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地处番禺商务中心区的核心地段，距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58.5 公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81

公里。酒店距离地铁 7 号线南村万博站仅 500 米，宾客可由此便捷抵达市中心与城市各个区域。酒店毗邻铁路交通枢纽，

距广州动车线路站点广州南站仅 10 公里，方便宾客前往全国各地。酒店紧邻国内炙手可热的主题乐园长隆度假区，酒店

住客可轻松抵达，在野生动物园与珍稀动物亲密邂逅，或感受水上乐园与国际大马戏带来的无穷乐趣。

“我们很高兴迎来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的正式开业，这是喜来登品牌在广东省的第 15 家酒店。”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

总裁李雨生先生（Henry Lee）说到，“喜来登品牌在中国拥有超过 80 家酒店，是万豪国际在中国布局最广的酒店品牌。

全新开业的广州奥园喜来登酒店展示了我们始终致力服务于本地及全球宾客的承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继续把标志性

的喜来登特色体验带到更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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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财报信息

希尔顿酒店集团
希尔顿集团公布的 2020 年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集团 Q2 从去年盈利 2.61 亿美

元降至亏损 4.32 亿美元；总收入从去年同期的 24.84

亿美元降至 5.64 亿美元；全系统每间可销售房收入

（RevPAR）同比下降 81%，至 21.67 美元；调整后

EBITDA 同比下降 92%，至 5100 万美元，去年同期

为 6.18 亿美元。Q2 摊薄后每股收益（EPS）为 -1.55

美元，经特殊项目调整后的摊薄后 EPS 为 -0.61 美元。

Q2 批准新开发客房 1.84 万间，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希尔顿的在建客房数增至 41.4 万间，较 2019 年 6 月

30 日增长 11％。Q2 新开设客房 6800 间，全系统客

房净增加 5500 间。与 Lysol 和滴露的制造商 RB 利洁

时集团以及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合作创建并

推出新计划 Hilton CleanStay，旨在为全球的酒店物业

提供更高水平的清洁和消毒标准；Hilton EventReady

专注于针对会展场所的清洁和客户服务。

宣布与碧桂园建立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中国开

发 1000 家希尔顿 Home2 Suite，这是希尔顿首次在北

美以外的开发长住酒店。

万豪国际集团
万豪第二季度总收入为 14.64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53.05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72%。净亏损 2.34 亿美元，

全球 RevPAR 同比下降 84.4%。目前，万豪全球 91%

的酒店都已经开业，4 月份全球 74% 的酒店维持营业。

上半年总收入为 61.45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103.17 亿

美元，同比下降了 40%。

第二季度净亏损 2.34 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 2.32 亿

美元。上半年净亏损 2.03 亿美元，去年同期利润为 6.07

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为 6100 万美元，去年同期

为 9.52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93.6%。第二季度全系统

可比 RevPAR 总体为 19.11 美元，同比下降 84.4%，

其中北美地区下降了 83.6%，其它地区下降 86.7%。

万豪第二季度在全球新增了 1.14 万间客房，其中有约

2000 间是从竞争品牌酒店改造而来，净增客房间数同

比上升 4.1%。

截至 6 月 30 日，万豪全球有 7484 家酒店、超过 140

万间客房；万豪在全球的筹建酒店数量近 3000 家，约

51 万间客房。

雅高酒店集团
雅高酒店集团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受疫情持续影响，雅高上半年净亏损超过 15 亿欧元。为了进一步应对危机，

雅高宣布了一项 2 亿欧元（2.35 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将裁员 1000 人。雅高还考虑出售其巴黎总部的办公室，2016

年雅高以 3.63 亿欧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大楼。

2020 年上半年，雅高的收入为 9.17 亿欧元，同比下降 52.4%。EBITDA 亏损 2.27 亿欧元，净亏损 15.12 亿欧元。酒店

整体 RevPAR 为 25 欧元，同比下降了 59.3%，入住率和平均房价分别同比下降了 36.6 个百分点和 10.7%。亚太地区上

半年的 RevPAR 为 25 欧元，同比下降了 54.7%；入住率为 35.2%，同比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平均房价为 70 欧元，同比

下降了 10.8%。

第二季度，雅高酒店的整体 RevPAR 下降了 88.2%，其中亚太地区同比下降了 77.4%，欧洲同比下降了 90.6%。亚太地区

第二季度的入住率为 26.1%, 同比下降了 43.2 个百分点；平均房价为 47 欧元，同比下降了 34.7%。目前中国区的酒店入

住率为 60%。中国区雅高酒店的 RevPAR 复苏显著，6 月份同比下滑 51.9%，上半年同比下滑 65.2%。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锦江仍是雅高的大股东，实益持股 13%、投票权 17%；华住实益持有雅高 2.9%、投票权 2.2%。

凯悦酒店集团
凯悦酒店集团 2020 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集团总

收入 2.5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收入（12.89 亿美元）下跌

超过 80%。去年二季度净利润 8600 万美元，今年二季

度净亏损 2.36 亿美元，除此外，酒店每间可用客房收入

（RevPAR）同比下滑了 89.4%。客房数量净增 5.8%。

凯悦在全球的酒店现已陆续恢复营业。截至 7 月 31 日，

集团大约 87% 的酒店已经恢复营业；4 月底的时候只有

65% 的酒店在营业。目前截至 6 月底，凯悦全系统可比

RevPAR 逐月得到改善。该集团在全球约 80％的投资组

合已经开放，到 7 月底，这一数字将增长到约 87％。初

步数据显示，凯悦今年 7 月的全系统可比 RevPAR，对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76%。这说明疫情仍然对酒店业务造

成持续的影响。大中华区作为最先出现疫情影响也最快

控制住的地区，凯悦酒店在该区的表现令人鼓舞。按收

入计算，中国约占凯悦酒店业务的 5％。自 5 月起，大

中华区的 RevPAR 就一直在稳步改善。初步预测数据显

示，截至 7 月底，凯悦大中华区酒店的入住率已经达到

57%，初步估计，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话，凯悦酒

店入住率达到 65%。

温德姆酒店集团
温德姆第二季度财报显示：Q2 净收入同比下降 51.6％，

至 2.58 亿美元，净亏损 1.74 亿美元；全球每间可用客

房收入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下降了 61％，调整后的

EBIDTA 为 6300 万美元，同比下降 60.4％；RevPAR

在美国酒店下降了 55％，在国际上下降了 75％。本季度

温德姆全系统的酒店客房数量相对持平，因为该公司新

开了 62 家新酒店，总计 5700 间客房，由于新开工时间

推迟和转换量降低，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65％。

尽管全球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同比下降 61％，公司的主

要业绩指标同比下降了 50％以上。在公司的国际业务中，

其入住率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温德姆在中国的入住率超

过 60％。在加拿大的温德姆酒店 98％已经开业，入住率

在 40％左右。在欧洲和中东 / 非洲地区（三分之二的酒

店都在营业）中，入住率超过 30％。

洲际酒店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公布的 2020 第二季度及上半年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总收入 12.48 亿美元，同比下降 45%。上半年全

球 RevPAR 同比下滑 52%，第二季度入住率 25%。运营亏损 2.33 亿美元，去年同期运营利润 4.42 亿美元，同比下滑了

153%。

截至 6 月底，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特色高端品牌华邑酒店（HUALUXE）有 11 家店、3263 间客房，对比年初客房数增幅

达到了 20%，是洲际布局大中华区的品牌中，规模增长最快的。

今年上半年洲际大中华区收入 1800 万美元，占洲际全球总收入仅 1.4%，去年同期收入 6600 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大中华

区营业亏损 500 万美元，全年同期运营利润 3600 万美元。

今年第二季度，洲际大中华区的 RevPAR 为 18.93 美元，同比下降 59.2%；入住率为 32.2%，同比减少了 30.5 个百分点。

目前，洲际大中华区 80% 的市场需求都来自国内游。7 月份大中华区 RevPAR 的同比跌幅预计进一步缩小到 36%，比 6

月份 49% 的跌幅有 13 个百分点的改善。入住率已升到 50% 以上。7 月份洲际大中华区的酒店持续恢复营业，未恢复经

营的酒店数量只有 4 家，少于 1%。

华住酒店集团
华住酒店集团公布的 2020 年第二季度酒店运营初步

结果显示，本季度华住同店 RevPAR 为 125 元，同比

下降了 40.8%；同店入住率同比下降了 19.4 个百分点。

Q2 运营数据的同比下滑对比 Q1 的降幅，均有明显的

改善。华住 Q2 业绩进一步复苏，从 3 月到 6 月中旬，

华住的入住率稳步提高。但自 6 月 11 日发现新增病例

以来，北京重新制定了严格的出行限制措施，以再次

遏制疫情的传播。此后，华住在北京及周边城市省份（如

天津和河北）的入住率受到一定影响。

7 月初以来，新冠疫情的小爆发得到遏制，华住的入

住率再次提高，7 月中旬已经恢复到 80% 以上。

第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华住旗下 97% 的

酒店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有

139 家酒店仍被政府征用，而截止到 3 月 31 日有 374

家。第二季度，华住酒店 RevPAR 为 127 元，同比下

降 38.2%。入住率为 68.8%，同比减少了 18.1 个百分点。

ADR 为 185 元，同比下滑 22%。相比 Q1 RevPAR 同

比下滑 58.1%、入住率同比降低 41 个百分点，华住第

二季度的运营数据呈现了明显的改善。

第二季度，大中华区 RevPAR 为 32.83 美元，同比下

降了 60.3%；入住率为 35.5%，同比下降 32.2 个百分

点；ADR 为 92.39 美元，同比下降 24.3%。从整个上

半年来看，大中华区 RevPAR 为 31.03 美元，同比下

降了 61.8%；入住率为 30.1%，同比下降 34.9 个百分点；

ADR 为 102.92 美元，同比下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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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旅如家
首旅如家公布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0 年 1-6 月，首

旅如家营业收入 19.04 亿元，同比减少 52.27%；利润总额亏损 8.61

亿元，其中一季度利润总额亏损 6.42 亿元，二季度在公司一系

列增收降本措施的推动下，利润总额亏损大幅收窄为 2.19 亿元。

其中，营业收入变化主要原因为：酒店和景区运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面对行业经营的困境，为了扶持加盟酒店的发展，对特

许酒店在疫情期间的收费进行了减免。

2020 年上半年，从业务板块上看，首旅如家的酒店业务利润总

额亏损 8.54 亿元，其中一季度利润总额亏损 6.36 亿元，二季度

利润总额亏损 2.18 亿元；景区运营业务利润总额亏损 733.64 万

元，其中一季度利润总额亏损 592.00 万元，二季度利润总额亏

损 141.64 万元。首旅如家的归属母公司净亏损为 6.95 亿元，每

股收益 -0.7107 元 / 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亏损 7.05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0.7212 元 / 股。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首旅如家一季度归属母公司净亏损 5.26 亿

元，二季度随着疫情平稳和公司各项积极经营措施的落实，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1.04 亿元，环比增长 37.84%，同比下滑 46.08，

同时亏损大幅收窄，归属母公司净亏损为 1.69 亿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首旅如家恢复正常营业酒店的比例为 98%。

锦江酒店
锦江酒店发布的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报

告期内，锦江酒店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40.90 亿

元，同比下降 42.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5 亿元，同比下降 49.7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3.781 亿元，同比下降 205.68%。

报告期内，锦江酒店资产总额为 377.89 亿元，

比上年末下降 2.79%；负债总额 238.21 亿元，

比上年末下降 2.84%；归属于上市锦江酒店

股东的净资产为 128.90 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2.76%；资产负债率 63.04%，比上年末减少 0.03

个百分点。2020 年上半年，锦江酒店实现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 13.59 亿元，同比

下降 309.35%。

报告期内，锦江酒店合并营业收入、实现归属

于上市锦江酒店股东的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总资产和归属于上

市锦江酒店股东的净资产比上年度末下降，均

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所致。

金茂酒店
金茂酒店发布的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显示，报告期内，金茂酒店实现营业收入 6.11 亿元，同比减少 50%；其中酒店经营收入 3.36 亿元，同比下降 62%。截至报告期末，金茂酒店净亏损 1.57

亿元，去年同期为净利润 1.66 亿元。2020 年上半年，金茂酒店的收入 6.1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0%，主要由于酒店经营版块收入大幅下降。在酒店经营方面，随着中国内地疫情形势缓和，

部分城市如上海、深圳及三亚酒店的入住率有所回升，但和去年同期仍有较大差距。金茂酒店的酒店经营收入为 3.36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2%；物业租赁收入为 1.93 亿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17%；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收入及物业管理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2%。其他收入及收益为 2650 万元，较去年同期人增长 11%，主要由于政府补助及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增加。报告期内，金茂酒店的销售成本约为 2.97 亿元；整体销售毛利率为 51%，上年同期为 59%。酒店经营板块毛利率为 34%，上年同期为 51%；物业租赁板块毛利率为 99%，上

年同期为 96%。投资物业的公平值亏损为 590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收益人民币 1.09 亿元下降 105%，主要由金茂保集 e 智谷行政公寓租赁期限逐年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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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酒店发展
万达酒店发展披露的 2020 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上

半 年 收 益 2.46 亿 港 元， 上 年 同 期 为 3.91 亿 港 元，

同比下滑 37%。亏损 3351.7 万港元，上年同期盈利

7269.9 万港元。

新冠疫情使公司酒店入住率从上年的 54% 降到 28%，

二季度仍未完全恢复。截至 2020 年 6 月底，万达酒

店有息负债为 50.3 亿港元，其中一年内到期 40.61 亿

港元，而扣除受限制银行存款之后账面现金为 23.16

亿港元，不够覆盖短期借款。

万 达 酒 店 上 半 年 亏 损 3351.7 万 港 元 入 住 率 下 滑 到

28%；上半年收益 2.46 亿港元，上年同期为 3.91 亿港

元，同比下滑 37%。亏损 3351.7 万港元，上年同期盈

利 7269.9 万港元。

从分部收益来看，上半年酒店运营及管理收入 1.13

亿 港 元， 同 比 下 滑 49%； 酒 店 设 计 及 建 设 管 理 服

务 8072.9 万 港 元， 同 比 下 滑 7.3%； 投 资 物 业 租 赁

5209.8 万港元，同比下滑 37%。

上半年的疫情给万达酒店带来很大的影响，公司披露，

来自酒店运营及管理服务的收益大幅减少，主要是因

为 2020 年一季度暴发的新冠疫情对于主要在中国开

展业务的酒店管理和运营业务造成了重大影响。万达

酒店管理的酒店一季度入住率由 2019 年同期的 54%

下 降 至 约 24%。 二 季 度 有 所 好 转， 入 住 率 提 升 到 了

32%，但离疫情前仍有不少的差距。上半年总体入住

率为 28%，2019 年同期则为 54%。

开元酒店
开元酒店发布的 2020 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开元酒店收入 5.44 亿元，同比下降约 39.9%；集团利息、税项、

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1.35 亿元，同比减少约 57.6%；集团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 EBITDA 率由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约 35.3% 降至约 24.8%；毛利约为 1650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93.2%。毛利率水平约 3.0%，与 2019 年同

期约 26.9% 的毛利率水平相比下降 88.7%。

据披露，2019 年上半年，开元酒店净亏损约为 9070 万元，而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则为净利润约 8090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公司拥有人应占亏损约为 9220 万元，每股基本及摊薄亏损约为 0.33 元。开元酒店销售

成本由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约 6.62 亿元下降约 20.3% 至报告期内的约 5.27 亿，主要由于经营收入的大幅下降。

报告显示，在分部收入方面，酒店经营分部为开元酒店带来约4.89亿元的收入，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的约人8.06

亿元下降约 39.3%；酒店管理分部为本集团带来约 5480 万元的收入，较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约 9900 万元

下降约 44.7%。报告期内虽然新开委托管理酒店增加，但在疫情暴发后，开元酒店主动免收所有委托管理酒店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3 月 31 日的管理费；而 4 至 6 月期间，各酒店业绩也大幅下降，导致管理分部收入减少。

金陵饭店
金 陵 饭 店 发 布 的 2020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显 示， 报 告 期

内，金陵饭店实现营业收入 4.9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 13.93%；利润总额 2664.06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5.5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24 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 99.13%。其中，第二季度经营业绩逆势回

升，在酒店行业中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金陵饭店主要从事酒店投资与管理、旅游资

源开发、酒店物资贸易。据披露，在主营业务方面，

2020 年上半年，酒店服务营业收入 1.21 亿元，商品贸易

营业收入 2.54 亿元，房屋租赁营业收入 7243.19 万元，

物业管理营业收入 2482.28 万元，房地产销售营业收入

848.03 万元。

报告期内，金陵饭店发生投资 1869.39 万元，截止到报

告期末，项目累计投资 5.7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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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最具魅力酒店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沈阳君悦酒店

长沙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 

杭州洲际酒店                   

杭州西湖殿影酒店               

广州四季酒店

三亚嘉佩乐度假酒店             

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

中国最具社会责任酒店管理集团 
希尔顿酒店集团 
东呈国际集团

中国最具社会责任酒店业主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大中华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富力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业最具社会责任抗疫团队
武汉酒店公寓医护志愿联盟

中国酒店业抗疫特别贡献奖  
武汉洲际酒店
武汉汉口泛海喜来登大酒店

中国酒店业抗疫标兵奖 

肖雅星   武汉酒店公寓医护志愿联盟发起人，武汉悦东方酒店  总经理
周清慧   武汉酒店公寓医护志愿联盟联合发起人，武汉怡尚花园酒店   总经理
卞亚光   武汉酒店公寓医护志愿联盟联合发起人，武汉住家集团  创始人
环球旅讯团队
飞猪武汉团队

中国酒店业最美守护者
全国各大酒店的抗疫一线所有的平凡英雄们

中国酒店业最佳合作伙伴 

梅赛德斯 - 奔驰

【主办单位】亚洲酒店论坛中心 中国酒店星光奖组委会  【承办单位】星光传媒  星盟传播

中国十佳会议会展酒店 
北京嘉里大酒店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

沈阳新都绿城喜来登酒店           

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 

东莞富力万达文华酒店 

广州万富希尔顿酒店

厦门宸洲海景洲际酒店           

深圳大中华希尔顿酒店

香港四季酒店

对以上获奖单位及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十佳城市商务酒店                 
北京金茂万丽酒店

北京金龙潭大饭店               

上海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             

上海环球港凯悦酒店             

合肥君悦酒店                   

太原洲际酒店                         

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           

惠州佳兆业铂尔曼酒店 

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

中国十佳旅游度假酒店               
苏州新区都喜天丽养生度假酒店

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

峨眉山蓝光己庄酒店 

宁波东钱湖康得思酒店           

贵阳安纳塔拉度假酒店           

厦门特房波特曼七星湾酒店       

云浮雅途酒店

吴川鼎龙湾福朋喜来登酒店 

深圳茵特拉根华侨城酒店   

丽江金茂璞修·雪山酒店

中国十佳新开业酒店
北京新青海喜来登酒店           

山东蓬莱宝龙艺珺酒店           

武汉泛海费尔蒙酒店             

武汉江滩世茂凡象酒店           

成都天府新区福朋喜来登酒店

宁波真和逸庭酒店  

裸心泊 

西昌将军会馆                   

深圳海上世界殿影酒店 

香港瑰丽酒店

A 类年度综合大奖  抗疫特别大奖

中国最佳顶级奢华酒店
北京柏悦酒店

北京华尔道夫酒店

上海建业里嘉佩乐酒店

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上海艾迪逊酒店

南京卓美亚酒店 

杭州泛海钓鱼台酒店 

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成都尧棠公馆

深圳柏悦酒店 

珠海瑞吉酒店

中国最佳设计精品酒店  
鄢陵建业花满地温泉酒店

杭州丽晶美庐酒店

杭州星澜酒店

林芝保利雅途酒店 

成都钓鱼台精品酒店

中国最佳设计酒店
南宁万丽酒店     

中国最佳文化主题酒店 
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 

中国最佳机场酒店  
香港天际万豪酒店

美兰机场逸唐飞行酒店

中国最值得期待新开业酒店                

北京通州希尔顿酒店

苏宁钟山国际高尔夫酒店  

成都盛美利亚酒店   

苏州阳光城希尔顿酒店  

宁夏沙漠星星酒店 

盐城万豪酒店  

中国最值得期待新开业奢华度假酒店         
宁波韩岭 JUN 酒店

图卷酒店

中国最佳亲子酒店
裸心谷

抚仙湖海豚湾酒店

B 类年度特别大奖
中国最受商旅人士欢迎酒店 

上海宝龙丽笙酒店

苏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温州威斯汀酒店 

福州世茂洲际酒店

中国最佳婚礼酒店
裸心堡 

合肥香格里拉大酒店

广州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中国最佳城市新锐酒店                    
澳门励宫酒店

中国最具人气网红酒店  
莫干山开元森泊度假乐园 

中国最佳服务式公寓  

金融街行政公寓 

北京金隅环贸国际公寓 

阳光城·睿湾上海静安服务公寓 

中国最佳豪华服务式公寓               

上海鹏利辉盛阁国际公寓 

中国最佳新开业服务式公寓              
成都辉盛庭国际公寓 

中国最值得期待新开业服务式公寓           
东四 78 号精品公寓

中国最佳酒店式公寓 

重庆喜马拉雅服务公寓 

深圳辉盛阁国际公寓 

广州岭居创享公寓 

中国最具活力酒店式公寓 
后社·西岸

中国最佳新开业酒店式公寓
筑桥居·后社  

2020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暨第十五届中国酒店星光奖颁奖典礼

2020 AHF Asia Hotel and Tourism Forum Annual Meeting
15th China Hotel Starlight Awards Awards Ceremony

2020.8.12-14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论坛年会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 / 颁奖典礼

中国酒店业年度人物  

李瑞忠  绿地酒店旅游集团  总经理 
李思源  富力集团 副总经理、集团商业运营管理公司董事长、酒店事业发展中心总经理
唐  鸣  世茂集团 /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副总裁 / 董事长兼总裁 / 总裁

中国酒店业杰出总裁 

陈志商  雅诗阁中国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程新华  东呈国际集团   总裁
范萌妃  朗廷酒店集团   中国区业务拓展及业主关系高级副总裁
许冠雄  喆·啡酒店   品牌创始人 / 首席执行官
李广庆  北京玉渊潭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梁晓京  尊茂酒店控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刘  军  天津天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丽思卡尔顿酒店  执行董事、总经理
陆斯云  希岸酒店  创始人兼 CEO
沈  峰  隐贤（北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
张  敏  凯里亚德品牌  总经理

中国酒店业最佳创新人物
侯  悦  杭州东方网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乔邦猎头副总裁
石錦燊  真和集团  酒店及物业运营管理中心 总经理

中国酒店业最佳总经理 
孟安德  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查兹皮特斯·尼古拉斯   上海万达瑞华酒店  总经理
施松柏  上海复旦皇冠假日酒店  总经理
夏浩强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总经理
侯乐邦  上海新天地朗廷酒店  事总经理
邹  锐  成都天府新区福朋喜来登酒店  总经理

中国最佳国际酒店管理集团   
雅高集团
朗廷酒店集团  
美利亚酒店集团 

中国最佳酒店管理集团 

建业酒店管理  
东呈国际集团 
绿地酒店旅游集团  
雷迪森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尊茂酒店集团  
裸心集团            
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苏宁酒店及度假村         
北京玉渊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业最佳业主 
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世茂酒店及度假村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月星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文旅产业集团             
复星旅文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酒店集团         
天港酒店集团                      
武汉亘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集团     
丽呈酒店集团 

中国最佳民族品牌酒店管理集团     
海航酒店集团 
中国杰出影响力酒店集团　　　   
锦江酒店（中国区）

中国最具东方文化国际酒店集团
邦泰崃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最佳酒店资产运营商                

凤悦酒店及度假村

中国酒店业最佳资产管理奖         

金鹰酒店及度假村 

中国最佳服务式公寓运营商        

雅诗阁中国 
奥克伍德中国                                

中国最佳豪华服务式公寓运营商        
辉盛国际酒店服务公寓 

中国最佳服务式公寓品牌 
尚臻服务式公寓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服务公寓品牌 

瑰悦服务式公寓

中国最值得期待服务式公寓品牌
奥克伍德碧轩服务公寓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酒店品牌
苏宁雅悦酒店
尊蓝山居
铂骊
逸扉酒店

中国最具发展潜力度假物业托管品牌    
润和居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商务酒店品牌         

城市精选酒店

中国最佳生活方式酒店品牌
Pagoda Hotels 

中国最受关注国际度假酒店品牌
巴塞罗酒店及度假村 

中国最佳生活方式度假酒店品牌
雷迪森庄园  

中国最佳新晋奢华度假品牌 

御榕  

中国酒店业最佳业主代表 

戴  晶   杭州钱江新城万豪酒店   业主代表
林洁华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   业主代表

中国最具潜力酒店及公寓资产管理人
迟育佳  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部 总经理
姜  勃  鲁能集团  华东区域资产管理中心  总经理
金  梓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资产部总经理
王敬源  HVS  亚太区管理合伙董事
王立群  泛海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星光奖名人堂中国酒店设计大师  

林丰年 Mr. Lim Hong Lian   LTW DESIGNWORKS   Founder and Principal Partner 

中国酒店最佳设计师 

Mr. Bill bensley   Bensley Design Studio  Creative Director and Founder

中国酒店业最佳建筑设计师 

孙  青   AAI 国际建筑师事务所  副总建筑师、酒店及旅游业务总监、高级合伙人

中国酒店最佳新锐设计师 

王心宴   蒙泰室内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总裁
赵  侠   MOT DESIGN  合伙人
庄瑞安   香港鄭中設計事務所  副总裁 / 设计总监

中国最佳生活美学酒店品牌  

郡安里  

中国最受欢迎酒店新品牌 

品家酒店     

中国卓越商旅酒店品牌
凯里亚德酒店  

中国卓越投资口碑国际酒店品牌          
希尔顿欢朋酒店 

中国臻选高端生活方式国际酒店品牌       

丽芮酒店 

中国杰出绿色环保酒店品牌   

ZMAX  

中国杰出投资价值酒店品牌    
希岸酒店 

中国杰出发展潜力酒店品牌      
潮漫    
维也纳酒店    

中国商旅酒店人气连锁品牌        
喆·啡酒店  

中国杰出中端酒店品牌         
维也纳国际 

中国杰出文化主题酒店品牌      

锦江都城酒店 

中国杰出优选服务酒店品牌        
白玉兰酒店 

中国最佳酒店康体 Spa 运营商
臻淼水疗 

中国最具影响力酒店健身水疗运营商        
TOUCH                    

C 类年度人物大奖

D 类年度集团及伙伴大奖
中国酒店业最佳合作伙伴 

HVS  
金可儿 ( 上海 ) 床具有限公司 
美团酒店   
玛祖铭立集团  

中国酒店业最佳设计机构 

深圳市凡恩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酒店业最佳建筑设计机构 
SMALLWOOD       

中国酒店业最佳室内设计机构 
香港鄭中設計事務所
深圳市瀚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中国最具影响力酒店业主组织
希尔顿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
洲际酒店集团中国区业主协会

中国最具影响力酒店媒体 

迈点网

AHF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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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进
希尔顿  
大中华区及蒙古总裁

酒店行业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行
业，相信我们经历了这次疫情的洗礼，
酒店人会开拓更广泛的服务领域，为
消费者带来更美好的体验。凡是不能
打倒我们的，将会让我们更强大。中
国酒店人，加油！

刘士军
世界旅游联盟 
秘书长

让我们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以创新
的思维，智慧的谋划，开放的心态，
在新时期共创酒店和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局面！

罗军
斯维登集团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祝愿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好。疫情是暂时
的，我们的价值是永恒的！

戴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 
主任

在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行
业即将走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刻，我们召
开亚洲酒店论坛，共商酒店业疫后振兴和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应该说正当其时。衷
心地期待，会议能够为我们行业的发展贡
献更多的智慧，祝会议圆满成功，祝中国
酒店人在高质量的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
好！

张烨
融创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 酒店事业部总经理

随着我们中国整个文旅行业的发展，行业
对我们酒店高端管理人才的需求跟要求也
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作为一个职业的
酒店管理人，不仅需要懂酒店的管理，还
需要懂跨业态的主题娱乐，甚至是商业的
管理。具备这样多功能的文商旅综合管理
能力的高端管理人才，将会是我们酒店行
业未来的、新的领军者。

孙坚
首旅如家酒店集团 
总经理

老百姓、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是
不会改变的。所以我相信我们整个行业，
一定会能够活着、活下去，也相信通过我
们的努力，未来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陈妙林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

新冠疫情下，酒店行业虽然受到巨大的打
击，但是，在“创变”、“复兴”等新的
思考和新的实践探索下，相信中国酒店行
业一定能够实现快速的恢复，早日振兴！

何国祥
凯悦酒店集团  
亚太区拓展及运营总裁

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迎接疫情，开展每一
段精彩的旅行，酒店业还是有很大潜力的。

知新，创变，以远见赢得未来

唐鸣
世茂集团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副总裁
董事长兼总裁
总裁

让我们中国酒店人，集行业的智慧和
力量，共同携手，砥砺前行，在危机
中找到机遇，我相信，中国未来酒店
业的发展会继续闪耀。

林汶贵 Lim Boon Kwee
都喜国际集团 
首席运营官

T h i s  y ea r ’ s  co n ce pt  “ F l o u r i s h 
together” could not be more essential. 
Overcoming the ongoing challenges 
of COVID-19, we indeed require the 
combined effort of everyone in our 
industry. And to truly flourish together, 
w e  m u st  w o r k  to get h e r,  to  s e e k 
solutions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for us all.
今年的“共同繁荣”概念非常有意义。
克服当前 COVID-19 的挑战，确实需要我
们行业内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为了真
正的繁荣，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为我们
所有人寻求一个可持续未来的解决方案。

唐咏
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20 年，一场疫情给酒店业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但是挑战中还有机遇，困境中孕育
着希望，面对疫情的新常态，业内精英翘
楚再次齐聚，为行业未来群策群力，共谋
发展，让我们携手共进，创变未来！

徐锦祉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
北京励骏酒店
主任委员
总经理

只要我们能够经受住这次疫情的挑战和考
验，疫情过后，我们行业的市场和未来会
更好。

苏仁豪
美国 SRSS 建筑设计事务所 
合伙人

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旅游业和酒店业更是首当其冲。什么
时候我们才能回到疫情前的市场，这是我
们每一个人都关心的事，希望我们大家都
能顺利地渡过这次严峻的考验。值此 AHF
暨星光奖十五周年之际，我在此勉励各位
业界同仁，以变应变，共渡难关。

李成勇
南京金陵酒店管理公司
南京金陵文旅酒店管理公司
总裁
董事长兼总裁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前，酒店行业面
临疫情和严峻的经济形势压力，殷忧启圣，
多难兴邦，机遇与挑战并存。智慧的中国
酒店人，将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在时代
的变革中，不断提升酒店的品质和管理水
平，中国的酒店业将迎来百花满园的春天。

田桂成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郭炳湘家族基金
院长及讲座教授
国际酒店服务业管理教授

我认为，酒店及旅游业必能渡过难关，因为
以往的经验表明，行业具有韧性，能够在遭
受挫折后迅速反弹。实际上，全世界都在注
视中国抗击疫情以及应对行业复苏。看到行
业在中国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为我们带来了
希望。

罗凯睿 Gary Rosen
雅高集团大中华区  
主席兼首席运营官

Hospitality is about creating lasting 
memories.We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continue to dream and dream big every 
d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dreaming is 
critical, each and every day.
酒店业是创造历久弥新记忆的行业。让你
每天的梦想继续，无论你身在何处，，心
中有梦，坚定前行。



COVER STORY 封面文章

8180 2020 VOL 3 NO.13    OCTOBER THROUGH DECEMBERASIA HOTEL MAGAZINE

钱  进                                            希尔顿                                                                                                  大中华区及蒙古总裁

罗  军                                            斯维登集团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  烨                                            融创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 酒店事业部总经理

陈妙林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士军                                         世界旅游联盟                                                                                     秘书长

戴  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 / 教授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主任

孙  坚                                            首旅如家酒店集团                                                                           总经理

周  涛                                            华天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总经理     

                                                        中国酒店资产经理人协会                                                              会长

何国祥                                         凯悦酒店集团                                                                                    亚太区拓展及运营总裁

郑   忠                                           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                                                                      创始人 / 董事长

梁志天                                         梁志天设计集团                                                                                创始人

唐  鸣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总裁

唐  咏                                            金茂（中国）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苏仁豪                                          美国 SRSS 建筑设计事务所                                                         合伙人

田桂成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院长及讲座教授    
                                                        郭炳湘家族基金国际酒店服务业管理                                        教授

Lim Boon Kwee                   都喜国际集团                                                                                    首席运营官

徐锦祉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成勇                                         南京金陵酒店管理公司                                                                   总裁    
                                                        南京金陵文旅酒店管理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Bill Bensley                            BDS 设计师事务所                                                                          创始人 / 创意总监

Gary Rosen                            雅高集团大中华区                                                                            主席兼首席运营官

李  鹰                                            HBA                                                                                                      主席兼首席运营官    
                                                        Studio HBA                                                                                        主席兼首席运营官

王心宴                                         蒙泰室内设计公司                                                                            总裁 / 创始人

Alan Christie                         仲量联行酒店部 - 战略咨询及资产管理                                    高级副总裁

Theodor Kubak                   Value One & Arbireo Hospitality                                              执行合伙人 
邱维炀                                         Foster + Partners 建筑师事务所                                                合伙人 
吕尚怀                                         香港酒店业协会                                                                               原执行总干事

Tasos Kousloglou              新鸿基地产代理公司                                                                       行政总裁 ( 酒店业务 ) 
魏雪松                                         瀚雅装饰设计公司                                                                           董事长 / 设计总监

金  元                                            金可儿中国                                                                                        副总裁 
琚  宾                                            水平线设计                                                                                        品牌创始人兼首席创意总监

Daniel J. Voelm                   HVS                                                                                                     亚太区管理合伙董事

Robert Kline                          Chartres Lodging Group                                                             CEO 及联合创始人 
Eric J. Levy                             TSI                                                                                                       Managing Director

嘉宾寄语视频录制名录

第 十 五 届 中 国 酒 店 星 光 奖        1 5 t h C h i n a  H o t e l  S t a r l i g h t  A w a r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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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点网 · 张晓琳

唐 鸣

世茂集团 副总裁
上海世茂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世茂喜达酒店集团 总裁

8月12日，在采访唐鸣的上午，

随着与青岛栈桥世御精品酒店及青岛

栈桥睿选酒店委托管理协议的签订，

世茂喜达旗下酒店正式突破了100

家。此时，正值世茂喜达酒店集团成

立三周年，也是唐鸣加入世茂第五

年。

从酒店总经理到区域总监，从

集团高管到总裁，从在国际品牌酒店

集团任职到推动成立世茂喜达酒店集

团，致力于发展自主品牌酒店，聚焦

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并将民族品

牌拓展至海外市场，唐鸣投身中国酒

店业，也已有30余年。

Not Turning Back: 
Make the Brand Stands Out

打造民族品牌，建立文化自信，抓住我们最大的特点打造自己的酒店品牌文化，

致力打造城市乃至世界级地标性酒店，也是对铸就每个城市梦想的致意。

既然走到了这条路，

也没回头路，必须把品牌打出来！

变局中开新局，没有回头路

“既然走到了这条路，也没回头路，必须把品牌打出

来，必须把这个市场拓展开。”唐鸣在采访中说道。

2017年，世茂集团和和喜达屋资本集团成立的合资公

司，双方各出资1亿美元成立合资酒店公司，用于国内一二三

线市场为重点的拓展轻资产酒店业务。这也意味着自2015年

世茂创立6个酒店品牌，开始尝试轻资产投入后，世茂在酒

店业务上采用轻重资产并行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策略逐渐清

晰：重资产是自己规划建造或收购的酒店项目，轻资产则是

与喜达屋资本合作进行品牌和管理输出。

在去年，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许世坛就曾表

示，希望2021年能够和拆分世茂酒店和物业的单独上市。

对于今年受疫情影响，世茂的酒店扩增及上市计划是否会原

计划推进，唐鸣表示，大家对酒店资产最大的印象就是抗风

险能力比较弱，在其30年的酒店职业生涯中今年的确是最难

的，但疫情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已经开业的30多家酒店，

目前看来对未来酒店签约及扩张并无太大影响，仍会按照原

计划进行。

据了解，世茂酒店的业绩以每年20%的增速在增长，

今年受疫情影响已跌回去年的80%。但唐鸣表示，虽然因为

疫情原因酒店的开业速度在放缓，今年的业绩会有回落，但

是明年的增速就会很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世茂喜达

酒店的发展速度没有慢下来，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

响。“在酒店业这样的难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将利润率保持

在20%以上，证明我们的资产管理团队是很厉害的。”唐鸣

自信地介绍到。

的确，从目前的趋势看来，酒店下半年的恢复会快很

多，尤其是度假酒店的市场恢复得非常好，像三亚等热门目

的地酒店甚至出现了满房，一些城郊度假酒店，周末客房预

订入住率也在90%以上，例如上海深坑洲际酒店已经彻底恢

复到去年的水平，7、8月份的总收入已经超过去年同期。

其次是在一些城市中以国内商务酒店为主的酒店，根

据不同城市不同酒店的体量，基本上现在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70-80%。最难的还是一线城市，原来以国际商务客人为主

的，像世茂酒店旗下上海外滩茂悦酒店、皇家艾美酒店，原

来65%的客源都是国际客源，目前生意只恢复到六成。“8月

份看到了一些会议生意在回暖，这方面还是好的，我们也在

积极调整经营战略，用国内市场填补国际市场。”

再次提到新签约项目，唐鸣信心满满，“我们本身拓展

方面，今年的速度并没有减缓，前年签了30个项目，去年是

40个，今年原本的目标是冲50个，上半年已经签了16个项

目，保40冲50还是很有信心的。”

·厦门世茂凡象酒店

·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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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的需求是创造来的，而不是等来的

逸扉酒店CEO、董事总经理孙武在AHF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

年会上直言，喜欢看唐鸣的微信朋友圈，唐鸣在营销方面值得大家

学习，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的新招、好招，而且创新了很多方

式。包括直播卖货，唐鸣也亲自上阵，上下左右全部都是组合拳，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花样迭出。

疫情的到来，促使很多酒店品牌做了改变和创新，和世茂合作

的很多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因为大多数都是连锁化品牌，很多时候

创新比较慢，也不太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作为业主方，世茂也需

要走在前面，“我们做了很多与我们合作的国际酒店管理公司不能

做的事情，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很多新的渠道的销售，比如

和直播带货，KOL探店，以及已经到来的飞猪超级品牌日，马上到

来的双十一，目前看来效果也都是极好的。”

此前5月份，携程梁建章化身“梁八一”携手身着长袍马褂的

唐鸣在上海世茂深坑洲际酒店开启了第8场BOSS直播，12000间深

坑酒店房间全部售空，收入近2000万。

的确，新的销售渠道还是要重视的，这在疫情之后可能会变

成一个常态，直播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带来很多的流量，来看直播

的都是有购买需求的，这也是任何的广告都带不来的。而且在直播

的过程中，对销售的刺激性会形成新的沟通营销模式。对于酒店来

说，直播是一个展示酒店品牌和形象的平台。

很多人会担心，现在做的“促销”、“贱卖”未来会不会对酒

店行业长期发展影响不好，对于此问题唐鸣表示并不这样认为。目

前酒店大幅度促销主要集中在4-6月份，当时世茂酒店的判断是2-3

月份生意彻底停掉，4-6月份是回暖，7-9月份业绩会达到去年同期

的80%，第四季度基本回到去年，所以4-6月份要有足够的现金流。

“虽然不存在活下去的问题，但也要保证酒店要有客人，员工

能回到正常的工作轨迹。其次是整个酒店业也需要很多正能量的信

号。”唐鸣表示。

“我认为我们是创造了需求”唐鸣直言，再以世茂深坑洲际酒

店为例，外地人不方便来，那就为本地人创造需求，原来三四千一

晚的酒店现在可能只需两千多就能住还附赠下午茶，推出性价比高

的产品，消费者也愿意消费，客人在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务的同时

也为酒店带来了客源，这段时间这样的策略是很好的。

其次是客人的需求更细分。深坑洲际现在周末客源多为带孩子

来的年轻父母。周一到周四的客源多为50—60岁的有时间、有消

费能力的退休人士。唐鸣跟记者举例说，最近的酒店餐饮有了一个

较大的调整，酒店有个水底餐厅，主打海鲜和牛排，相较于生意火

爆的中餐厅和自助餐厅，一直不温不火，因为中老年人对其不感兴

趣，所以他们决定在周一到周四推出火锅，目前也在调整当中。

“中国没有人会排斥火锅吧！”我身边的人也常说，没有什么

问题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火锅菜品丰富，能让人获得充分的

满足感，幸福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针对为客人创造需求的而另一层面，是推出令人心动无法拒绝

的产品。据调查，超过70％的家庭亲子客群表示，他们更愿意购买

酒店套餐产品，让亲子旅行更加省心。而对于酒店来说，套餐类产

品是刺激消费者需求，实现收入最大化，最大程度降低预订取消概

率的一个绝佳方式。针对客户群可以推出不同的套餐，例如单一推

出游泳项目感兴趣的人会少，而在暑假期间推出游泳带下午茶或者

自助晚餐的套餐，就会有很多父母带孩子来。这也跟酒店住房的客

人不冲突，这对酒店来说也是一个增量，也需要不断地去尝试。

针对细分市场层面，据记者了解，世茂酒店将马上会推一个少

年市场，一类是喜欢新潮的少年，一类是喜欢自然景观的少年，一

类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少年，还有一类是喜欢活动的少年，把不

同的酒店特色分成四个系列来打市场。营造百变场景来提供个性消

费体验。包括去年世茂与喜达屋合作的宣称主打中国千禧一代市场

的凡象ETHOS品牌，与近年的“潮牌”李宁的破次元壁的合作，也

在意料之中。

在和唐鸣的交流中，记者沉浸在他对推出新产品、为客人创造

新需求的热情当中。“不能因为我们是洲际，就一定要吃牛排，针

对不同时间、不同的客户群体我们要适时调整，酒店业以后也会越

来越细分，客户的目的性更强，我们需要帮客人去搭一个场景，怎

么去消费，怎样让客人愉快地度过在酒店的24小时。”记者也深深

也体会到孙武所说的，新鲜的花样层出不穷，套套都是‘组合拳’

的真正含义。

脚步不停歇，书写中国民族酒店梦

中国的现代酒店业特别是高端品牌酒店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国际品牌酒店属于高

端酒店，它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也给国内从业人员提供了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建的好房子没用，没有品牌，没有软性服务是不行的”世茂自2004成立酒店管理部，2009年成立世茂酒店及

度假村，从联合国际高端酒店集团品牌联合做酒店，到自己可以做品牌矩阵，开始轻资产品牌输出，世茂在这一路

上已走了十几年。当然，其作为业主方，也是最早培养自己的酒店管理团队的。

在和万豪、希尔顿、凯悦等国际管理公司的合作中，世茂将好的经验都学习过来，在业主平台互相分享，世茂

旗下18家国际酒店都是品牌内数一数二的地标性酒店，像深坑洲际酒店、外滩茂悦酒店、皇家艾美酒店、厦门康莱

德酒店等。

“我们的基础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从零开始，我们作为业主方的酒店管理团队用10年的时间，沉淀了很多东

西。我们知道业主的痛点，知道他们要什么，我们不能把管理公司犯过的错误再犯一遍。”确实，在我们看来，过

去10多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开发业务开了不少酒店，房地产企业走过不少弯路，也不了不少冤枉钱，但这倒不失为

一笔财富。   

对于世茂今年即将开业的酒店，记者注意到世茂喜达旗下高端度假酒店品牌御榕——世茂御榕·武夷度假酒

店，作为国内首家宋代风格的“舟行谧境”酒店，融合了夷山当地的自然生态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后续世茂旗下

唐代、明代风格酒店也将陆续开业迎客。武汉江滩凡象酒店也即将开业，这也是继厦门世茂凡象酒店之后的第二家

凡象品牌酒店，也将延续凡象为中国千禧一代设计的都市生活方式酒店品牌基因，于汉口江畔演绎新中国骄傲。

“我们都学了十年了，中国人都不会管自己的酒店吗” 唐鸣坦言，打造民族品牌，建立文化自信，抓住我们最

大的特点打造自己的酒店品牌文化，致力打造城市乃至世界级地标性酒店，也是对铸就每个城市梦想的致意。

·高碑店世茂世御酒店

·武汉江滩世茂凡象酒店——客房

·武汉江滩世茂凡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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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诗阁集团在华布局：
面向中高端市场，满足不同需求

Positioning in China: 
Meet Different Needs for 
Middle and High-End Market

国家旅业

雅诗阁集团是全球知名的服务公寓及酒店业主和住宿运营商。据了解，雅诗阁集团的物业遍布亚太、

欧洲、中东、非洲和美国地区的 30 多个国家 180 多个城市，管理着 700 多家物业、逾 112,000 套

公寓单元及酒店客房，其中超过 69,000 套已投入运营，约 43,000 套即将开业。

集团旗下有十多个品牌，包括：雅诗阁、The Crest Collection、盛捷、Quest、馨乐庭、lyf、

Préférence、Vertu、海睿思、馨乐庭连心、狐度海睿思、也旅和 POP! 等，其中进入中国的品

牌有雅诗阁、盛捷、馨乐庭、lyf 以及落地不久的长租公寓品牌雅遇。

杜易修

雅诗阁中国区业务拓展和战略投资项目 副总裁

以国内的这些品牌来说，雅诗阁是专为顶级管理

层与业内领袖而设的服务公寓，定位超凡尊贵，使顾

客身处至尊豪华的环境中，得以放松和休整，时刻保

持巅峰状态，同时还提供高效的商务支持，比较适合

商务及休闲旅客。

盛捷则定位于温馨和谐，同样是为管理层打造的

公寓，盛捷除了提供商务支持以外，还配备时尚的家

庭娱乐设施，组织各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活动，为住客

提供一个交友和分享居家生活的平台，从而尽快适应

新城市的生活。

相比于前两者，馨乐庭的定位更年轻一些，品牌

精神活力时尚，是专为旅行者提供灵活服务的公寓住

所，去帮助他们在旅途中寻求全新的城市体验。住客

还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预算去自由选择他

们所需要的服务。

更为年轻的品牌 lyf，是一个由千禧一代为千禧

一代和有千禧思想的人设计和管理的共享居住品牌，

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作为一个社区的共同创造，

将客人与同行者和变革者联系起来。Lyf 共享公寓使

客人能够在一个动态的环境中“自由地生活”，提供

灵活的公共空间，促进住客之间的合作与连接。在 lyf

里，社交厨房和食品储藏室也可以成为社交场所，而

休息室可以兼作活动空间。每周将举办不同的社区活

动，以促进社区生活的新方式，在建立联系的同时感

受意见交流得到的启发。可以说，Lyf 共享公寓的设计，

是为了满足长期和短期逗留的一切需求。

我们还有今年上半年落地的长租公寓品牌：雅遇，

这是一个定位于一二线城市中的中端市场，面向有着

数年工作经验的白领、归国留学生以及国际住客等期

望有更好的住宿环境的都市人群的长住品牌，秉承“遇

见自由，爱享生活”的品牌理念，用独立简洁的个人

空间，现代摩登的交互场景，科技化的配件及强大的

后勤支持为租客提供一个精致、安全、多元的同时又

具有充分自由的居住空间。

雅诗阁集团旗下的酒店品牌各自的特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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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视的未来，不管是疫情带来的影响还是中美

关系带来的各方面影响，都会影响经济态势，对生意

造成一定的冲击，这是既定现实，我们必须接受并且

顺应，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节能增效，虽然对于雅诗

阁来说，成本管控本就非常严格，但仍存在探索和挤

压的空间，比如机器人服务、红外线测温等新的科技

手段在被我们运用到日常的服务中从而减少对人工服

务的依赖，减少人力成本，此外，我们还推出了会员

计划可以帮助我们能以更低的成本吸客同时培养忠诚

度，这都是我们节能增效的方式。

还有就是我们如前所述的我们为提升住客居住舒

适度和安全性所推出的“Ascott Care”计划以及将于

最近推出的“私享办公室”计划，来为住客提供更多

功能性服务和商务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积极拓展“向内需求”，降低

对国际住客的依赖，因为时代和市场的现实决定我们

雅诗阁在中国的拓展非常迅速，疫情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也有所变化。
中国市场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这对于贵司来讲，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要慢慢摆脱对国际客的依赖，扩展向内需求，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今后去打开销售渠道的方式和取

向。不过乐观的是，早在疫情和中美摩擦之前，我们

的国内住客比例已经超过半数，与此同时，由于我们

的产品特性，配备设施完整的厨房、餐厅及洗衣机，

让客人可以在此洗衣做饭，因而有着强大的常住客基

础，以及众多家庭客的青睐，在疫情最严重的二月份，

内地物业平均入住率是 38%，而 STR 数据显示，1 月

14 日起，中国内地酒店业入住率在两周内从 70% 迅

速跌落至 8%, 且在随后的 22 天里保持在 10% 以下，

随后随着疫情的控制，雅诗阁从三月到六月的内地物

业的 Rev 就实现了从 42% 到超过 60% 的攀爬，韧劲

远超同层次的住宿产品，所以我相信，即使是在多变

的市场环境下，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

·深圳美伦雅诗阁服务公寓·杭州雅诗阁来福士中心服务公寓起居室

我们始终相信服务才是住宿产品抵达受众的终端，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关注的点会集中在安全、卫生和

舒适。常态化的防疫将会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面对的问题，早前，为了顺应疫情，雅诗阁也在全球范

围内推出了“Ascott Care”计划，就是将高标准的清洁服务、安全的共享空间和强有力的健康保障成为一种

日常，此外，我们还开发了物业在特殊时期的其他用途，如最近推出的“私享办公室”计划，即将物业开辟

出临时的隔离居所、办公场所、小型的培训场所和聚会场所等等，为住客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安全方便的

场景。

后疫情时期，雅诗阁如何进一步提升住宿服务（防护、保障方面）？

雅诗阁主要还是一个轻资产运营的公司，自持物

业在所管理物业中的占比大约为 10%，我们对于规模

的追求大多数还是通过管理合同去实现的，比如今年

上半年中国区就签约了 13 个项目，在这样的市场环境

下，确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成绩，也侧面说明我们

的产品是真真正正被市场需要的。当然作为重要的业

务组分部分，我们的投资行为也从未间断停止过，有

好的合适的项目也一直在看，比如我们对养老物业以

及商务酒店也十分有兴趣，一直有团队在物色与跟进，

此外，通过海外 Reits 的持有和换手的物业也一直有，

让钱滚动起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是我们的投资宗旨。

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投资相对
比较谨慎，但在今年前五个月，
雅诗阁在华也逆市签约多家物业
管理合同。作为业务拓展和战略
投资项目的负责人，您认为贵公
司将制定怎样的投资策略？

·苏州盛捷白塘金融港服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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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设计

后疫情时代

 加速市场细分化

Post-Epidemic: 
Accelerate Market 
Segmentation

冯艳

阳光城上海大区资产运营高级总监、大区资产运营部门负责人

后疫情时代，您将更关注哪些热点？这些点是否会带来酒店资产管理
方向的改变？

冯艳：我会更加关注科技加持运营，智能化在酒店的运用。

未来酒店的智能化水平以及与线上融合度的高低，将决定酒店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智能化的运用可以带给住户更舒适便捷的入住体验，在疫情期间更能保证住户安全健

康的生活。另一方面，智能化的运用，能大幅降低人工成本，如线上培训、在线预订等，都将是未

来酒店发展的主流。

后疫情时代，您将更关注哪些
热点？这些点是否会带来酒店
资产管理方向的改变？

冯艳：酒店业的革新，一方面是由于经

济形势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的疫情，

但直接的是受消费者需求变化的影响。如果

想要实现复兴，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突

破：

首先，细分客户群，研究市场不断
变化的客户需求，酒店类型差异化定
位。如亲子酒店 / 客房、情侣酒店 / 客房、

商旅酒店、电影酒店等，并通过功能配置、

服务设计等方面弥补酒店短板；

其次，做强社交属性的酒店。如电

竞酒店、电影酒店、情侣等强社交属性和功能，

区域内的网红酒店效应。

最后，体验经济，多金收入。酒店

某种程度上不在仅仅是居住需求，更是一种

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感受。方方面面更加重视

消费者的体验需求，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可

能。如下午茶、餐厅、酒店伴手礼、健身房、

会议承办、晚宴承办、婚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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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艳：我们会根据不同项目的类型进行

区分，但基本上遵循以下几点策略：第一，尊

重市场化的原则和不同产品的商业运营逻辑；

第二，根据不同的项目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

并不断根据市场反应进行策略调整；第三，注

重市场推广、品牌营销、新媒体推广；第四，

回到产品本身，注重用户体验。做好产品的运

营。比如今年的疫情就让我们整个团队都更加

认识到运营的重要性。稳定的高品质的客户结

构，可以大大提升项目收益的稳定性。

如阳光城 ∙ 睿湾上海静安服务公寓项目，

2019 年 10 月全新开业，共有 217 套公寓房

间，目前出租率已经达到了 90%。在住租户

中 30% 左右为外籍人士，基本都为在静安区

工作的商务人士。此次防疫中，公寓对外籍客

人的各项管理工作相继受到静安区房管局、居

委会等领导表扬，并被静安区政府选为优秀防

疫单位，推荐给上海电台进行了专访报道。

在疫情期间，我们高度关注外籍租户及

外地客户，耐心、细心和关心对待每一位客人。

除了严格周密的疫情防控，及每日体温检测，

·阳光城

商业地产如何开发运作，是业界的长期课题。除了酒店，您还负责办公楼、
商务园区、公寓（服务式公寓 & 长租公寓）等有型商业产品的运营工作，
在不同业务板块，咱们主要是实行什么样的招商、销售策略？

冯艳：我会比较关注传统高端的星级奢华类酒

店的发展，如刚开始所谈到的，现在酒店行业都在谈

发展革新，谈互联网经济，谈科技智能化，从某种程

度上这与传统的高端星级奢华酒店所崇尚的理念会

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比如今年上海四季酒店就历

经了一次撤牌。

当人工智能化不断被强调时，有温度的人工服

务是否完全可被取而代之？各式新奇潮牌酒店的涌

现，传统奢华酒店是否必须颠覆革新。这都是我个人

比较关注的。

您会比较关注哪一类酒店的发展？

冯艳：主要是围绕两条产品线：“阳光城睿湾”

和“阳光城家”。

阳光城长租公寓作为阳光城集团的创新业务板

块，致力于构建有追求、有态度的租房生活服务平台

和集“投融管建退”为一体的资产管理平台。涵盖

“阳光城·睿湾 Le Ville Residense”服务式公寓和“ 

Yango+ Apartment”青年公寓两大产品系列，倡导

倾心服务、以客为尊的经营理念，让租客在自我享受

中感受来自管家与邻友的温情，为背负理想的城市泊

客打造一个呵护备至、温暖有爱的家。

阳光城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地产开发商，

在公寓领域有着自己的发力点。服务方面，我们始终

倡导“家”的概念，高标准的运营服务体系，将各项

流程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自上而下保证公寓管

理工作的有序开展，提高服务质量。技术方面，由我

们自主参与研发的公寓管理系统，将长短租场景有机

结合，并从客户角度出发搭建 2B、2C 的交互平台，

租客在移动端即可实现“手机在手，服务全有”的高

品质体验。秉承“绿色智慧家”的产品战略，阳光城

长租公寓产品从最初的设计到产品的落地，无不围绕

着“品质树标杆”这一核心，全方位践行着自然、健康、

智能的“YANGO Home Smart”理念。

至今，阳光城长租公寓管理体量已达数千间，在

上海、西安、厦门、北京都相继有项目入市，计划未

来五年内成为行业内有影响力的公寓运营品牌。

我们的员工还会耐心安抚住户地情绪，解决客

人的各项生活需求，时时沟通，时时提醒。

同时，公寓持续秉持提供优质高效的服

务给居家隔离的租户，包括统一处理居家隔离

租户的生活垃圾，为租户代买必须的日常生活

用品等，提供机器人送货上门。情人节当天向

住店客人赠送了玫瑰花，还为客人赠送过口罩、

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资，给予客人更多的关怀

与爱，让他们在睿湾这个“家”里住的放心和

暖心。越来越多的客户反馈选择我们，都是因

为硬件 + 服务双重的好感度。

面对 2020 年的市场，阳光城在公寓
领域会有哪些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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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一个让市
场买单的酒店？

How to Build 
aHotel that 
Allures the 
Market?

8 月 12-14 日， 在 以“ 创 变 未 来，

复兴计划”为主题的 2020 AHF 亚洲酒

店 及 旅 游 论 坛 年 会 上，MONTAIGNE 

DESIGN 蒙泰设计创始人兼创意总监王心

宴女士受邀就疫后行业热点进行演讲，探

讨如何运用设计的力量使得酒店能够差异

化突围。网易设计记者也于现场对王心宴

女士进行专访，听其分享后疫情时代，蒙

泰在酒店设计领域的探索与思考。

网易设计

今年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的主题
是“创变未来·复兴计划”，面对疫情，酒店
业都在谈复兴，您怎么看？若要实现酒店复
兴，需要从哪些点进行突破？

2020 年的开端非常特别，酒店行业受疫情的影响确实非常大，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看出哪些酒店品牌能够存活下来，哪些受

到疫情的影响没有办法去生存、倒掉，其实这也是验证一个品牌生

命力的时期。

当然，存下一个阶段，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市场，也必须要思

考如何能够更好地把控成本。过往的十年，酒店行业过于重视气派、

追求奢侈感；而未来，将更加务实。

作为设计师，如何更好地把控甲方投资的设计成本，并精确

品牌定位，这非常重要。如今的品牌市场愈加细分，投资成本缩减，

设计师更需要做出创意与特色，让酒店在整体视觉上更具辨识度。

2020 年上半年，对很多人而言都封闭在家，那么接下来，度

假村、度假酒店将会非常火爆，比如我们的两个项目——杭州开元

森泊度假酒店和莫干山开元森泊酒店，现阶段基本上是一房难求。

我相信，度假酒店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此外，城市之中，存量酒店数量较大，城市酒店如果要突破

重围，需要让品牌符合现代消费的心理，同时在务实基础上寻求高

性价比、高回报、高颜值、高传播度的空间与设计方向。

2020 年，一场黑天鹅事件将“酒店复兴”引至行业焦点，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复工

复产步伐不断加快，酒旅行业应如何 “重启振兴”、如何在“新基建”与“内循环”中抓

住机遇……等一系列问题被迫切讨论。在王心宴女士看来，疫情之后，度假酒店火爆，而

城市酒店突围需要更贴合现代消费群体的心理。

王心宴

MONTAIGNE DESIGN 

蒙泰设计创始人兼创意总监

肯定有改变的。中国人还是很喜欢在外面社交、吃饭、交友的，如今被长时间圈在家中，

沟通方式上受到很大影响。目前，尽管全球疫情依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但中国已相对稳定，

中国市场的发展有望得到快速复兴。

从设计层面，我们发现，疫情之后也会有一些报复性消费，但更多的是人们更重视生

活品质、更重视与家人的共享时光等。

受疫情的影响，在酒店设计上，用户习惯会有一些改变吗？

后疫情时代 度假酒店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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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开春，由蒙泰设计打造的莫干山开元森泊度假酒

店正式面世，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将当地特色风景森林和湖泊带

入整个酒店空间中，让宾客与外界互动感和体验感更强。近年来，

蒙泰设计陆续与本土品牌开元集团、东呈国际集团、华住集团

展开合作，从国际酒店品牌到本土酒店品牌，背后是蒙泰设计

对市场的另一层解读。

王心宴：蒙泰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随着中国市场的

发展，业主逐渐认识到国际品牌酒店投资的一些局限性，再

加上国内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本土品牌的崛起。因此，目前

中国市场中，中产阶级消费、度假旅行升级，中端酒店品牌

需求非常大。在现有市场发展的情况下，本土品牌的崛起是

必然的，比如东呈、开元、华住等集团，他们快速发展、在

市场上的占有率越来越高，对于成本的把控也非常到位。

对设计师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而蒙泰，有着

与众多国际酒店品牌合作的背景，我们拥有独特的视角和经

验，去协助中国品牌方研发自己的品牌，并能有效地融合国

际与本土文化、工作方式，在沟通上也会占到一定优势。

此外，酒店设计需要不断去创新、研发，还需要尽管市

场的不同的角度去辨证。我们面对怎样的市场、如何做出有

辨识度、有故事性、高传播的设计品牌、本土的品牌，如何

做到一个让市场买单的成功品牌，这是非常现实的。因此，

近几年我们在酒店设计研发板块也在不断地加强投入。

鉴于种种原因，很多本土品牌也会找到我们，我也觉得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些本土品牌的发展中。

蒙泰做了很多大型国际商务或度假酒店
的设计，也有一些精品酒店的设计，特
别是近两年，也开始接触一些本土品牌
的设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本土品牌崛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您有想要去尝试做的酒店类型吗？

受益于消费升级和中产消费群体的快速扩大，蒙泰在酒店产品的设计上立足于国际视野，充

分挖掘本土文化元素、走差异化发展途径，为众多酒店企业打造出核心竞争力。采访中，王心宴

女士介绍道，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产品、文化与服务的精选正逐渐成为酒店行业下一阶段的

发展趋势。

王心宴：之前的酒店市场可以简单分为商务酒店、度假酒店等大的板块，但是如今很多商务

酒店都往都市休闲方向发展。市场细分化，品牌更加追求小而精，精准的市场定位更加易于传播。

如今的人们，注意集中力都较为短暂，都有一种猎奇、探索的心理，希望不断看到新的设计

理念或者故事性的叙事方法。因此对设计师来讲，在讲故事上、故事叙述上也可以做得更加纯粹，

更有体验感和互动性，设计感更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打动顾客。

一直以来，蒙泰在 lifestyle、生活方式酒店这块都比较擅长，无论是都市酒店、度假酒店、

还是存量改建型的酒店，我们在叙事和艺术视角都具有国际化，再加上本土化的文化，因此更善

于创造出独一无二的情感共鸣空间。尽管这块非常具有挑战性，但我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的品牌或

者新的挑战。

王心宴：任何一个我没有做过的品牌，我都愿意去尝试，

我是一个完全 open-minded 的人，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设限。

无论是超五星级的国际品牌，还是便捷性酒店，越来越多

的中国酒店都非常有设计感，遍地开花且体量非常大。如果是

大型高端品牌，可能需要五六年时间，但精品酒店，往往一年

就落地了，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挑战性。作为设计师，应该是

全方位；不能因为品牌、星级，限定你设计的创造性。

不能让星级，限定你的设计

刚刚您也谈到，现在酒店市场细分度非常高，很多电竞、电
影类酒店蓬勃发展起来。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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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酒店冯洁
助力行业复苏躬身入局，

Practicing Social Resopnsibility to
Foster Industry Recovery

冯洁

美团酒店 高级顾问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硕士

拥有20年旅游酒店行业从业及管理经验

“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我们的宗旨。”

【关于美团及美团酒店】

美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美团成立在 2010 年 3 月

份；2012 年推出电影业务，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

好的平台；2013 年推出了外卖业务， 2019 年 7 月 26

日达到了当天单量三千万单，而前段时间又创了四千万

单记录，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往上走；2014 年推出了旅

游门票和酒店预定业务； 2015 年美团和大众点评达成

战略合作，这两个非常伟大的公司走到了一起； 2018

年 4 月份收购了摩拜单车。摩拜单车和外卖是美团大流

量的入口； 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团在香港上市，从当

时上市的 69 块港币，到现在 210 块钱左右，而截止到

2020 年 7 月 31 日，我们是全球第八位市值。

美团连接了消费者（图 2 黄色部分）与

商户（图 2 橙色部分），覆盖信息流与资金流，

这让我们更好地去做平台化和生态化。用户

平均交易这个数字提升得非常快，在 2017

年的时候只有十几笔，而现在已经到了 26.2

笔（见图 3）。200 个以上的服务品类除了

酒店、电影、高频的外卖和单车，也有一生

之用的一次婚宴和殡葬服务等。

【图 1- 历史进程】

【图 2- 公司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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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卖骑手，去年

有 399 万人登记在册，而今年疫情以后，

1 月 18 日到 3 月初就有 30 万人在这个

平台上登记，成为了外卖小哥。疫情以

后，美团卖菜数量销售额也上升得很快。

美团外卖订单量、到店交易额、酒店预

定间夜量、门票销量、电影票销量，综

合品类用户占比都是全中国第一位。

【图 3- 业务成果】

【图 4- 品牌布局】

去 年 全 年 国 内 酒 店 入 住 间 夜 达 到

3.92 亿，2019 年 10 月 1 日单日定房量

超过三百万，年轻用户非常多，所以我

们也有种草的榜单，包括黑珍珠榜单、

必吃榜、必住榜，还有每个城市的必玩

必逛。很多人在榜单驱动下，看到了以

后就会去“种草”，再到后面心心念念

的“拔草”，这是顺应年轻人的生活方

式。美团的特点就是年轻，85 后、90 后

占 80% 的人群；当然亲子也是非常有特

色的美团客户群体。

美团在疫情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首先

就是推出了《中国酒店客房防疫自律公约》，

不仅是公约，还有闭环的管理，让每一个酒

店人，通过视频、照片上传打扫卫生照片，

供 C 端用户选择，一方面提升酒店流量，一

方面使得 C 端用户住得安心、踏实。

【图 5- 必住榜】

【图 6- 中国酒店客房防疫自律公约】

【躬身入局，践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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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酒店快速复苏，美团启动“春风行动之酒店振兴计划”，7 亿振兴基金 +1 项“安心住”行动 +7

项复苏政策助力 +4 个“三千”助力武汉。至 4 月中旬，参与美团酒店振兴计划，免费获取酒店复苏资源，超

16 万参与酒店间夜涨幅超 115%。除了武汉当地，全国当地酒店都有流量扶持。疫情以后，“健康”、“安心住”

这些关键词在网上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所以美团为“安心住”酒店及民宿提供了线上展示方式，商家可以直

接在线公开、透明地展示自己各个区域的清洁过程。据了解，有 91% 准备预订酒店的用户更关注防疫消毒清洁、

酒店员工健康情况。截至 3 月 27 日，对比未参与安心住的商家，美团“安心住”酒店间夜量涨幅 99%。

2020 年 1 月 10 日，《酒店在线服务质量评价与等级划分》团体标准在北京发布，该标准由中国互联网

协会批准立项，美团牵头，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起草，

是国内首个对酒店在线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和评级的标准。4 月 13 日，美团发布业内首个《在线平台酒店预售

服务规范》，从预售服务要求、流程、监督和评价、紧急事件处理以及服务质量管理等 5 个方面，规范酒店

在线预售的服务和流程，为酒店预售服务相关企业提供了规范化经营依据的同时，也清晰厘定酒店预售过程

中平台和在线酒店的责任，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美团还通过美团大学美酒学院联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共同开展“酒店收益管理

师公益培养计划”，已认证 2300 余名符和《酒店收益管理人员职业能力要求》团体标准的助理酒店收益管理

师。该项公益培养计划得到了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等 9 个行业协会的积极响应。我们在过往时间里面，做了

一些公益直播、免费培训，为整个中国酒店行业还有小的遍布全国各地的几十万商家提供一些资讯和知识。

复工以来，为了加速酒店行业的回补与复苏，美团大美酒学院已与行业协会携手开展疫情专题培训近百场。

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做了很多社会责任感的公益活动，包括去年春节请留守儿童到上海和广州跟他们父

母团聚，或者去比较贫困的地区做客栈、旅馆扶贫项目等。

【图 7- 美团安心住】

【图 8- 美团酒店公益活动】

疫情后整体的市场逐步恢复，七八月份暑期恢复潜力特别明显，尤其是 8 月份集中爆发，事实上 7 月份和 8 月份的数据都是非常好的。尽管外地

游还是有所限制，其实上海本地和以上海为中心，大概 150 公里到 300 公里的距离出游需求还是很旺盛的。

从场景化的市场来说，周边游，目的地旅游还有约会、出差，按照这个流程逐渐的恢复，自然风光、游乐园、古镇、海滨度假都是人们非常追捧的。

现在通过数据看，从过去跟团去旅游景点、在当地打卡，疫情以后变成休闲度假、泡酒店。这个酒店是我们所说的网红度假酒店，包括亲子酒店都是

场景化追捧的地方。

从城市的分布来说，可以看到南方一二线城市大于北方的一二线城市，还有大于南方三四线城市，周边游是主要战场。

从酒店战场来说，经济型酒店是年轻市场，本地约会的场景。其实不光是经济型酒店，现在很多星级酒店也开放了钟点房业务，也非常受年轻人

的喜欢。连锁酒店是核心地标场景，高档酒店是周边游，今年的奢华酒店入住率和去年相比已经能持平，甚至更高，ADR 基本恢复到去年水平甚至更高，

这是产品优化，酒店 + 产品，内容 + 流量。

因此，美团“超级团购”安心兑换联盟的推出，能够随时退换、随时兑换，这样的体验也真正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图 9- 新解法——超级团购】

【新市场，新解法——疫后暑期市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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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突然的到来，令行业猝不及防，资产管理的知识成为各集团 / 酒店“稳住”现金流、推动复兴的关键。

2020 年是 HAMA 中国成立五周年，第七届 HAMA 中国酒店资产管理大会暨五周年庆典于 8 月 14 日上午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隆重举行。作为 2020 AHF 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的重要环节，来自 HAMA 的理事会

员及酒店行业的业主们就疫后行业热点、重要案例进行讨论，探讨中国酒店资产管理方向，共享资产管理经验，并

进行重要数据和经验的分享。这是中国酒店资产管理精英人士的聚会，也为酒旅行业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助燃剂。

酒店资产管理助力行业复兴计划

china

WHAT
IS 
HAMA

全球酒店资产经理人协会 (HAMA) 是由致力为酒店业主提升其资产

价值的酒店行业精英所组成的专业性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教学、职业

技能训练等提高酒店资产经理人的专业水平，为所有酒店业主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HAMA 于 1991 年在美国创立，其会员皆为酒店行业的资深管理高

层。协会每半年举行行业论坛及交流会，并为协会的会员及酒店业同

仁树立共同的行业准则，促进行业间的互信互助。目前 HAMA 在全

球有 6 个地区分会机构， 分别是 HAMA 美国总部、欧洲分会、日

本分会、亚太 ( 新加坡 ) 分会、中东及非洲分会，以及 HAMA 中国

分会。

在中国第一位全球注册酒店资产经理人（CHAM）周涛先生与 AHF

亚洲酒店论坛中心的不懈努力下，HAMA 中国于 2014 年 9 月 在北

HAMA 会员来自的企业（部分）

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京正式成立，汇聚了国内一众顶尖酒店业主公司的决策人，在国内

酒店业迅猛发展以及海外投资日益增多的新形势下，他们将影响中

国乃至世界酒店行业经济的脉搏。HAMA 中国秉承协会宗旨，引进

和运用国际化资产管理理念并集思广益结合国内具体实践，以追求

提升酒店价值和促进业内交流进步为协会使命，为中国酒店资产管

理业界凝聚核心力量，带来全新气象。HAMA 会员招募实行严格

的邀请制和理事会员推荐制。HAMA 中国的会员多为国内顶

尖酒店业主公司的高层决策者。截止目前，HAMA 中国共有会

员 70 余位，会员所辖酒店近 1400 家，客房总数达 275,000 间，

HAMA 中国正不断成长发展，会员队伍持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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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尽量都用左右排版，
上下排版只在特殊情况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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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世界之博大 

合本土之精深
HAMA 中国是在 HAMA 全球各分会中第一个通过开办资产管理学院的形式开展对会员教育、改善资产管理实践的酒店资产经理人协会。为

更好地满足亚洲酒店也的改革发展，以及酒店行业对专业资产管理经理人的需求，凤凰资产管理学院是凤凰资产管理（PHC）携手 HAMA

中国为培养专业的酒店资产管理经理人和具有全球视野的卓越行业领袖，以 HAMA 全球为依托，借鉴美国资产管理经理人认证体系经验而设

立的亚洲首家权威专业的资产管理学院。

2017 年 10 月，PAMS 作为亚洲第一家权威专业的酒店资产管理学院正式成立，得到了 HAMA 全球及国际资本投行精英人士的全力支持，

其全球跨行业高水准师资和多元化优质生源，在传授专业资产管理业务技能的同时，也为品牌与开发商搭建了一个良性的社交与沟通平台。

PAMS@Campus 在校园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旨在推广专业资产管理理论体系和国际实践经验，培养更多的优秀中国资产管理经理人。课程设置涵盖六大方向，包括

资产管理流程、酒店运营、不动产和实物资产、合同与法律事务、财务分析和基准管理与 CHAM 国际班板块，并辅之优秀酒店及综合体考察、

欧美著名大学游学考察，帮助学员改变思维模式、拓展全球视野和具备终生学习能力。完成课程体系后，学员将获得由凤凰资产管理学院和

HAMA 中国共同颁发的中国酒店资产管理师证书。

自 2018 年 3 月首次在昆山杜克大学推出国际酒店资产经理人认证课程并成功举办第一、二期课程，PAMS 凤凰资管学院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在行业内迅速掀起资产管理的热潮，并获得资管领域精英们的一致好评。截至目前，汇聚了全球三十多位来自跨行业的资深人士

担任长期讲师，累计有来自酒店业主公司、投资开发企业的超过百位中高层管理人员参与课程学习。

PAMS@USA 2019 年 9 月美国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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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pitality Asset Managers Association (HAMA) is the 

pre-eminent 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s responsible for 

proactively increasing asset values on behalf of hotel owners 

worldwide.  Its mission is the enhancement of hospitality 

asset managers through education, advancement of the 

profession, and serving as the collective industry voice of 

hospitality ownership. HAMA promotes ethical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mutual respect among members and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Established in the USA in 1990s, HAMA furthers its global 

presence by establishing affiliate relationships with Europe, 

Japan, Singapore and Mid-East & Africa. On September 

30th, 2014, HAMA China Chapter was established.

HAMA 中国分会

全球酒店资产经理人协会（HAMA）是由致力为酒店业主

提升其资产价值的酒店行业精英所组成的专业性组织，其

宗旨是通过教学、职业技能训练等提高酒店资产经理人的

专业水平，为所有酒店业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协会每半

年举行行业论坛及交流会，并为协会的会员及酒店业同仁

树立共同的行业准则，促进行业间的互信互助。

创建于 1991 年的 HAMA, 目前在全球有 6 个地区分会机

构，分别是 HAMA 美国总部 , 欧洲分会，日本分会，亚太（新

加坡）分会，中东及非洲分会，以及 2014 年 9 月 30 日成

立的 HAMA 中国分会。

The Certified Hotel Asset Manager (CHAM) designation 

is the world ’ s only advanced certification available to 

accomplished hotel asse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HAM 

designees represent senior hospitality professionals whose 

knowledge base is further validated by achieving a passing 

score on the CHAM exam in addition to satisfying other 

designation requirements.

CHAM Training Course is the exclusive education provided 

by HAMA Chin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AMA Global 

Chapters. Its mission is to enlarge the community of qualified 

hotel asset managers in China.

CHAM 国际认证

全 球 酒 店 资 产 经 理 人 认 证（The Certified Hotel Asset 

Manager，简称 CHAM）是全球唯一对杰出酒店资产管理

人士的高级认证。只有业内最资深的资产管理精英，在通

过认证考试之后，才能获得证书。

CHAM 认证课程是依托 HAMA 全球智慧，与 HAMA 中

国协力开办的酒店资产管理专业课程。由 HAMA 中国会

长（中国首位取得 CHAM 全球认证）将重点选取国外考

试参考书籍，结合聘请的专业讲师所编写总结在中国的资

产管理实践经验与理论。传道授业，旨在培养合格的国际

酒店资产管理职业经理人。

The Hospitality 
Asset Managers 
Association 

The Certified 
Hotel Asset 
Manager

HAMA CHAM

china

联合主办 战略合作

2020-2022

国际酒店资产经理人认证课程
全 球 唯 一 对 杰 出 酒 店 资 产 管 理 人 士 的 高 级 认 证

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PAMS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 , 欢迎您申请！

毕业 认证 获得

PAMS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HAMA 中国颁发
《中国酒店资产管理师》

中国权威学习认证

定制海外游学 助力申考获取
《康奈尔大学酒店资产管理高管项目》

《CHAM 国际注册资产管理师》
两大国际资管证书

CHAM 中国班 —— 全新打造
CHAM 国际班 —— 全面升级



Phoenix Asset 
Management School

2020 年的新冠疫情

给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而时艰当下

更需要合格的酒店资产经理人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PAMS)
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国际酒店资产经理人认证课程第三期
也克服了重重困难

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

在上海正式开学

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情况下

大家依然从各地

赶赴上海出勤上课

这个周末  课堂上的互动

比上海的艳阳天更为热烈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
8 月 15 日上午 9:00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PAMS）国际酒店资产管理经理人认证课程

第三期课程开学典礼

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一班和二班的“学长学姐”们

纷纷到场分享了他们上课的心路历程

也对三班的学员们寄予了厚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班将承载着祝福

在充满挑战与美景的资管征程上

乘风破浪

开学典礼



为了让学员们在未来的学习中合作更加密切

破冰团建是必不可少的

几轮的快速自我介绍

课室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再“眉目传情”一下氛围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自我介绍，建立团队」

“妙笔生花”是 PAMS 破冰的保留项目

小组成员们需要起队名、画队徽、想口号

在卷轴下留下每一个人的痕迹

完成一幅团队作品

将贯穿整个课程

学员们都会在未来的学习过程中

逐渐体会到这些句子的含义

破冰活动

“全球视野，中国视角”
“融世界之博大，合本土之精深”
“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本次集中授课包括的主题有：

《资产管理流程》《酒店估值与商业模型》《通过运营监控释放酒店
资产价值》《从酒店资产角度审视业主与酒管公司关系》
 「江一，安永财务交易咨询合伙人」
 「邓珂，全球第 40 位、中国第 3 位 CHAM（全球注册酒店资产管理师）」
 「钱进，希尔顿大中华及蒙古区总裁」

   

尽管不能亲临现场授课

Eric J. Levy 与学员们的线上互动依然活跃

通过对资产管理流程的讲解

三班学员们走进了一个令人兴奋又期待的领域

大家都对 CHAM 愈发充满憧憬

 「Eric J. Levy, HAMA 亚太分会前会长 /TSI 董事总经理」

在 PAMS 第一次授课的尾声

当然少不了来自 HAMA 中国分会创始会长周涛先生的分享与勉励
 「周涛，HAMA 中国分会创始会长」

资产经理人是业主代表的进化版和升级版

期待中国有更多合格的资产经理人掌握资产管理思维

创出真正的业绩使酒店保值增值
 「二班学员合影」
 「开学典礼合影」

凤凰资管，扬帆起航

凤凰资产管理学院开启资管新时代

集中授课





Why Choose BHS
为什么选择包豪斯
模式创新
创新业态组合，集服务式公寓、联合办公和复合美学生活空间三维一体；

运用“量资产 + 金融 + 互联网”的模式，易复制、可加盟，确保资产收益最大化；

优选项目进行投资改造，通过出租经营、资产管理和资产交易，实现证券化退出。

产品优势
是融合公寓、办公、商业（新零售）、艺术美学生活、社交空间等多功能的新物种；

便利的核心区域，专业的资管团队，完善的配套设施，标准化个性服务；

秉承包豪斯的设计理念、几何美学和色彩法则，打造复合美学生活空间。

品牌合作
金茂酒管运营，为周边物业带来增值空间；

沿承金茂的管理服务体系，共享金茂的销售渠道优势。

市场优势
租赁市场迎来政策红利期；

填补目前国内中高端市场品牌的缺失；

满足庞大的商旅客户和办公人群需求。

MA 和托管模式
MA 模式即全权委托代理，适合缺乏公寓运营经验的业主。包豪斯中心负责筹备
和管理，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MA 收费包括 TASA 费、商标费、管理费及
GOP 提成。

托管合作采取收入分成模式，不改变业主房屋产权。托管合作收费包括TASA费、
商标费及分成。若物业对外散售，需另外收取品牌费。

物业收购
根据资产交易或股权交易方式的不同，包豪斯（中国）联合资本伙伴直接收购在
境内的标的资产。北京嘉德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交易阶段负责项目甄选和谈
判、法律文件、项目公司设立、项目融资及投后资产管理，并通过包豪斯（中国）
商管和金茂酒店管理在项目收购后进行市场定位、设计、开发改造和招商运营管
理等工作。

自有物业投资
项目物业租金作价投资 +包豪斯中心及联合第三方资本投资，组成合作标的物业的
联合投资机构，由包豪斯中心团队进行设计、建造和商业运营，收益按股本分红。

自有物业出租 & 升级改造
包豪斯中心团队为物业进行设计、建造或监理建造，前期开办运营之后交付业
主自主管理，使用包豪斯中心品牌并由其进行品牌管理。



2 0 2 1 A H F亚洲酒店及旅游论坛年会

第十六届中国酒店星光奖颁奖典礼

AHFworld.com
M a r c h ,  3 0 - 3 1 ,  2 0 2 1  P u d o n g ,  S h a n g h a i  上 海 · 浦 东

一 元 初 始 · 万 象 新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