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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

我们也向为本研究项目做出贡献的专家表示感谢：

游绩效研究》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和世

Roger Carter博士，Juan Carlos Belloso先生，Salvador Anton

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的合作项目。这项调查活

Clav 博士，Hans Dominicus先生，Xiang Feng博士，James

动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城市管理和质量署负责人

Flannery先生，Katrin Heintschel女士，Yusuke Ishiguro教

Esencan Terzibasoglu女士督导，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

授，Junichi

游城市管理和质量署的Glenn

Rieder博士，Song Rui博士，Kumud Sengupta女士和Terry

Cauwenberghs先生和Sascha

Kumada先生，Johannes

Novy博士，Ludwig

Stevens教授。

Stange先生提供协助。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向协助本调查项目的所有旅游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后还要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单位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北京市旅游委员会，开普敦旅

会秘书长宋宇先生，为他对《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

游局，马拉喀什区域旅游理事会，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

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项目的坚定支持表

局，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北海道大学（高级旅游研究中

示衷心感谢，并衷心感谢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副秘书长

心），波哥大旅游学院，JTB旅游研究与咨询公司，札幌

李宝春先生和严晗先生，以及他们的团队对本项目的持

市政府和札幌旅游协会，首尔市政府旅游组织，天津市

续支持。

旅游局，东京会议旅游局，林茨旅游局，都灵旅游局，
安特卫普观光组织，佛兰德观光组织，柏林观光组织和
哥本哈根观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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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Taleb Rifai
Secretar y- General,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旅游业日益成为世界各城市和市区经济、社会和

在此，我谨代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

地理环境的中心组成部分。旅游业提供了一系列文化、

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

建筑、科技、社会和自然环境体验，以及休闲和商业产

该组织对本研究给予了宝贵的配合与贡献，也感谢参与

品，成为各城市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该宏大研究项目的所有城市。我还要特别感谢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秘书长宋宇先生，感谢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和

联合国人居署推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70%将生

贡献。

活在城市，到2025年城市的年度贡献额将超过30万亿美
元。因此，我们必须以协助决策者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

我相信这一研究将为世界所有城市提供关于旅游城

方更好地进行城市旅游管理为目标，监测旅游城市的发

市最佳实践的有益见解，同时，在决策者和地方旅游利

展状况，准确处理需改进的各个领域。

益相关方努力提高业绩、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过
程中起到引导作用，让城市领导人在推进2030议程和实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

现议程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做出贡献。

游绩效研究》描述了全球15个不同城市的成功案例，以
便于其他城市研究和学习。研究还包括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关于《新平台旅游服务业》（或共享经济）报告的
摘要，该报告评估了新平台旅游服务业对城市旅游业和
城市总体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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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宋宇
Secretar y- General,
World Tourism Cities Federation
(WTCF)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

根据这些旅游城市发展的案例研究，我们建立了量化标

游绩效研究》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项目，它以城市旅游业

准和可复制模型，为全世界旅游城市树立了“精心设计

发展为研究中心，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和联

和良好管理的旅游”的经典案例。城市是世界旅游的主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共同主办。该项目旨在回

要目的地和旅游资源。世界上大部分的旅游活动只能以

顾世界旅游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探索世界旅游城市发

城市为中心来实现。

展的评价标准，为世界旅游城市的发展提供样板。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将进一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以城市为主体的全球性国际
旅游组织。联合会现有会员包括来自世界62个国家的128

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枢纽和平台作
用，为世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个城市和64个机构，覆盖了五大洲和整个旅游产业链。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以“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为核
心愿景，致力于推动世界旅游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促
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市场繁荣。

2017年被定为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主题是“精
心设计和良好管理的旅游”。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
15个旅游发展成就卓越的城市，作为特殊研究的素材。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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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目前，旅游业同其他行业一样，是世界很多城市的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和世界旅游城市联

经济、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显示，

合会（WTCF）共同发起了《城市旅游绩效研究》，研究

世界城市旅游的需求量在过去 10 年增长了约 50%。

报告为全球城市旅游业绩评估提供了一套原则及信息交
流框架。这项研究由一个专家团队负责，他们收集了实

目前，世界人口的 50% 生活在城市，城市对全球

地数据，以深入了解参与这项倡议的每个城市。

GDP 的贡献率超过 50%。到 2030 年，世界人口的 2/3 将
生活在市区，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市区人口将增加一倍、

研究对城市旅游业业绩方面的成功案例进行了分析

市区面积将增加两倍（联合国人居署）。因此，有必要

和评估。这项研究对 15 个城市进行了个案研究，对每个

监测市区旅游业绩，明确需改进的领域并采取措施，以

城市都进行了深入了解，这将有助于其他城市学习这些

帮助高层决策者和地方利益相关方就城市旅游治理和管

城市的成功经验，从而提高其自身旅游行业的业绩、竞

理采取战略措施。

争力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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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素

4. 真实体验：对于很多游客来说，“像当地人一样旅行”
已不仅仅是潮流所趋，而是游客深入了解某旅游城

我们通过个案分析和评估，认为城市旅游行业业绩
有以下成功因素。

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获得真实的当地体验、把城
市作为当地人和游客的共享空间，已经成为很多旅
游城市的核心内容。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实施

1. 长期愿景和战略规划：城市旅游行业业绩成功的关

其 MiBarrio 项目，先进行广泛调研、识别每个街区

键因素是明确城市的未来愿景并据此进行长期战略

的独特性，然后重新设计和评估旅游路线，使游客

规划。战略规划通常包括短期和长期目标以及定期

获得全新的当地体验。

业绩评审，并在必要时予以修订。制定共同愿景事
关大局，应由城市的所有旅游行业利益相关方、决

5. 社区参与：应确保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发展、接

策者和居民协作完成。这方面都灵和林茨等城市是

受游客。经验表明，可以通过战略规划过程成功实

很好的例子。他们在大胆设想后进行战略规划，以

现当地居民的参与。例如，哥本哈根的旅游业在战

旅游和文化为核心，后工业城市成功实现转型。他

略层面统筹考虑居民、行业和游客。人们认识到，

们特别成功之处在于，对城市进行再生式的巨大改

如果当地社区没有参与到观光体验，旅游业反而可

造和创新，整体发展旅游城市，将城市变为生活、

能会对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在波哥大，

工作和观光的理想之所。

社区参与活动不仅针对当地居民、旅游服务提供者
和出租车司机，甚至还在学校开展，使学生们了解

2. 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一些旅游城市实现旅游行业

旅游业创造附加值的潜能。

发展转型的经验表明，公共私营部门合作制是首要
因素。北京在旅游行业大力推广公共私营部门合作

6. 文化遗产投入：投资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通常是旅

制，并许诺通过私有资本的支持，促进文化和创新

游城市的核心内容。同时兼顾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向

行业的发展。柏林的方法则有所不同。柏林的“柏

游客开放，在这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外国租

林观光”旅游城市管理组织采取公共私营部门合作

界和杭州大运河特别成功。

制的模式，将城市打造成一个主要旅游城市和会议
7. 产品开发：产品和旅游服务，同文化遗产和景点创

行业的首选之所。

新一样，已经成为很多旅游城市的核心内容。林茨
3. 经济支持：提升一个城市的旅游行业也意味着为当

的电子艺术中心在这方面做得特别成功。这个电子

地经济提供稳定就业。在东京，东京商会等政府机

艺术中心是一个展示、诠释和激发思想的博物馆，

构性质的利益相关方在帮助住宿、餐饮以及其他旅

其主旨是未来社会图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杭州的

游相关服务的中小企业提高其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关

“西湖印象”在这方面异曲同工。这个新颖的水上

键作用。在激励机制上采用了就业、财务、法律以

大型露天表演已经成为杭州的一个主要景点。

及其他方面的专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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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动：越来越多的城市在战略层面将主办活动纳入

10. 技术：为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和游客的体验质量，

旅游业，以提高其市场定位和应对季节性变动的影

智慧城市、新平台旅游服务（又称共享经济）等概

响。例如，札幌的冰雪节为期两周，有冰雪雕塑、

念逐渐成为旅游业的新业务模式。例如，为将首尔

小吃摊、溜冰场和各种表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建设成为更有持续性和宜居的城市，首尔推出“共

的游客。

享城市”项目，以培育共享经济生态、推广共享文
化。札幌和安特卫普运用实时人群密度监测引导游

9. 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政策：旅游城市要可持续发展，

客流量，实现游客流向和安全的可视化控制，并在

仅仅关注游客数量的增长还不够。企业社会责任以

必要时采取措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数据”项目，

及有关循环利用、能源效率和绿色空间的政策已经

将通过自主开发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南美第一个

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例如，开普敦建造维多利亚 -

在旅游行业应用大数据工具的城市。

阿尔弗烈德码头区（V&A Waterfront）时着眼于为当
地市民创造和培育机遇。其愿景是成为公认的负责
任的首选旅游城市，成为管理专业且有环境意识的
企业，顾及其运营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都灵的
“慢食”（Slow Food）概念让其成为一个美食中心，
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是食品生产和消费的质量、公
平和可持续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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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一贯将城市旅游作为国内和国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将市区旅游定义为：

际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各旅游城市的经

“发生在市区空间的一种旅游活动，其本质特点是

济、社会生活和地理环境的主要主体。城市旅游也是

基于行政、制造、贸易和服务等非农业经济，并且属于

创造经济、社会和空间动力，从而改变市区面貌的驱动

交通枢纽。旅游市区/城市为休闲和商务提供多种多样的

力，其作用机制是为公共空间和设施注入新的活力，促

文化、建筑、技术、社会和自然体验和产品。”

进当地便利和娱乐设施的连通和发展，以及刺激创业、
发展公共私营部门合作制、吸引其他行业和服务、树立
市民文化和自然保护的意识。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倡议以全球共享的愿景和战略
方法，重新利用这些工具以适应市区旅游的新范式，并
同时通过整体规划、有效治理、知识管理和专业化运

全球流动性提高、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人与人之间
的知识共享度增加促进了市区结构发展，促成了城市旅

营，促成旅游活动、市区发展政策和当地居民的社会经
济利益的有机结合。

游需求量在最近几年的阶梯性增长。城市旅游服务属最
标准化的产品，通过在线预订便可随时完成销售。城市

有必要监测城市旅游行业绩效，明确每个城市需改

是短期休假的理想旅游地，主要是因为交通方便，而且

进的领域。为此，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旅游城市

城市通常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文化体验，完全符合出行

联合会共同发起了城市旅游绩效研究。这份报告基于全

需求的总体趋势。

球15个城市的成功案例，为全球各旅游城市的业绩评估
提供了信息交流框架。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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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
游绩效研究》基于在城市层面收集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专家们就每个关键业绩领域根据三类准则对所掌握
的信息进行评估。

参与项目的专家通过针对所识别的绩效准则进行实地考
察、与主要利益相关方进行访谈，实施本倡议所确立的

1.

调查方法。

主要业绩准则是那些对于决策者和旅游地重要的准
则：这类准则由数量、百分比或比率等定量准则组
成，这些数据相对比较容易获得，旅游委员会、统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

计署或类似的机构可以提供。

游绩效研究》中所述15项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5个关键业
绩领域（KPA）的：

2.

第二级业绩准则包括不能通过定量数据收集的准
则：这类信息可能通过简单的“是/否”问题确认数

1. 旅游城市管理；

据是否存在来收集。

2. 经济视角；
3. 社会和文化视角；

3.

4. 环境视角；

第三级业绩准则指通过专家访谈以深入了解问题而
收集的定性准则。

5.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合作完
成的这份报告，从专家们对15个城市所做的研究中仔细
甄选与关键业绩领域有关的信息，通过定量数据回顾每
个城市取得的进步，并讲述其具体的成功经验。

1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17

13. 马拉喀什（摩洛哥）
14. 首尔（韩国）
15. 开普敦（南非）

10. 都灵（意大利）
11. 札幌（日本）
12. 东京（日本）

6. 天津（中国）
7. 波哥大（哥伦比亚）
8. 哥本哈根（丹麦）

2. 林茨（奥地利）

3. 安特卫普（比利时）

4. 北京（中国）

12

9. 柏林（德国）

15

14

11

5. 杭州（中国）

1

5

4 6

1.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7

13

8
3 9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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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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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广场的玫瑰宫

1.1

引言

1.1.1 基本介绍

登陆之地，其中有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黎巴嫩的叙利
亚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是他们赋予了这个大都市活
力四射、文化多元的特质。

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地处阿根廷中东部，依巴拉
它河畔而建，是阿根廷的首都与联邦政府所在地。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有人口约290万（整个大都市地区
的人口为1280万），面积约202平方千米，是阿根廷最
大的市区，南美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世界20大

这个城市集多元文化传统于一身，要感受市井生活
的多样性，徒步即可，而且有免费的导游服务。这里是
不夜之都，美食是文化之旅不可错过的伴侣。另外，布
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生态良好、健康的城市，有大面积
的公园、广场和自然保护区以及绵长的海岸线。

城市之一。1 | 2

按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的调查，
布宜诺斯艾利斯属阿尔法级世界城市（南美洲共有三个
属于这个级别的世界城市，另外两个是圣保罗和墨西
哥城）。 3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质量位居拉丁美洲之
首，其人均收入（人均GDP为24812美元）4位列该地区

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年接待1080万游客5，位居南美洲
之首，入选“世界25个最佳旅游城市”，是南美洲最受
欢迎的城市（TripAdvisor 2016）。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南
美获奖酒店（2015 拉美酒店50强6）最多的城市，荣登
《Condé Nast Traveler》旅游杂志“2013年中部和南
美洲最佳旅游城市”之首。

前三。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由西班牙殖民者胡安·德·加雷
于1580年初建，当时他为之取名“三一市”。19世纪，
当时地广人稀，所以阿根廷政府鼓励欧洲人来此移民，
以增加人口。从此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便成了欧洲移民的

20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1.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国际游客数量增加的有利因素有：

布宜诺斯艾利斯坐拥南美地利之便，连通地区和世

■

针对中国公民的移民限制降低。

■

暂停针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公民的互惠费。

■

与大洋洲的联通性提高（新西兰航空）。

界主要城市。它有两个国际机场，每周有700多个航班落
地，3小时可飞抵里约热内卢，2小时可飞抵智利的圣地
亚哥，是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略中心。

按国际会议协会2016年的排名，布宜诺斯艾利斯位居
美洲之首，世界第17位。其新会展中心可容纳5300人，
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巩固这个城市在会议行业的地位。

ENTUR推测，到2020年，国际游客数量将从2016年
的210万增长到270万，旅游消费将从15亿美元增加到20
亿美元。以上推测基于两个原因：更大的航空通联性与

1.1.3 旅游客流

更强的旅游业竞争力，以及明智的旅游业发展战略。

旅游业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主要经济发展动
力之一，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2016年，布宜诺斯艾利

按ENTUR发布的潜力指数，最有活力的地区是美

斯自治市接待游客1080万，其中210万是国际游客（占

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是

19%），870万是国内游客（占81%）。

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

国际游客的总住宿人天数是18477000，人均住宿
八九晚。其中，1667000属个人/休假性质，413000属商
务性质。7

1.1.4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2016年主要客源市场见图1.1。

2011—2015年期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游客数
量增加了8.5%，最近6个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呈上升趋势。

图1.1

2016年主要客源市场（%）
其他（8.7）

巴西（15.1）

智利（5.8）
乌拉圭（0.6）
美洲其他地区（26.7）

欧洲（29.8）
美国和加拿大（13.4）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据总量可能不是100%。
数据来源：旅游部（2016，全国旅游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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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经济影响

■

三个主题公园（Tierra Santa，Museo de los
niños，Ecoparque）。

当地旅游业在2016年有149000个正规工作岗位，占
当地经济总就业的6.9%。8旅游业就业数量在9月份最高

■

150个博物馆。

■

5个歌剧院（Teatro Colón，Teatro Avenida，

（比平均数量高1.5%），在6月份最低（比平均数量低
1.4%）。

Teatro Coliseo，Teatro Picadero，Teatro
2014年，旅游部门对当地GDP的贡献比率是
9

6.4% 。过夜游客平均每人每天的消费额是100美元。

Ópera Alianz）。

10

游客总消费额是29亿美元，其中国际游客为15亿美元

■

287个剧院。

■

400个图书馆。

■

3个大型综合性传统博览会（Feria de Mataderos，

（占总数的52%），国内游客为14亿美元（48%）。

1.1.6 旅游企业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大多数文
化活动通过市政府下属的机构、团体和项目开展，如图
书馆、博物馆、剧院、Recoleta区的文化中心、圣马丁
将军剧院和伽利略天文馆、市历史学院以及布宜诺斯艾
利斯自治市举办的各种节日活动等。
截至201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资源和景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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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ia de Antigüedades Mercado de San
Telmo，Feria de Antigüedades Mercado de
las Pulgas），以及数百个社会广泛关注的交易会，
其内容涉及负责任消费、手工艺品、手技音乐和
书籍。11

El Ateneo Grand Splendid书店

1.2

关键业绩领域

该旅游城市管理组织还有一个团队负责无障碍和包
容性旅游政策，并在环境可持续性和绿色空间管理方面

1.2.1 旅游城市管理

与市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机构合作。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在执行层面以及与当地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方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DMO）负责旅游业发展和城
市形象宣传。其主要任务是，将旅游业作为该市的一项
战略性经济活动，设计和实施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
计划。
2015年12月的选举产生了新总统，该机构的总干事
自2015年12月起也启用新人。为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
展，布宜诺斯艾利斯制定了新的城市旅游战略规划，由
以下四个总署主管实施：

面，该组织与不同的主体、组织和社团（比如阿根廷旅
游业旅馆协会，旅馆、酒店、甜食店和咖啡店协会）合
作。另外还有一个顾问委员会，讨论有关旅游行业利益
的事项（见图1.2）。

旅游业发展政策

战略规划明确了管理层面的具体目标：使旅游业对
城市当地经济的影响力翻番。

1. 旅游业发展和竞争力总署；
2. 技术、管理和法务总署；
3. 市场调研和监测总署；
4. 旅游业宣传总署。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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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阿根廷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图

现代化、创新和科技部

咨询委员会
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机构

内部审计机构

顾问委员会

行政总署

技术、管理和法务总署

产品宣传和竞争力总署

旅游业宣传总署

市场调研和监测总署

资料来源：阿根廷旅游城市管理组织。

在此框架内确立了以下四项具体战略目标：

1.

市场调研实施管理部门，其职能是收集市场信息和
大数据以及进行经济观测。

1.

到2019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旅游的外国游
客平均旅游消费累计增长35%。

2.

2.

在未来四年内，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进入TripAdvisor

运营研究管理部门，其职能是研究和调查游客。

其主要工作领域是：

的世界最具吸引力城市排名前10。
3.

4.

■

分析游客选择、决定旅游地的过程。

量增加。

■

确定如何从新客源市场吸引游客。

到2019年，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旅游业就业数

■

分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客行为。

到2019年，使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外国游客数

量增加10%。
为促进城市当地旅游业的经济增长，该总署正在开
虽然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制定的以上目标是以2019年

发吸引国际市场的新项目。该总署的所有项目都是为了

为时间期限的，但也适用于中长期，与“布宜诺斯艾利

实现旅游城市管理组织让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翻

斯2027”项目一致。

番的目标，有几个过去的项目因为与这个目标不统一而
被搁置。

为实现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确立的使旅游业对城市当
地经济贡献翻番的目标，新成立了市场调研和监测总
署。该总署成立后的第一项举措是对之前的监测总署进

我们认为该总署正在开展的新项目中，以下项目值
得一提：

行改组。新总署有两个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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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开发，通过自主开发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

和夜生活也为世人所公认。这个城市的100多个街区

南美第一个在旅游行业应用大数据工具的城市（见

中还散布着很多各种各样的公园和集市。从科连特斯

“成功案例”章节）。

市及其周边地区密集的影剧院，到多处一流博物馆，
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能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体体验。

■

建立旅游业潜力指数。
■

■

碰撞：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巧妙地融合欧洲的传统和

创建MiBarrio研究项目，让旅游业进入更多的社

南美的热情而著称。这个城市就如同一个包罗万象

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分析各个社区的独特性和

的大拼图，在这里任何形式和风格都可以找到适合

潜在的旅游景点，从而明确提升游客数量、促进旅

的位置，有建筑的典雅，也有移民文化铸就的鲜明

游业的策略（见“成功案例”章节）。

民族性格。于这种碰撞中游历是一种享受，来时沉
浸其中，走后余味未绝。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流行文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化与经典文化、传统与现代、古老宗教与现代偶像
的结合体。这个城市有众多的广场和博物馆，白天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的目标是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

有移步换景之胜，同时其夜生活也无与伦比。

能吸引各种不同出行需求的游客，最终目标是增加当地
的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其2020年愿景是让布宜诺斯艾

按关键地缘市场（国内、地区和国际市场）和目标

利斯成为“拉丁美洲最有激情的首府城市，以老成、温

消费群体（会展、非传统性别倾向群体、购物、医疗和

雅、原创的特质而著称于世”。

社交旅游）有针对性地考虑市场宣传策略。主要目标消
费群体包括：

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业目前的品牌定位是基于“充
满激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概念。12

■

■

休闲旅游。

以上战略性愿景和定位基于以下战略优势：

■

会展旅游。

鲜活、体验和激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游历，你会

■

非传统性别倾向群体的旅游。

■

奢侈旅游。

■

观光旅游。

体验到与其他大城市不同的感觉。游客在这里获得
的体验远不只是观光，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每时每刻
都在活生生或静悄悄地书写或改写其历史。布宜诺
斯艾利斯的特点是能让你体验到互动，给你热情友
好的款待，让你觉得与这个城市有着某种真正的联
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切都给人鲜活感，不会游

主要目标地缘市场参考“旅游潜力指数”确定，进
行城市旅游宣传时针对不同细分市场，运用不同的信

历其中而没有真实体验感。

息。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确定的十个主要市场是：中国、
■

文化和娱乐：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提供的文体和娱乐服

美国、印度、法国、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英

务可能在整个地区都是最好、最多元化的，涵盖所有

国、西班牙和秘鲁。

艺术种类，能满足所有价位的需求，包括街头生活中
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元素。布宜诺斯艾利斯无穷无尽的
餐馆使之成为享誉世界的美食旅游城。另外，其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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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管理组织为促进旅游发展而确立的愿景是：

量的增加，并且五年以来第一次实现了美国和加拿大游
客数量的增加。

■

游客数量翻番。
游客服务和游客信息中心

■

获得新市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客信息中心旨在为游客提供有

■

巩固现有市场。

关城市及其景点的信息，推荐旅游方案。同时还提供不同
的免费应用软件，帮助游客最充分地享受他们的布宜诺斯

■

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促进和推广城市旅游新服务。

艾利斯之旅（这样的信息中心全市共有8个），比如：

其愿景是：

■

“BA Turismo”（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是了解
布宜诺斯艾利斯必不可少的工具，包括400多个景

■

■

成为计划和项目创新以及设计、管理和执行的标杆

点、1个互动地图、旅游路线推荐、地理定位和增强

和领导者。

实境。

与市现代化、创新和科技部以及国家旅游部在战略

■

上保持一致。

“BA Cómo llego”（布宜诺斯艾利斯问路），帮
助游客查明如何从城市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是乘坐公共交通、驾车还是步行。

■

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
十大城市之一。

■

“BA Wi-Fi”（布宜诺斯艾利斯Wi-Fi），连接城市
公园、地下交通及其他各处的免费Wi-Fi热点。

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旅游业的市场定位和宣传策略的
结果期望值13很高：使这个城市成为战略性目标市场的旅

■

游胜地，增加游客消费和平均旅游时长，以及让市民的

“BA Móvil”（布宜诺斯艾利斯移动），通过智能
手机实时为你更新交通状况。

热情成为这个城市的标签特质。
■

“BA Ecobici”（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态自行车之

其他战术性和运营层面的目标包括，改善不同街区

旅），免费的城市生态自行车系统手机应用软件，

发展旅游业的机遇，促进旅游业创造就业的能力，吸引

帮助市内所有自行车使用者查询自行车路线，以及

高质量的投资进入城市酒店业，使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

自行车租用地点和供应数量。

一流的高品质旅游城市，以及更有效地吸引国际游客和
减少对巴西游客的依赖性。

■

“BA Subte”（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可实时
了解地铁交通系统的状态，包括延误和服务中断
预警。

对于会展行业，旅游城市管理组织与布宜诺斯艾利
斯会展和观光局每年参加会展行业的国际展销会，宣传布
宜诺斯艾利斯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所拥有的服务和设施。

■

“BA Tours”（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14，游客通过
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局的官方在线商店可用信用卡或

自2015年末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的管理团队履行及实
施新的旅游策略以来，这个城市成功实现了国际游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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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卡购买200多种旅游活动和体验服务，从而在这
个城市获得灵活和安全的最佳生活体验。

科隆歌剧院

业绩评估工具

市场调研和监测总署负责市场信息调研，

■

旅游业细分市场报告。

■

游客满意度调查。

进行各种信息调查和研究活动，并形成定期报
告，以分析布宜诺斯艾利斯旅游业的业绩，为
政策评审和制定提供意见和市场情报。2017
年，该总署计划完成的调查、研究和报告有：

旅游业指数月度报告。

■

国际市场报告。

■

2016年会展旅游年度报告。

■

2016年国际大会和会议协会（2016）年度

■

布宜诺斯艾利斯年鉴。

■

旅游市场预测。

■

2016年巴士旅游调查。

活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全年组织和主办各种活动。目前

■

报告。

1.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2016年数据），会展时间表上共有1198项活动，其
中1063（89%）项属于会议类（包括大会、会议、讨论
会、研讨会、论坛、研习会等）。2016年，参加各种会
议的人数是514700。

在这些会议中，199项（19%）为国际会议，864项
（81%）为国内会议。

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于2017年建成一个新会展中心。
新会展中心位于雷科莱塔区，地下有三层，设计有举办会
议和活动的空间。建筑外部按该市的可持续发展标准装有
太阳能板，产生能源。这个建筑项目位于战略要地，将来
还会配套建成一个地铁站（H线）和多个公交车站。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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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诺斯艾利斯将举办2018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
会。为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当地在进行基础设

倡议，树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拉美最具包容性城市的地
位。这些倡议有：

施准备，并在30多个机构发展奥林匹克赛事项目。
■

社区态度与参与

无障碍旅游指南，提供城市无障碍交通信息，并将
信息按路线组织，辅以地图和图片，使之更容易理
解、可读性更高，从而方便游客对景点进行定位和

有两个促进市民积极参与旅游业的倡议活动，一

选择。

个是前面提到过的MiBarrio项目，旨在促进各社区的旅
游业；另一个是“欢迎来布宜诺斯艾利斯”（Vamos

■

游客无障碍住宿指南。

■

无障碍旅游最佳实践手册，一个旨在提高意识并进

Buenos Aires）宣传活动，由市政府动员市民参与城市
宣传，从而产生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

行培训的工具，其目标对象是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
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截至201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旅店和美食行业的

业的不同利益相关方。

真实性

员工 54.1%为男性，45.9%为女性15。
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充满激情”的理念或品牌概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均将社
会包容作为头等大事。新一届市政府所列的优先事项之

念进行旅游景点宣传。这个理念与市民性格以及市民在
城市生活、处理不同事务的真实性相贯通。

一就是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一个为所有市民提供平等
机会、认可和重视个人性格和需求的城市。其目标是让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脉搏强烈的大都市，是个充满

行动、视觉、听觉、智力或器官残障人士也可以在布宜

激情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融合了丰富的建筑和文化

诺斯艾利斯方便行走。

遗产、现代创新能量、激情夜生活、独特的传统、充满
活力的艺术景观、大面积的公园和热情友好的人民，成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所有阿根廷人的城市，是世界各

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首都之一。

地的游客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平等
和无障碍旅游，努力提高所有游客的生活质量。无障碍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游业宣传和促进措施基于其真

旅游可以使所有人都受益，让更多人享受出行机会，让

实性以及独特的产品、服务和景点，包括其传统、美食、

这个城市吸引更多的游客，让游客的旅游期更长，城市

旷野、运动、探戈、文化、设计和风格、夜生活等。16

获得更多收入。市民在整体上因新的就业机会、税收增
加、对当地人和游客都友好的环境而受益。

为了从世界各地吸引更多游客，让他们平等充分地
享受这个城市的服务，布宜诺斯艾利斯还在实施新项目。

残障人士充分参与和包容委员会（COPIDIS）致力
于促进残障人士获得就业和教育、生活独立等方面平
等机会的权利。它与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协作，采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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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式公园

1.2.3 环境视角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这个城市拥有可持续性交通、住宿和健康美食。布
宜诺斯艾利斯崇尚运动和户外活动。现在，这个城市的
自行车道系统可以说能连接其每个角落。这个城市有很
多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广场等公共空间和绿地，是个对
环境负责的城市。

■

各类突发事件预案。

■

《生物多样性计划》（北部和南部海岸）。

由环保署推动的CREAS建筑支持计划内容包括负
责任消费、可持续公共采购、市区和必要固体废弃物管
理、能源效率、水力足迹、碳足迹、安全、卫生和可持
续交通。另外，环保署还制订了“清洁生产”（P+L）计
划，为各企业提供免费咨询服务（目前已有超过140家公
司加入）。

环境和公共空间部下属的环境保护署负责环境可持
续性方面的工作。环保署制定了由12种指标构成的环境

公共绿地

质量指数，还负责水质监测以及市内污染（如异味、噪
音、污染物等）地点的调查工作，并负责对环保态度进
行认证。环保署还要负责对市内绿色空间的设计工作。

在公共绿地方面，201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
1188块公共空间，其中包括公园、花园、下沉广场和地
面广场等17。

在市政府换届后的第一年里，环保署制定了以下
措施：

土地面积的31.5%为保护区、水库、水道和公园。18
布宜诺斯艾利斯在203.3平方千米范围内共有424439棵

■

《气候变化计划》（去年修订加入了有关2030年愿
景的内容）。

树木（每平方千米2087棵），绿地覆盖面积与城市人口
比例为每人5.9平方米。 19据估算，约25%的公共绿地需
要进行升级（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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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志在将21世纪都市建设得更宜人居的管理者。这次展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会议中心举办，是南美洲首次举

智慧城市

办该类活动。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现代化、创新和科技部设有

数据公开

智慧城市秘书处，下设创新和自治总署，负责开发与城
市各个方面有关的技术、平台和应用，包括开发应用推
广来自政府的协同经济或智慧城市相关的其他方面、互
联网连接、数据开放以及在线政府服务等。

在数据公开方面，目前该市有多款基于公开数据
的手机应用：“Biciplus”“Donde?”“Localizar
Emergencia”“Me voy en bici”“Cruz Roja
Argentina”和“All Green Up”。

在智慧城市方面，目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每平方千米
开放4.5个wiﬁ热点，以及对应河流水网的200个传感器。
该市还拥有一个“单一协调和控制中心”（CUCC），

官方发布的全市隐私政策20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对市民
的数据加以保护：

装备了各类尖端技术设备，可以在出现人员伤亡、灾
害、洪水、警务事件或卫生紧急情况时进行全面协同并

■

法令156-12《数据透明》。

■

管理市民信息和数据的法令478-13 MMIT。

■

依据阿根廷共和国法律制定的隐私政策。

做出快速反应。

最后，鉴于市政府加入各类科技管理项目的不懈努
力，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成了2017年9月智慧城市展
的主会场。该活动汇聚了市区开发方面的各级专家以及

表1.1 绿色空间方针的主要战略
目标

增加围绕绿色空间的正面属性

提高无障碍水平

增加绿地数量

战略
■

灌溉、停车和操场；

■

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吸氧站点、直饮水龙头、喷泉、文化活动和游乐设施等；

■

加入本地植物苗床。

■

使用吸水地面代替颗粒；

■

安装适用于行动不便者或老人的器具设备；

■

安装适用于行动不便儿童的游乐器具和地面铺装。

■

制定有关空置继承的条例以创建教育用绿地（协商中）；

■

调查废弃或利用不充分的空间，用以建设绿地（服务站、城市和国家政府物业等）。
例如通过这种方式新建了一座占地3公顷的公园。

绿地分布更加均匀

■

仔细调查人均绿地最为缺乏的社区，定位新建绿地的潜在地点。

增加树木数量

■

2017—2019植树计划分两阶段执行，将在市内种植40000棵树木。

■

把建造最大规模绿地作为新工程和增值工程的前提；

■

尽可能用栽种绿植的格栅代替围墙。

把绿色覆盖率作为优先工作事项
来源：绿色空间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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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Telmo社区的壁画

1.3

成功案例

目标

1.3.1 “MiBarrio”计划

■

从市民和研究对象的视角理解并描述所研究街道的
特质。

引言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下属的市场调研和监测总署于

■

提案。

2016年实施了一项名为“MiBarrio”的计划。这是一
项应用研究计划，通过邻里的观察以及走上街头的跨学
科研究小组的工作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个区域进行一
次透视检查，其目的是要抓住每一处社区的代表性特
征，以便对旅游路线进行重新设计和估值，并寻找新的
机遇。

越来越多的游客想要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因此，社
区街道依然是为城市与邻里赋予特质的要素，也具有为
城市旅游带来增值的潜力。

获取信息以便提出对各个街道具有不同估值的原创

■

把旅游客流重新引导至冷门区域，为新型商业创造
有利条件，降低过度开发地区的拥挤程度。

关键策略及举措

这次研究分析了各区域的历史和传统、市区规划以
及旅游业相关的各个方面（主干道、步行便利性、无障
碍水平等）、美食方案以及独特服务与场所等，并一直
秉持“展示真实城市、向世界无保留开放”的宗旨。研
究目标是要通过焦点小组以及采访街区主要对象与决策
者等手段对街道邻里做出一番描绘，具体来说是要了解
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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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20个街道社区展开。

■

界线——街道内部和外部分隔的各种说法。

■

比喻——与街道相关的内涵性表达。

研究对象的选择基于各个街道的面貌与游客到访程度。

研究采取了定性和勘探的方法，采用了以下几种技
通过现场工作中收集到的自发评价，人们注意到了

术手段：

很多相关方面的问题，例如治安、清洁卫生、交通便利
■

对其他旅游地的成功措施和案例进行桌面研究。

性、公共空间管控（保养、房屋占用等）以及墙壁涂鸦
等。通过这些信息还能够了解邻里对自己居住街道的归

设立30个邻里焦点小组— 既有青年人也有成

属感和珍视程度。这项研究还评估了街坊邻里对于在本

年人。

街道接待更多游客的态度。

■

对关键信息提供人员进行46次深度访问。

成果和影响

■

人种学观测（现场同步，文献来源不同步）。

■

根据“MiBarrio”研究结果所提出的各项方案旨在
根据联合国《全球旅游业道德守则》，对各社区街道的

■

45天的拍摄工作。

社会文化特质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加以保护。

根据“MiBarrio”的结果，对每条街道的短、中和

“MiBarrio”计划切实证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

长期旅游业发展潜力进行了展示。对供给价值方面的需

一个旅游城市，更加青睐真实的社区街道旅游，而非建

求进行了识别，特别是建立新路线和横截线旅游线路可

造人工的游客区域（旅游业化）。

能性方面的需求。
在该项目的帮助下，人们找到了需要改善社会、市
从焦点小组和深度访问所获取的信息分为两大类：
参考信息和主观信息。

区、经济以及旅游业情况的干预地区，以便提升社会包
容、商业和旅游创业精神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另外，
该项目还找到了可以识别疏散过度开发区域、对旅游效

参考信息包括：

■

益重新分配、改善旅游地整体功能表现的方法。

街道总体的历史以及特定地点的历史，例如涉及街
道过去及国家历史的里程碑式地点。

这是本地旅游业界第一次把本地居民当作东道主对
待。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旅游业中真实旅游体验的利
润不断增长，而恰恰是街道邻里才能让本地特质以及文

■

地点及活动——具有吸引游客能力的地点与时刻。

■

文化——与该街道相关的电影、书籍或文化特征。

化保持生机。

从现场工作的结果来看，相关信息都已经提交到了
不同的政府区域，即便主要收取者就是ENTUR自身（宣

主观信息包括：

■

传、交流以及供应发展）。

情感方面——对于街道态度和感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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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allito社区的进步市场

根据这项研究结果立即采取的部分措施包括：

■

对现有手工艺市场进行升级优化。

■

旅游巴士线路延伸到Palermo街道。

■

推广牛仔技能表演。

■

在San Nicolás街道开设游客接待中心。

■

升级和扩大本地美食品类：“烧烤屋”和餐馆等。

■

制订详细计划清理遭到涂鸦等行为破坏的地点，建

■

为邻里提供专业技能学习班。

■

修复公园（Parque Alberdi）的公共空间。

立名为“Vamos los Barrios”的市民参与平台（完
成进度98%），用于激发当地居民通过竞赛和投票
等活动参与多种不同话题的讨论。首个话题将与创
要要强调的是，这里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并没有涉及

业街道有关。

卫生、法律、动物保护以及公共空间管护等问题，因此
获取的各类信息供社区当局、商人、企业家和学者

需要制订一项综合计划对区域进行重组和提升。

们使用。研究者为每个社区街道都撰写了专门报告，内
附针对不同对象的各类建议，还确定了针对社区发展和
市区干预的具体项目。
考虑到“农场市集”（Mercado de Hacienda）
即将搬迁，结合各项研究结果，当局制订了一项旨在通
过建立文化美食集散中心，让克里奥尔/牛仔这一文化身
份重新发挥价值的计划，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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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广场上的钢花

1.3.2 大数据项目

■

国际旅游调查（ETI）提供的国际旅游数据：平台内
将包含宏观数据，以便在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发布的

引言

常规指标范围之外对国际旅游展开咨询。
大数据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提供

■

一种建立并分析市场信息的工具。分析市场信息的目标

旅游数据：从垂询协助中心的人员处收集信息，同

一方面是要设计新的产品及旅游项目，另一方面是要评

时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游客到访的区域、住宿类型、

估旅游业对城市带来的经济影响。

大数据项目实施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将成为南美洲

游客协助中心（CAT）调查提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乘交通工具等信息。

■

第一个自行开发应用于旅游业的大数据工具的城市。

通过天线和手机记录的活动来统计国内与国际游客
数量：将提供布宜诺斯艾利斯166个区域内的游客分
布情况，按照每月中每天、时区、性别和年龄组排

关键策略及举措

项目目前正处在后期阶段，为政府开发旅游指标平

列。将收集2015、2016和2017年的信息。

■

台。该平台将为决策制定以及旅游管理工作提供丰富信
息。在先期阶段，平台将包含以下数据：

■

Amadeus：搜索、预定和购买从各个城市到布宜诺
斯艾利斯以及竞争城市的机票。

■

游客交通数据：旅客的到达和出发信息，包括背包客
和旅游者，按照性别、年龄组和来访路线分别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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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据挖掘进行价格和酒店品质分析，同时分析
游客感受：将根据旅行预报（最长达6个月）统计价
格演变情况，同时与南美其他城市进行对比。

■

国际留学生：各大学将上传布宜诺斯艾利斯留学生
统计数据以及对留学生群体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所学
课程的简要介绍。各大学和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将有
权访问这些信息。

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需要做大量工作，从非产权
数据库进行数据整合（即详细了解数据库所提供的所有
信息及其优势和方法上的局限性）并且对项目主体产生
的统计数据进行再评估（对包含的所有信息进行定性分
析，并对数据收集过程展开监测）。

联合国广场上的“Floralis Genérica”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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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
奥地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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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

2.1

2015年，林茨在欧洲智慧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五，排

引言

名前四的是卢森堡、科克、莱斯特和阿尔路斯，一年后

2.1.1 基本介绍

它又被评为奥地利生活质量最佳的城市。

“林茨是一切的原点（一切都始于林茨）。这是奥
地利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言之有理。林茨是

2.1.2 历史

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掌握着本国技术、工业、文化和

自罗马统治时期开始，林茨就发展成了中世纪的一

科学的命脉；它是国家的网络中心和一个走在最前沿的

个繁荣兴盛的贸易点。然而，到20世纪初，这座城市的

聚集地，看起来像是刚制作完成的一部科幻电影。”

重要性减退，变成了一个中型省级商业中心。在德意志

《孤独星球》（2014），奥地利

第三帝国的控制下，林茨成了独裁者的赞助城市，被专
门用来实施市区和工业特别规划和投资，特别是钢铁和

自2000年林茨成为奥利地第一个制订文化发展计划

军备生产。结果，在接下来的五六十年间，它一直被视

的城市以来，“灰姑娘”有了非常显著的转变，特别是在

为一个没有什么吸引力、污染又严重的工业中心，几乎

旅游方面。市区可持续发展的明确愿景与推动文化和旅游

没有景点可看。

业发展的角色密切结合、保持一致，推动了这一变化。
这座城市一直是许多名人的出生地或家乡，他们的思
世界上几乎没有哪座后工业城市能像林茨这样彻底

想和工作影响了（并且还在影响着）当今世界，其中包括：

成功地改变他们的外在、内在和旅游形象。在不到20年
的时间里，奥地利这座拥有20万居民（按集合城市论拥

■

约翰尼斯·开普勒（1571—1630），德国著名的神

有40多万居民）的第三大城市兼上奥地利州首府，发生

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占星家，他曾于1612年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林茨以文化、市区可持续发

到1627年间在林茨生活过。

展和旅游业为依托，成了“进步”“活力”和“愿景”
的代名词。

■

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1805—1868），诗人、小
说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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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经过林茨旅游局、上奥地利州旅游局和众

安东·布鲁克纳（1824—1896），出生于林茨附近

多欧盟资助项目的共同努力，多瑙河上游船的数量急剧

地区，是奥地利浪漫主义作曲家和音乐老师。

增加，这些游船以林茨为停靠港和登船港（见表2.1）。
■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哲学家和
数学家，曾与阿道夫·希特勒一同在林茨求学，后

2.1.4 旅游客流

者曾把林茨当作自己的家乡。

林茨的旅游入境人数和住宿夜次总数已经被多方
追踪了至少50年。1960年，该市记录的住宿夜次达36

2.1.3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万——这一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保持相当稳定

林茨位于上奥地利州，横跨多瑙河（可通往鹿特丹

的水平。到1990年，全年总数已增至45.7万，在接下来

和黑海），西与斯洛伐克和巴伐利亚州相连，北与捷克

的20年，这一数字缓慢增加至58万，同时旅游入境人数

共和国和布拉格相连。林茨位于巴黎—布达佩斯东西方

达34.1万人（见图2.1）。

轴线和的里雅斯特—马尔默南北轴线上。从高速公路出
多年来，入境人数和住宿夜次的年增长率一直保持

发，距维也纳185公里，距萨尔茨堡130公里，距慕尼黑
270公里。该市的铁路网络布局也非常完善。

稳定，但自2012年以来住宿夜次的增长似乎陷入了停
滞。2016年，国际国内入境人数比例为54:46，两者相

林茨机场最近被重新包装，更名为蓝色多瑙河机场，

对平衡。但国内游客的住宿夜次超过了国外游客，比例

位于市中心以西大约15公里处。它每天都有往返杜塞尔

为3∶2，国内每位游客平均逗留2晚，而国外游客平均逗

多夫、法兰克福、伦敦和维也纳的航班，还有各类包机

留时间低于1.5晚。按住宿地类型划分的游客床位数量见

安排。

表2.2。

表2.1 多瑙河和林茨游船数量增长情况
标准

量度

船只

上奥地利州多瑙河上165艘舱室客船和游轮/班轮

Berthingsa

林茨的泊位量

2017

2010

552艘

2016

1659艘

2016

860人
乘客数量约为939人

38.5万次过夜旅行
2016

67万次一日游
11.5万次临时性旅游

市场

德国、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主要是英国）

产品开发

主题游轮和自行车旅行增加

a) 在由Werbegemeinschaft Donau OÖ管理的游艇停靠区。来源：林茨旅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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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990—2016年林茨旅游入境人数及住宿夜次（单位：千）
900
793

800

739

700

647

600

542 540

500

457 455

400

426 442

693

687 685 676 674

465

312
268
256 258 242 246

775 776 777 779

580 583 579 584
558 572 567

366

300
200

742

295 296 303

341 351 349 346
318 329

388 387 389
369 373

422 409 422

443 442

461 472 475

206

181

过夜人数

100

入境人数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1996

1995

1994

1993

1992

1991

1990

1985

1980

0

来源：林茨旅游局（2017）。

表2.2 林茨按住宿地类型划分的游客床位数量
住宿地类型

住宿处所数量（2017）

床位数（2016年5月）

4* 酒店

12

2257

3* 酒店

12

1227

旅馆

1

252

其他

3

45

B&B

6

63

总计

60

4963

来源：林茨旅游局（2017）。

图2.2

2016年主要国际市场（%）

其他（41）

表 2.3
德国（44）

林茨酒店入住率的季节性高峰和低谷，2016
住宿人次

入住率（%）

季节性低谷：一月

44588

27.7

季节性高峰：十月

80818

49.2

来源：林茨旅游局（2017）。

英国（3）
中国（5）

意大利（7）

来源：林茨旅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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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列车

2.2

2.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德国和意大利是最重要的客源市场（见图2.2），据

关键业绩领域

2.2.1 旅游城市管理

估计，所有游客中有60％是商务游客（MICE市场），而
休闲旅游游客只占40％。2016年林茨酒店入住率的季节

旅游地管理组织架构

性高峰和低谷见表2.3。
旅游城市的发展和旅游业的增长受所有利益相关

2.1.6 经济影响

方、市议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对旅游地管理过程
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强大支持和深刻理解的推动。

2016年，旅游业为本国经济带来的直接附加值为
188亿欧元，占GDP的5.5％，其中直接旅游消费为384
亿欧元，直接就业人数超过33.4万人。

林茨旅游局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旅游地管理组织
（DMO），负责推动城市旅游日程的执行，是负责开发
和营销的牵头机构。该旅游局还负责将这些战略计划同

根据上奥地利州商会（2015年）的统计，旅游业支

其他具有更广泛代表意义的上奥地利地区的战略计划统

持的就业相当于本市4000多个全职岗位，其中包括商业

一协调起来。1旅游地管理组织每两年就其活动和业绩做

住宿业（约60家企业）、餐厅和酒吧（约1700家企业）

一次正式汇报。

以及文化和休闲景点的岗位。
由于林茨旅游业的组织和资金来源均有法律规定，
因此林茨旅游局无须刻意追逐收益。它拥有稳定的预算
和合法的运营权限。经营旅游业是一项法定义务：林茨
的每一家企业都有义务贡献一定比例的营业额，为本市
旅游业的组织和营销推广做出贡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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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茨旅游局是一家以公私营部门合作关系为基础成
立的非营利企业。其年度预算为300万欧元，包括：

■

全部企业营业额700000欧元。

主要利益相关方普遍认为，林茨未来的旅游业发展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

提升本市住宿处所的数量、范围和质量，尤其是酒
店，还要增加短期租赁优质公寓的数量。

■

■

■

住宿税收1200000欧元。
■

邮轮旅游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发展。

■

蓝色多瑙河机场新航线的开发。

■

通过增加和推广国际知名的活动和节日以及增加外

合同和商业活动700000欧元。

销售、推销和大型活动400000欧元。

此外，欧盟结构基金为各类特定活动提供项目融

国学生来本市留学的数量，提升林茨的国际市场数

资。由于其战略位置靠近若干国际边界，林茨在确保欧

量和游客访问量。

盟基金用于资助跨国项目方面尤其成功。3
■

每家商业住宿经营商都必须拥有一本登记册，记录

通过鼓励推动当地社区和游客对概念的认可，维护
城市品牌实力。

4

所有客人的信息 ，并负责报告当地床位和餐饮税收情
况，这不仅意味着该行业有准确、稳定的游客活动记

■

造能力。

录，还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了绝对的信任和透明度。
林茨旅游局向由9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和平均有

确保新体验和新产品开发方面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创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1800名利益相关方参加的年度大会做汇报工作。旅游地
林茨拥有古老的文化基础，其凯尔特和罗马语名称

管理组织设有一个行政办公室（由首席执行官管理），
由14名全职员工和8名旅游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

（分别是伦蒂亚和伦托斯）的意思是：“弯道之上”和
“多瑙河改变航向的地方”。因此，林茨旅游局将林茨

旅游业发展政策

看作一个带有对当代社会的偏爱、拥有实验与创新精神
的不断变化的地方，据此进行品牌创建和定位。

旅游地管理组织负责推动愿景的执行以及策略、计
划的制定，以实现旅游城市共同的愿景。它与代表旅游和

这些价值观和特色仍然是该市一切商务活动和产品

招待行业公共、私营和第三产业的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方

开发、鼓舞人心的文化项目、富有想象力的建筑、旅游

合作，在文化与市区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开发创新方法、营销和推广的核心。

为了确保其旅游发展战略的现代化程度、与市场趋

到访林茨的游客被邀请去“发现新事物、新感受、

势的相关度以及与国际最佳实践的符合度，林茨旅游局

新想法和新体验”，以不同的方式来体验历史、风景、

除了承担和委托经常性的市场研究和国际基准应用外，

科技和文化，以做好自愿以同样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态

还定期监测竞争对手旅游城市的情况。这些活动涉及诸

度、观念和行为的心理准备。林茨及其公民在过去10到

多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并通过各种媒体与旅游行业及当

15年间以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已经

地社区分享调查结果。

发展成了一个开放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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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景观。

“林茨改变”是林茨旅游局当前的营销和行动计

该行动计划确定了要实现的平衡，可以通过传统媒

划，这份文件阐述了其战略的基本原理，以及针对以下

体和新媒体这些提供营销、推广、销售、公关和访客服

内容的目标、结果和行动：

务信息的平台来实现。

■

项目和联合合作活动，如多瑙河的跨境推广活动、

产品开发的一些示例：

“下一代和创新旅游实验室”的开发活动、与机场
联合开展的推广活动，以及大型创新活动。

■

Tabakfabrik：设计师、制造商和黑客的创意中心
（www.tabakfabrik.linz.at）。

■

提供市内游客信息服务，特别是针对国内游客的
新建周末套餐、林茨名片的开发，以及新活动的

■

Ars Electronica：科技与艺术相遇的实验空间
（www. arselectronica.at）（参见“成功案例”

开发。

一章）。
■

在线交流活动，包括社交媒体、新闻通讯、贸易展
览时间表以及团体营销活动（包括教育市场）。

■

每年有10万多名游客慕名前来观看Donau公园举
办的Klangwolke露天音乐盛会，在“泡泡日”

■

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合作的各方包括文化部

（Bubble Days）观赏应邀而来的国际知名街头

门、地方和区域运输提供商、大学、奥地利旅游指

艺术家创作的世界级街头/市区艺术作品（www.

南网络以及其他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方，如酒店协

muralharbor.at）。

会、旅店管理者协会、创意奥地利组织和上奥地利
州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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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评估工具

林茨旅游局的高级管理团队中有人认为不可过度依

■

旅游/客户的体验质量。

■

公民/主人的生活质量。

■

客人和主人之间的交流质量和人际关系品质。

赖传统的关键业绩指标，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能在
21世纪获得成功、更有意义的措施上。其实，林茨原本
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座不断变化的旅游胜地”，从这
个角度看，林茨旅游局的考虑也不无道理，创建一套新
的关键业绩领域和指标，可能更符合城市的未来发展。

2.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文化发展策略

鉴于林茨旅游局及其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正在对
传统绩效评估进行审查，以下是林茨旅游局制定的旅游
城市业绩评估的可能方向与范围：

■

居民的旅游消费水平以及对年度主题的整体支持水
平（如2016年的主题是“生活艺术年”）。

■

推向市场的新型产品、创新产品的数量，特别是通
过旅游实验室和其他创新举措产生的产品数量。

■

代表行业专业水平提高的因素。

■

经过培训或是用其他方式训练人际关系的处理一线
接待工作人员的人数/占比。

■

参加年度旅游会议的企业比例以及旅游学院中企业/

过去的15年，林茨转变发展模式核心，雄心勃勃，
目标明确，重点关注旅游业和文化在改变城市物质结构
和品质方面起到的作用，由此提升城市在国内外市场的
认知度、吸引力和声誉。因此，社会和文化标准如今被
视为监测和衡量城市旅游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如今，城市的旅游发展计划与文化和社会发展齐头
并进，融为一体，共同帮助林茨成长为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之间存在强大的机
构间协作关系。

林茨文化转型的基础是城市制订的《2000—2010年
文化发展计划》5，以及该计划提出的市区可持续发展的
开明想法和远见。这些变化直接关系到居民和游客的思
想变化。

组织的参与度。

■

随时追踪居民和游客看法的创新措施。

■

旅游创意部门的参与程度和深度。

■

与社交媒体活动相关的指标以及大数据分析对市场
销售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直接影响。

关注重点将发生改变，由依赖传统的旅游数量和价
值指标变为基于新技术和社交媒体数据的信息系统，这

发展计划以及成功竞选2009年“欧洲文化之都”的
标书中指明了若干关键主题，引起整个城市的共鸣，效
果延续至今，有助于林茨在当今旅游市场中凸显自身魅
力，打造自身品牌，找准自身定位。主题包括：

■

日常生活文化。

■

前卫——现在到永远。

■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民主财富。

些数据与以下几个方面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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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无界。

■

更新和不断改变。

2.2.3 环境视角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正如新的文化建筑（2003年的兰多斯艺术博物馆，
2007年的知识塔和2009年的电子艺术中心）能够改变城
市景观和城市生活一般，新的文化计划有助于改变人们

林茨市区发展由奥地利州政府和林茨市议会共同负
责。此外，市议会最近通过了“林茨2050”，以电子消
费详单、电动交通和节能建筑为基础，构画出整个城市
的新能源系统愿景，确定2050年实现人均二氧化碳零排

的思维方式，尤其在意识和观念方面。

放量的目标。
社区态度与参与
城市的分区计划由市区发展商业集团负责实施，包
林茨旅游局每年都会对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评估他
们对林茨旅游的看法，包括旅游方向、旅游结果以及他
们的朋友和亲属旅游之后的感受。林茨旅游局将调查结
果视作衡量旅游业绩的良好工具，虽然这类调查体现的

括有关住宅、工业、文化、旅游和绿地空间分配的决
策。以分区计划为指导，展开当地有益于居民和游客
的项目建设，如林茨布赖希特海滩（林茨需要一个海
滩）和社区花园— 如“栖息地公园”（Garden of
Habitats）和“林茨精选”—未来会看到城市遍地是

都是个人感受和观点。

果树的景象。
2015年的调查结论表明：
随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的减缓，从前的棕色地带区
■

78％的城市人口认为旅游战略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域和剩余的工业建筑再利用问题对于林茨市的建设是特
别的挑战，这些区域及建筑被逐步回收，越来越多地用

（9％认为不正确，13％表示不知道）。

于文化和旅游目的。此外，市区发展商业集团还负责鼓
■

90％的居民表示他们的来访亲友对林茨的旅游体验

励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新想法和解决方案。

非常满意。
蓝色会议的概念
■

92％的受访居民对旅游体验非常满意。
林茨的蓝色会议概念以下列前提为基础：每次商业

■

超过90％的受访游客表示满意。

会议都保持气候中立，承诺减少废物排放，节约能源并
有助于增加区域附加值。林茨又进一步提出绿色活动的
概念，确保活动在满足环境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民的
需求。林茨的蓝色会议概念分为三个层次：人员、场地
和计划，三者的完美协调保证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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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成功案例

关键策略及举措

2.3.1奥地利电子艺术节

电子艺术中心不仅仅是旅游景点，还是研究、交流
和实验中心。工作职责包括：

引言

奥地利电子艺术节起源于1979年，当时一小部分有

■

究并将其转化为应用和产品，有益于进一步促进市

远见的人提出了一项倡议，旨在增强艺术、技术与社会

区发展新想法的产生。

之间的联系，鼓励人们提出创新的、激进的，甚至可以
说是古怪的想法，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为市区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

■

主题是“后城市—21世纪的栖息地”；2016年为
“激进原子和未来的炼金术士”；2017年是“人工

于2009年开放，坐落于多瑙河北岸，每年接待约15万名

智能”。

游客。 该建筑设有一系列永久性展览和临时性展览，表

艺术中心称为“未来博物馆”，因为这里展示、阐明并

■

且唤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社会愿景的构想，以及对环境影
响的看法。其中还包括独特的深度空间，一个拟真、交
互式长16米、高9米的3D艺术装置。

46

举办一年一度的艺术、科技和社会节（即奥地利电
子艺术节），确立一个与众不同的主题：2015年的

如今，作为欧洲文化之都的一部分，电子艺术中心

现出“探索、发现和实验”的精神内涵。 当地人将电子

未来实验室：一个内部研发实验室，对想法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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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电子艺术大奖比赛，该奖项被视为国际趋势的
晴雨表，可以识别、准确表达和解释影响艺术、技
术和社会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趋势。

奥地利电子艺术中心

成果和影响

■

有助于开发新思想、新产品，进而支撑旅游业，实
现可持续市区发展，塑造负责任的未来。

电子艺术节植根于林茨的城市发展及各个领域，实
实在在地体现出林茨的品牌力及其定位方向—一座变

■

化之城，一座目光长远、能够对新思想和新实验敞开胸

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吸引新的人才，支持
大学工作。

怀、关注所有方面变革的城市。电子艺术节的举办方是
一个与世界各地专家紧密合作的机构，不断推动城市的
国际化发展。所有地方和区域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很好地

■

通过鼓励创新和创造力支持文化变革，进而帮助人
们改变对城市的看法。

认识到这一活动为城市和广大地区带来的好处：

■

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景点、参加节日，增加日常参观
人数。

■

与林茨旅游局和合作伙伴一同为城市做宣传。

■

吸引国际注意力，促成国际合作。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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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成 功 案 例 — 2 0 0 9 年 “ 欧 洲 文 化
之都”

■

境，为ECoC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引言

成为2009年“欧洲文化之都（ECoC）”对林茨的
发展至关重要，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这次评选为城

■

在联邦、地区和城市层面建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

最初的8000万欧元预算管理良好，实际总支出为
6900万欧元，为不断进行的文化活动创造了预备

市带来了新的信心，促使城市迫切寻求合作，并为旅游

资金。

和文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林兹旅游局主席Kommerzialrat（KR）Manfred

■

转变。

场革命—举办7500场文化活动，迎接350万游客—
■

《文化发展计划》在制定目标和确保机制方面取得
了成功，最终帮助林茨成功当选2009年“欧洲文化

成果和影响

之都”。计划中还明确提出城市遗留的问题，其中
之一就是如何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2006—2008三年内，林茨迎来了60万国际游客、数

（www.unesco.org/creative-cities）。

百万“一日游”旅客及旅行家。仅2009年，也就是荣获
ECoC的当年就吸引了290万“一日游”游客。国内到访
人数（过夜和“一日游”游客）增长20％，瑞士和捷克
共和国的游客同样增长近20%，德国游客增长16％。同
年，过夜的游客数量实现10％的增长。
约翰开普勒林茨大学（2011年） 6在2005年（林茨
决定投标“欧洲文化之都”的那一年）到2010年进行的
研究表明，旅游活动为该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贡

林茨针对2009年的遗留问题加强建设，于五年后的
2014年成功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同
世界另外八个城市—达喀尔、奥斯汀、昂吉安莱班、特
拉维夫、光州、里昂和约克一起，获得“媒体艺术之都”
的称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这意味着林茨正
式“将创造力和文化包容性看作市区发展计划和地方旅游
发展计划的核心，并在国际层面进行积极合作。”

献了约4.26亿欧元，为整个上奥地利地区创造了约4600
个就业机会。此外，同一份报告指出，公共部门共投资
3.23亿欧元建设基础设施，私营部门投资近7500万欧元
开发新酒店，改善酒店基础设施及服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媒体艺术之都”定义为“依
靠科技成分运作的艺术作品”。称号的获取以及2015—
2025年对文化项目的关注有助于推动国际旅游业，提升
城市的国际形象，进而强化林茨的品牌和定位。

2010年，ECOTEC顾问公司为欧盟（EAC /
03/06）做了一份评估，阐述了林茨当选ECoC产生的文
化利益和影响7，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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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这一年为林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旅游
效益，同时居民意识以及对城市的认知发生了重大

Grubauer表示，“林茨需要‘欧洲文化之都’送来的这

实现城市复兴。现在我们不能阻止这场变革。”

《文化发展计划》创造了必要愿景和稳步增长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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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无原罪大教堂

5

第2章尾注

City of Linz (2000), Cultural Development Plan 2000–2010 (online),
available at: www.linz.at.

1

以上奥地利商会（旅游和休闲部门）和上奥地利旅游局为代表。

2

每个企业都可以计算出旅游收入占营业额的比例，并自我评估企业对旅游业做
出的贡献。

6

Capital of Culture, Linz.
7

3

如多瑙河巡航和自行车道项目。

4

从2018年起，协调、收集和记录这些信息的职能将由国家旅游和休闲办公室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2011),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uropea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Ex-post evaluation of the European
Capitals of Culture 2009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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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
比利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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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朱维尔

3.1

引言

3.1.2 历史

3.1.1 基本介绍

早在高卢罗马统治时期（公元2年或公元3年），就
有人在安特卫普定居。12世纪时，随着与其抢夺海运资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第二大城市，也是安特卫普省的

源的布鲁日港淤塞现象的出现，安特卫普市经济首次取

首府，人口逾50万人，总占地面积达203平方千米。自

得了空前的发展。截至14世纪上半叶，在海港和羊毛市

16世纪起，安特卫普成为法兰德斯地区的商业中心，是

场贸易的主要推动下，安特卫普已发展为西欧最重要的

比利时境内的荷兰语区。同时它也是欧洲第二大港（按

贸易和金融中心。随着比利时黄金时代的到来，安特卫

货运量计），是世界最大的20个港口之一，经由无冰水

普被打造成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世人称其为“世界上最

域与北海直接相连。

美丽的城市”。

老城区坐落于河流右岸，城内街道蜿蜒狭长，建筑

到了16世纪下半叶，安特卫普逐渐演变为政治和宗

物历史悠久，风景引人入胜。到19世纪时，新修了许多

教斗争的核心阵地，也因此导致斯海尔德河被封航。从

宽阔的平行街道，一直延伸到老城区外。而后在19世纪

经济角度来看，这无异于一场灾难。不过，到17世纪中

防御工事的范围之外，现代建筑高楼林立的新城区也在

叶，安特卫普的经济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这都得益

右岸逐步兴建起来。

于鲁宾斯、安东尼·凡·戴克、乔登斯和特尼斯等多位
画家，普朗坦和摩雷特私等印刷商，以及著名的安特卫

然而，安特卫普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是北方海港建

普羽管键琴建造者们的卓越贡献。

筑群这一非住宅区。市辖区内临河的多数农业村落已搬
迁，以便腾出空地来扩建码头、发展工业和兴建铁路站
场等。此海港区与斯海尔德河间还建有水闸。

斯海尔德河于1863年获准永久复开，此举为安特卫
普重现昔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初以来，安特
卫普经济稳步增长，现已成为欧洲第二大港口城市，这
也便利了该市石化工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主要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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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中心，汇集了来自170个民族的人口，有“钻石之
都”的美称。

尽管这个数字与游客总数相比不算什么，但安特卫
普已经向阿姆斯特丹等类似城市证明，邮轮业发展有助
于复兴港口地区、振兴旅游胜地，以及重现历史辉煌。

3.1.3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安特卫普交通便利，是连接五大国际要道的十字路
口，四通八达。同时还与国际高铁连通，高铁线直达阿

3.1.4 主要景点概述
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是比利时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也是安特卫普的地标性建筑。市集广场、市政厅和各式

姆斯特丹（包括机场）、里尔（终到英国）和巴黎。

会馆整体呈现出16、17世纪独特的古典风格，众多游客
布鲁塞尔机场是比利时的一座国际机场，而阿姆斯
特丹作为欧洲的枢纽，国际通联性更强。安特卫普机场

慕名而来。教堂与众多餐馆、商店和咖啡厅相得益彰，
营造了一种轻松愉悦、真切舒适的气氛。

主要运营出境假日航班和私人商务飞机，前者每天定期
往返伦敦城市机场。凭借发达的国家铁路网，安特卫普

帕拉丁莫瑞图斯博物馆是以16世纪著名的印刷家族

得以与布鲁塞尔及比利时境内的其他各城市频繁进行交

姓氏和历史上第一台工业打印机的名字命名的。皇家美

通往来。健全的公共交通网络遍布各区各地，公共汽车

术博物馆（因整修被关停，要到2018年底才重新开放）

和电车不断穿梭期间。游客很容易就能买到每日漫游卡

珍藏了大量佛兰德艺术家的作品，是印证数百年来美术

和市政卡。安特卫普与指定机场间的行程时长见表3.1。

变迁的缩影。另有两处文化景点，分别为现代艺术博物
馆和河畔博物馆（MAS）。著名画家鲁宾斯工作和生活

安特卫普是北欧重要的邮轮港口，2016年1月共接
纳了22艘远洋海轮和689艘巡河游轮。 1为了便利巡航船

过的地方，即现在的鲁宾斯故居，也是一处颇为完善的
景点。

只停泊和疏导旅客，安特卫普特别为市中心附近的邮轮
码头进行了拨款投资，计划于2020年在现有码头偏北的

安特卫普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城市风格及城市生活

位置建成一处新的邮轮码头。安特卫普第二旅游战略方

的氛围为精致美观的建筑增添了色彩。它完好地保留了

案旨在推动邮轮旅游业发展，进而提高中等收入以上游

佛兰德人的传统生活习俗。尽管许多其他佛兰德城市也

客的旅游支出。

有诸多值得参观的类似建筑，但可能正是安特卫普纯正
的佛兰德生活习俗，才能吸引如此多的外国游客慕名

在安特卫普，需把巡游旅客登记为不过夜的旅客，

而来。

因为他们在船上过夜。就安特卫普2016年的旅客数量而
言，搭载远洋邮轮而来的游客有16429名，乘坐巡河游
轮前来的游客有88056名。

表 3.1

安特卫普与指定机场间的行程时长
前往安特卫普的行程时长

机场
公共交通

公路

千米

安特卫普/德尔纳

30分钟

15分钟

7

布鲁塞尔机场

35分钟

50分钟

45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

65分钟

2小时

160

来源：安特卫普观光组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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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旅游客流

九月的83.2%，其中7月、8月和10月都出现了峰值 4 。
（见图3.3）2015年，个人旅游入住人数占旅客总数的

2015年，安特卫普共计有190万名旅客进行了夜
宿登记，其中外国旅客占63%。入境人数共计110万

42.6%，其中参与会展旅游的人占8.5%，个人休闲旅游
的占38.2%，还有10.8%的人选择了跟团出游。

人，其中休闲旅行者占55%，会展旅游者占27%，另有
18%专为从事传统商务活动或其他目的而来。过去20
年来旅客人数相对稳定，尽管增长不甚明显，但依旧
保持着每年1.8%的增长，无激增或骤跌现象。

图3.2

2015年客源地市场住宿率（%）

2

其他欧洲市场
（11）

不过夜游客的人数按季度逐月变化，平均每月有
100多万来访游客。这些游客中有2/3是国内游客（来

长途市场
（13）

自安特卫普20公里以外的地方），另有25%～33%是

周边市场
（76）

外国游客（参见图3.1）。3

3.1.6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下列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场为安特卫普贡献了79%
的夜宿登记旅客，它们分别是：比利时、荷兰、德
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参见图3.2）。
2015年的客房平均入住率由一月的58.6%上涨至

来源：据联邦公共服务经济数据得出的计算结果，2015年行程长短不同旅客的入
住情况起伏较大（在线），网址：statbel.fgov.be（28-07-2017）。

1998—2016年酒店夜宿旅客数变化趋势（× 1000）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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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特卫普市，数字城市（在线），网址：https://stadincijfers.antwerpen.be（10-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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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经济影响

与时装业和钻石业相比，依然毫不逊色（共计3.52亿美
元左右）。

比利时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791.22亿欧元，

然而据新的城市营销战略，游客在其他产业发展的

高于2010年的3561.25亿欧元。在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判断旅游业为安

值中，安特卫普省贡献了16%（即753.65亿欧元）的产

特卫普经济发展创造价值的高低时，不能直接就旅游业

值（参见表3.2）。

附加值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法。

石油化工、物流运输和知识产业等是安特卫普最重
要的经济产业。虽然旅游业创造的附加值较为微薄，但

表3.2 旅游业对经济影响的业绩标准
数据

数据

旅游业从业人数，2012a

20672

旅游业对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b

2.15%

旅游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的比率b

5.9%

每位夜宿旅客一天的开支a

182美元

每位不夜宿旅客一天的开支c

93美元

注： 旅游业并未作为专门的产业进行注册，且只有在一些附带调查中才能看到有关旅游业的调查数据。
来源：a）佛兰德旅游业（2014），2013年旅游业数据、佛兰德和谐城市的艺术。
b）马斯彻尔克·德·P和威克斯·K（2014），2014年佛兰德地区和首都布鲁塞尔地区TSA（旅游卫星账户）经营综合报告，佛兰德政府研究。
c）世界经济调查（2012），2011年城市艺术研究。

图3.3

2015年每月酒店住宿人数（× 1000）
■国内夜宿游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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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佛兰德旅游业（2016），2015年XL旅游业数据（在线），网址：www.toerismevlaander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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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站

3.1.8 旅游企业
安特卫普拥有共计超过5200间客房、近12900张床
位的住宿接待能力。安特卫普酒店共分五个星级，一、
二星级酒店占总数的28%，三星级酒店占42%，四星级
占30%，无五星级酒店，合计9700多张床位。由于我
们并未对所有民宿进行登记，所以尚未查明其住宿接待
能力。安特卫普旅游企业类型见表3.3。

表3.3 安特卫普旅游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

数目

大篷车旅店和露营地

4

宾馆（如民宿）

84

青年旅馆

8

酒店

59

假日公园酒店

0

自炊式场所

72

混宿

25

会议中心

1

景点

71

饭店

806

来源：佛兰德旅游业（2017），2011至2015年旅居佛兰德的游客，佛兰德住宿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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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业绩领域

安特卫普观光组织主要负责将本地推广为适合休闲
度假、召开集会和举行会议（会展旅游）等各类用途的

3.2.1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胜地。此外还提供信息和其他便利服务，并分发
安特卫普旅游城市名片。目前预算（2017）为206万美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元，不含员工薪酬和住房费用。

安特卫普观光组织是安特卫普当地的旅游城市管理
组织（DMO），下辖于当地政府的商业发展和城市营销
部（其组织架构见图3.4）。该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着力将
安特卫普打造成为一座在生活、学习、工作和观光等各
方面都令人驰往的城市。它实际上是安特卫普的营销推
广部门，需在必要情况下与其他部门进行沟通和合作。

此外，安特卫普积极推进各类市区管理和社会管理
事宜，包括监测游客流量、监测并管理购物区和夜生活区
的宜居性、在数据采集和经销方面向企业家施以援手，教
育并培养企业家等。该市希望通过制定明确和具有支持性
的酒店政策，充分利用并改善酒店业的资产状况。

图3.4 商业发展和城市营销部的组织架构

总经理兼执行董事
（安妮卡·博盖尔特）

新闻办公室
4人

营销策略
42人

安特卫普观光组织
（米克·德·勒克）86人

后援人员
16人

商业与创新78人

看门人15
学生支持7人

媒体和通信52人

– 组织支持

– 组织支持

– 策略创新

– 内容和媒体

– 策略和研究

– 旅游地发展

– 零售+酒店和餐饮

– 服务中心

– 市场营销

– （汤姆·博斯曼）

– 弗洛尔·佩特斯

– 城区内容创新

– 观念和创作

– 商业发展

– 钻石业

– 为扶持低收入群体提供

– 通信

– 就业和社会经济

– 游客信息中心

– 业务台

– 预订售票

– 投资平台

– 事件管理

– 业务推广

的A类社保卡
– 市区服务台

来源：商业发展和城市营销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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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广场

在佛兰德地区，安特卫普是旅馆和餐饮企业密度第
二高的城市，仅次于布鲁日。因此，这个行业的质量从

会议每年举行4～6次，平均每次会议私营部门有约
60名代表出席。

经济、社会和旅游角度来说对安特卫普很关键。酒店服
务企业对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也至关重要。当地居民和

副市长也会与官方咨询委员会进行政策讨论，委员

游客会在安特卫普的旅馆、咖啡厅和餐厅会面。这样一

包括来自旅游行业的代表。来自旅游及其他行业的反馈

来，街道上就萦绕着活跃的气氛，同时提升了居民和游

由工作组传达，其中旅游、零售、酒店和餐饮及博物馆

客的安全感。此外，酒店设施与其他休闲方式的结合，

的工作组反馈相关度最高。

比如购物或文化参观，也是该市的一大优势。市中心的
商店大多一周营业七天。

佛兰德艺术城市联盟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
由五个以文化历史著称的城市（安特卫普、根特、布鲁

作为一家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安特卫普观光组织也

日、梅赫伦、鲁汶）的旅游部门组成。这种合作始于

参与行业的对话。由于公共和私有部门在发展旅游业上

2011年，非常有效，专注于加强五个城市的城市旅游管

的作用和责任十分重大，安特卫普观光组织意识到两者

理机构在游客信息和管理方面的联合努力，丰富游客在

在宣传和旅游城市开发上的合作需要得到支持。该组织

不同城市旅游的体验。以上成果是通过知识交流、联合

定期组织行业会议，发现行业需求和愿望，讨论满足这

研究项目、合作培训人员和组织与行业的研讨会来实现

些需求的最佳办法，发挥主导作用。

的。在处理游客密度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圆满成果。

从2006年开始，安特卫普市政当局与行业之间开始

旅游业发展政策

举行有组织的对话。有些组织和个人每年多次受邀参与
讨论，包括来自旅馆和餐饮业的约400位企业主、安特卫

安特卫普第一个十年旅游战略规划于1993年发布，

普会议局、导游协会、含早餐酒店行会、文化机构、当

意在使人们意识到旅游业如果得到政治层面的支持，可

地旅行社、会展组织者、世界钻石中心、机场以及文化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遗产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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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旅游规划于2015年结束，这次规划有了更多

安特卫普区确认了12个战略招待中心—这些区域

可量化的目标和一个包括37项行动的清单—旨在10年

中旅馆、餐饮和娱乐企业比比皆是，就目标顾客和活动

内产生1.17亿美元的营业额。这些行动注重提升当地旅

而言，这些区域有着内在的协调一致性。

游产品的价值，以期更好地利用并支持该城市现有的核
心价值（一座宜居城市、文化城市、购物城市）。这些

2010年，安特卫普对市区招待中心进行了基本调

目标也写入了该城市新的政府政策。有推测认为，1.17

查，问卷采用开放式问答形式，包括“哪个战略招待性

亿美元的目标可能未能实现，不过产生了大量积极的效

中心最大？”或者“那里有何种类型的餐饮企业？”这

果。此外，由于城市可以为游客带来各种体验，城市、

种信息对投资者很关键。同时，政府支持并引导新的企

企业主和居民作为东道主也变得更加自信了。

业家自己创业。一项新的倡议就是旅馆试运营，帮助住
宿投资者找到合适的地点。
5

该城第三个也是最新的规划（2016—2025） 采用了
新的整体营销策略。鉴于游客人数与满意度稳步持续上
升，十年战略规划中还包括了更实际的五年目标，制定
了更加有针对性的休闲和会展旅游市场的营销活动。

业绩现在也更容易衡量了，比如平均停留时间（＋

3.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景点

■

领者之一。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

4%），床位数量（＋23%），邮轮观光客（＋8%），一

六位时尚设计师，即“安特卫普六君子”，他们在

日游游客数量（＋15%），以及商业机构住宿容量增加

国际上声名鹊起。六君子使安特卫普得到了国际关

（＋8%，包括五星级酒店）和住宿率增加。营销活动更

注，并促进了新一代设计师的崛起。时尚如今是游

加关注最繁荣的客源地市场和生活方式部门，品牌推广

客最主要的购物兴趣之一。

也与城市的整体营销策略相协调。
■

业绩评估工具

钻石：安特卫普在全球钻石网络中的地位堪称“神
经中枢”，它联通了从未加工钻石到珠宝店里光
闪闪的钻石展示品。全球大约80%的未加工钻石以

安特卫普的商业发展和城市营销部通过若干方式监

及50%的抛光钻石在安特卫普交易。一个新的钻石

测该市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利用在零售区的监

博物馆正在建造中。此外，城市漫步游也穿过该地

测系统，对商店的总供应进行监测。

区。不过，钻石交易虽然长期以来对安特卫普具有
重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但是它在吸引游客方面的

安特卫普还有每三年一次的商店质量检查，以便维

作用相对有限。

持该区域的形象。在最常受光顾的酒吧和餐厅区也会进
行同样的检查，从检查结果可以看出供应不足的景点和
企业。

■

艺术和文化：安特卫普充满真正的文化魔力。17
世纪，安特卫普培育了许多著名的画家、雕塑家、

2017年4月，佛兰德地方政府针对所有付费住宿
（包括民宿在内）推行了质量管理条例，以控制安全
（防火规范）、健康、卫生、设施和保险。这意味着提
供房屋出租的个人（以及旅馆）不得不遵守质量和安全
规定。

时尚：安特卫普已发展成为欧洲时尚界最重要的引

乐器师和印刷商——鲁本斯、乔登斯、凡·迪克、
铨·布鲁格尔二世等，不一而足。这些艺术家及其
他人将这座城市的文化塑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遗产，
在城市内外重要的博物馆和教堂都有展示。安特卫
普还有繁华的现代场景，这里既有享誉世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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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放的会议中心

家，也有等待伯乐的艺术家；既有各式的剧院、电

王大厅重新装修和开放，安特卫普将有能力举办重要的

影院、画廊、舞厅和音乐厅，也有闻名已久的文化

国际性会议，容纳人数可达2000人。

工作室以及众多实验项目，还有迷人且让人想亲近
的建筑物。

社区态度与参与

活动

安特卫普的居民为他们的城市而自豪，并且普遍欢
迎游客。一部分原因在于市政当局努力宣传旅游业对该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第二大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中心，

市的价值，并且保证对社区的支持。安特卫普主动采取

仅次于布鲁塞尔。安特卫普超过25%的住宿人数是与会

措施保证游客均匀分散在全城，因此旅游业能给每一个

展和活动旅游相关的。这里提供良好的会议设施，而且

社区都带来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这些设施与城市里的主要旅馆有直接的联系。
安特卫普每100位居民可对应207位游客和2319位
2015年该市举行的活动，无论是针对当地居民还是
游客，达到了11664场。其中会展活动为1726次。6

一日游游客。7欧洲委员会2015年的报告显示，该市居民
对生活质量很满意，极其赞赏该市现有的医疗和运动设
施、学校及其他服务。8

过去几年到2015年间，这些数字处于缓慢但是稳定
的增长之中。新的城市营销策略打算努力增加针对国内
和国际市场的活动。为此，安特卫普观光组织组建了一
个专门的活动团队来开发这项事业。

截止目前，安特卫普主要举行中小型会议和活动。
但是随着2017年作为佛兰德地区会议中心的伊丽莎白女

60

3.2.3 环境视角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安特卫普有九家旅行机构参与了“绿键”计划（见
下文）。一些旅馆安装了水循环设备。安特卫普旅馆协
会也致力于减少行业能源消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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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安特卫普市中心设立了机动车低排放
区。10

饮料、废物垃圾、行政管理、室内环境、绿色区域、绿
色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多数标准是强制性的，也有一
些可作为指导原则。根据参与“绿键”计划的年限，经

当地政府针对自然区域和目前空置的商业公园制定
了大自然保护条例。保护区或无人区内如有动植物，则

认证的机构必须不断提高满足“绿键”指导原则标准的
比例。

会成为特殊的保护和看管对象，并且禁止将来在此地进
交通便利性

行工业开发。

在佛兰德地区，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绿色热

安特卫普鼓励公共交通和低排放交通。有专门的网

力、交通生物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翻了一倍多，

站（www. slimnaarantwerpen.be）提供关于到达该

11

从2008年的2.9%增长到2015年的6.0%。 绿色电力的比

市的交通方式的信息。

重在同时期翻了三倍。
“圈圈”计划鼓励居民在城市旅行时使用自行车，
公共绿地

还能够为自己积累信用。

在安特卫普区，平均39%的面积是绿地（区域间有

安特卫普的出行卡价格实惠，可供游客购买。另外

浮动，从14%到51%不等）。安特卫普是欧洲绿地比重

安特卫普市政卡也涵盖公共交通。安特卫普有车辆共享

最高的城市之一。69%的人口居住在公共绿地方圆400米

项目，由一家私人公司和一些公民个人提供，总共有84

内；总绿地面积的28%可以免费开放；还有10%的绿地由

处提车点。

公园组成。12
“Velo Antwerp”是2011年的一项私人计划，可
“绿键”是一个自愿参加的生态标签计划，最初是

在259处自助服务站提供3000多辆自行车进行出租。它

1994年丹麦国内的一项倡议，如今涵盖56个国家、2600

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年增加至300个服务点和3600辆自行

家旅馆和其他机构，大部分位于欧洲。联合国世界旅游

车。一个应用程序可提供具体使用细节。对于希望自由

组织也是“绿键”的合作伙伴。

探索这座城市的游客，这是不二之选。安特卫普观光组
织对以上计划以及其他的自行车出租进行了宣传。

安特卫普有8家旅馆和1家旅游景点是在“绿键”旅
游企业认证下开展工作的。绿键是最大也是最受尊重的
针对环境友好型旅游企业的国际认证体系。绿键认证的
企业承诺可持续经营，承诺为员工与客户提供最低限度
的社会条件。每年都会复审一项满分为100分的核对清
单。

绿键认证代表着企业承诺经营以遵守环境教育基金
会设定的严格标准为前提。这些标准共6大类，分别针对
旅馆和招待所、宿营地和假日公园、小型机构、会议中
心、餐馆和景点，覆盖了13项标准，包括：员工参与、
环境管理、顾客信息、水、能源、清洗和洁净、食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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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特卫普港口总部门口的市政自行车

3.2.4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数据公开

智慧城市

安特卫普市奉行数据公开的理念—数据向所有人

2017年1月起，安特卫普市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智慧城
市举措。

开放。（https://opendata. antwerpen.be）指示板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提供许多项目的实时和交
互数据，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取。13对旅游行业来说，还
有一些关键业绩指标的数据可供查看，比如过夜住宿数

该市计划在全城的停车场、垃圾箱、水管甚至居民
的家装热水器安装数百个传感器，为应用程序开发者和

量、到访数量、邮轮旅客数量、房屋总入住数量以及信
息中心游客的数量。

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互联网连接。交通系统和公共照明系
统上也装有传感器，可用于监测空气质量。

市中心的免费无线网络点可覆盖主要的旅游区域。
游客也可以随时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访问安特卫普
观光组织的不同应用软件。自行车出租应用软件“Velo
Antwerp”和该市的博物馆应用软件可提供优质的信
息，是城市观光的真正伴侣。

安特卫普也鼓励有创意的年轻人为当地居民和游
客开发新的应用软件。新推出的流行应用软件“This is
Antwerp”和“A typical Anwterp”就是一群有创意
的年轻人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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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区（Eilandje）的开发与溪流博物馆（MAS）

3.3

成功案例

关键策略及举措

3.3.1 胰岛区，新城区的创造

对安特卫普北部胰岛区这块前港区的改造是众多欧
洲港口城市改造的经典案例。在赋予旧港口和建筑新的

引言

功能时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胰岛区以前是港口区，面朝大海，魅力十足。自从

由衷地拥抱航海历史，并建设溪流博物馆和红星航运博
物馆以来，整个港区焕然一新。咖啡馆、画室以及令
人惊叹的建筑林立，使胰岛区成了安特卫普观光的必来
之地。

溪流博物馆展现了安特卫普的丰富历史，2011年该
馆的落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它不仅是观光胜地，
还是东方与西方，南部与北部，居民、商人和游客交汇之
地。红星航运博物馆致力于记录19世纪和20世纪从欧洲
向新世界的移民潮，更强化了这种文化轴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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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人群监测

成果和影响

引言

通过人群监测获取的数据实例：
自2016年起，安特卫普与移动电话提供商合作监测

游客在市中心的移动数据，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并

■

且给需要的人提供实时的公共交通信息。

2015年七八月间，安特卫普计有42万名游客。与
FPS Economy的过夜数字不同，此次数据包含了探

人群监测，或者说监测游客和行人的位置和移动趋

亲游、沙发客和民宿等。

势，近年来已经成为城市营销的一个重要工具。安特卫
普使用这类数据来衡量其旅游和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

■

在一些活动期间，这些数据也用于进一步预测人群流动

同样是这两个月，据计算，整个城市的一日游游客
达到了200万。

和安全状况，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

关键策略及举措

这些一日游游客的来源地也已鉴别出。71%来自比
利时，56%的外国游客来自荷兰（331000）。其余
游客主要来自周围其他邻国，他们有时来比利时度

■

利用无线传感器计算购物者数量：根据移动设备所

假，但不在安特卫普。

发射的蓝牙/无线信号计算购物者数量。经过在三个
监测点最初的测试，现在整个城市已拥有25个监测

■

点，这使当地政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商场购物区的

安特卫普市中心44%的外国游客来自荷兰。荷兰与
德国、法国和英国共同占到了安特卫普留宿外国游

人群数量，以便进行评估，比如说，商店销售季、

客的70%。

每月周日购物节以及市中心各种特殊活动对游客群

■

会有何影响。

■

在节日季期间，绝大多数游客周六来游玩。

利用移动电话数据计算游客和游客数量：根据移动

■

在安特卫普的主要购物步行街迈尔大道（Meir），

电话信号塔接收的信号计算游客数量。通过这些数

月均有约130万游客，一年可达1600万左右。

据可以洞悉游客流动规模、来源地以及平均停留时
长。这些数据还可在大型活动期间用于安全和保障

■

目的，比如皇家巨人（Giants of Royal de Luxe）
或者安特卫普十英里（Antwerp 10 Miles）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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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启动周日购物节以来，相较于每周六的
60000～70000人，迈尔大道平均每周日购物者及行
人可达45000人。14

溪流博物馆

stadincijfers.antwerpe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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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

4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67

天坛

4.1
4.1.1

引言

中国航空门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超
过9000万人次。预计2019年7月建成的北京新机场将成

基本介绍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管辖的四个
直辖市之一，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

为全球最大的航空枢纽。

4.1.3 主要景点概述

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有七处景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是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北京拥有99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毗邻渤海湾，背靠燕山，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个国家地质公园，15个国家

北向辽东半岛，南朝山东半岛。全市占地面积16410平

森林公园，151个在册博物馆，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博

方公里，山地面积1007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

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的故

61.4%。

宫博物院。

《2008/2010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城市
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榜中北京位居第二。据官方记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吸引游客前来
的景点包含：

载，2016年北京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5万亿元
（3750亿美元）。1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2170万常
住人口，人均GDP达到11.5万元（17300美元）。

4.1.2

故宫博物院、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天坛、颐
和园、明十三陵和京杭大运河。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北京是中国主要的陆路交通枢纽，交通便利，与中
国东南和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畅通无阻。京沪铁路和京
广铁路是中国交通系统的两大动脉。截至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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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旅游客流

斯联邦。

过去几年，北京旅游业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游客
人数和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均位居中国城市之首。2016
年，游览北京的国内外游客总数达2.85亿人次，同比增

北京504家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呈现出明显的季
节性特征：1月和2月是淡季，7月和8月的入住率最高
（70%以上）。

长4.6%，旅游总收入达到5021亿元（755亿美元），同
比增长9%。 2010—2015年间，旅游人数每年增长8.2%
（见图4.1），旅游收入每年增长10.7%。

除星级酒店外，截至2016年，北京共有1282家经济
型酒店。上市公司的年报显示，大部分经济型酒店的入
住率均超过80%。随着经济型酒店的迅速扩张，人们对

然而，北京入境旅游客流近年来一直呈缓慢下降趋
势。2016年，入境游客达416.5万人次，同比下降0.8%
（见图4.2）。

4.1.5

于低星级酒店的需求进一步减少。提供同等质量服务的
二星级酒店将逐步被市场淘汰，2016年1—12月北京星
级酒店平均入住率见表4.1。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4.1.6 经济影响

2015年，北京大多数入境游客来自亚洲2（47%），
其次是欧洲（25%）和美国（22%）（见图4.3）。从国
家和地区的角度看，来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
湾省的游客约占入境游客总数的15%，外国游客占85%。
从国外市场看，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游客数量分列前三
位，其次是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新加坡和俄罗

2011—2015年，北京旅游业产值增速高出第三产
业增速3.2个百分点，比GDP增速高3.7个百分比。2015
年，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达到1720亿元（280亿美元），
2010—2015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1.2%。旅游业带来的增
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7.2%上升到2015年
的7.5%。

2007—2016年北京游客总数（×10000）a

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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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报告中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统计局和其他官方机构。
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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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2007—2016年北京入境游客逐年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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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统计局（2017）。

图4.3

2015年各大洲在北京入境旅游市场所占比重（%）
非洲（2）
大洋洲（4）

美洲（22）
亚洲
（包括中国香港、
澳门和台湾）
（47）

欧洲（25）

来源：北京统计局（2017）。

表4.1

2016年1—12月北京星级酒店平均入住率（%）
月份

1—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入住率

46.7

62.9

64.3

63.1

63.2

72.4

72.7

64.3

66

64.9

60.1

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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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旅游企业
■

旅游业投资情况：2016年，北京市旅游相关行业的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795.5亿元（119.6亿美元），同

截至2016年，北京拥有235个A级旅游景区（含8个
5A级旅游景区），504家星级酒店，1282家经济型酒

比增长11.7%，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9.4%。

店，2117家旅行社，41811名认证导游，141个星级民俗
■

旅游岗位：截至2015年底，北京旅游业提供的岗位
总数达到990000个，比2010年增加69000个，约占

村，4008处民居，647家特色企业和33个特色旅游城镇
和村庄。

全市就业岗位总数的8.4%。
近年来，北京的星级酒店数量有所减少，同时其他
■

旅游消费：近年来，来北京的游客，特别是国内游
客的平均消费水平不断增长。2010—2015年，国

住宿类型有所增加，如经济型酒店、汽车旅馆、农村寄
宿和同等经济条件的住宿形式。

内、国外游客人均消费分别增长4.9%和1.3%。2016
年，国内游客人均消费达到2498元（376美元），

图4.4

2016年北京旅游收入组成部分（%）

是全国旅游人均消费水平937.5元（141.2美元）的
2.66倍。

其他（6）
娱乐（3）

纵观2016年，餐饮（21%）和购物（29%）是北京

观光（6）

购物（29）

旅游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住宿占总收入的18%，长途
交通占17%，观光和娱乐占9%，其他（市内交通、邮政
和电信）占6%（见图4.4）。

长途交通
（17）

乡村旅游对扶贫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居住在北
京郊区的农民创造了收入。2011—2015年间，农村旅游
收入持续增长，其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2011年的8.4%上升至2015年的10.6%。乡村旅游的发展

住宿（18）

餐饮（21）

为城市农村的农业带来积极转变。2015年，北京郊区农
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011年—第十二个“五年计

来源：北京统计局（2017）。

划”元年收入的1.4倍。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收入
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乡村旅游在农村社区的扶
贫和农民创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71

佛香阁

4.2

关键业绩领域

4.2.1

游形象，开展对外旅游交流，参与区域旅游合作，
组织协调重大旅游节庆/会展活动，培育旅游品牌。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目的地管理组织架构

■

实施地方性法规，监督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服务质
量，管理旅游开发专项资金，加强公共旅游服务，

北京是第一个参与综合旅游改革试点项目的省级城

监督旅游安全法规、旅游产业组织管理和旅游专业

市。2011年，北京市政府率先将北京旅游局升级为北京

培训。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BTC），并将其纳入市政府，使旅
游业发展不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任务，需要多机构共同
协作完成。此外，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协调和服务监
督等职能也得到加强。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要承担
以下职责。

■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下设14个部门和办公室，
另有北京市世界旅游城市发展中心、北京市旅行社服务
质量监督管理所、《旅游》杂志社、北京市旅游人才发
展中心、北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多个事业单位，以

战略规划：制定和安排全市旅游发展战略、五年发
展规划、行动计划和政策措施。

■

及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和北京旅游学会等社会组织，共
同构成政府支持的组织结构的基础。具体的组织结构见
图4.5。

旅游业发展：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进行监督，
协调旅游业发展，对重点旅游区域、旅游景点和路
线、新旅游业务的规划和发展进行指导，协调旅游
投资、旅游推广和主要旅游项目并提供服务。

■

市场营销：制定和实施旅游营销战略，提升城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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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组织结构图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部门和办公室

公共机构

社会团体

地区旅游委员会

– 办公室

– 北京市世界旅游城市发展中心

–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

– 西城区旅游委

– 综合处

– 北京市旅行社服务质量监督

– 北京旅游学会

– 东城区旅游委

– 法制处

管理所

– 朝阳区旅游委

– 产业发展促进处

– 《旅游》杂志社

– 海淀区旅游委

– 首都旅游协调与区域合作处

– 北京市旅游人才发展中心

– 丰台区旅游委

– 城市形象与市场推介处

– 北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 石景山区旅游委

– 旅游消费促进处

–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信息中

– 门头沟区旅游委

– 大型活动处

心（北京市旅游运行监测中心）

– 房山区旅游委

– 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处

– 昌平区旅游委

– 安全与应急处（假日办）

– 顺义区旅游委

– 财务处

– 通州区旅游委

– 人力资源处

– 大兴区旅游委

– 监察处

– 平谷区旅游委
– 怀柔区旅游委
– 密云区旅游委
– 延庆区旅游委

来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2017）。

首都旅游发展跨机构会议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中央部委等80多家机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成立于1993年，积极致力于保

构，开创了首都旅游发展跨机构会议机制，推动72小时

护旅游企业利益、规范旅游市场。协会出台了几项旅游

过境免签、游客开放日、海外游客退税、通关便利化和

业行为守则，包括《北京地区饭店业诚信公约》《北京

增设航线等项目的实现。

地区导游员诚信公约》《北京地区旅游区（点）诚信公
约》《北京地区旅行社同业诚信公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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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旅游学会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开展演播厅、新北京首钢
（Capital Steel）工业文化旅游区等建设项目；鼓

北京旅游学会是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领导下的群

励私人投资新成立的旅游企业，确保重点项目，如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实施。5

众性学术团体，是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团体会员。北
京旅游学会汇集了各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积极开
展旅游理论研究，组织旅游学术交流和出版旅游相关刊

旅游业发展政策

物。自2012年以来，北京旅游学会每年出版《北京旅游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和会展业发展规

发展报告》（《北京旅游绿皮书》），以年度报告的形
式对北京旅游发展进行理论回顾。

划》，北京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巩固提
升旅游业支柱产业的地位，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城市转型

北京公共旅游服务体系

发展的引领产业、创业增收的富民产业、提升城乡居民
生活品质的幸福产业，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海外游客最

北京市建立了由市旅游服务中心、区/县旅游咨询服

喜爱的旅游城市、国家旅游首善之地和宜游之都。

务中心和旅游咨询站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还建立了中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

国第一家旅游业运营监督和控制中心。

2016—2020年间，北京市将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创新，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参与

引导构建伞状国际化旅游目的地管理组织，邀请旅游企
业、旅游经营商和市民代表等加入组织，全程参与北京

201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已经成为旅

旅游城市的管理工作。北京未来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结构
见图4.6。

游业全面改革的重中之重。文件中强调，应厘清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切实发挥旅游行业协
会、学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鼓励中介组织发展：

具体目标如下：到2020年底，游客人数达到3.2亿，
旅游收入超过7000亿元（1050亿美元）。旅游业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提供110万个就业机会。游客满

■

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平台启动后，致力于为地

意度显著提高，至少要达到83。A级旅游景点数量达到

方政府、旅游企业及关注旅游产业发展的投资机构

250个。

提供旅游项目招商、旅游企业融资、旅游企业股权
交易、旅游实物资产交易、旅游产品发布等各项服
务。2015年，平台获得“中国旅游业改革发展创
新奖”3。

■

北京旅游发展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投资北京旅游
区的旅游项目，以及文化旅游的旅游项目、产品和
活动。截至2015年底，该基金为首航直升机股份有
限公司（Capital Helicopter）等几个项目投资达
8.21亿人民币（1.32亿美元）。

■

旅游PPP：北京大力推动旅游业PPP模式（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4 以民间资本为支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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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北京未来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结构

目的地之要素
景点+设施+可达性+人力资源+形象+价格

目的地管理组织
领导及协调

市场营销
吸引游客来目的地

产品管理
超出预期

创造可持续发展环境
政策、立法、规划和税收调节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

近年来，北京积极落实国家旅游发展政策，根据城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市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土地、税收、金融等方面给
予系统支持（见表4.2）。

为实现建设世界级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北京近年
来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旅游营销活动。自2016年以来，北

应该指出的是，北京未来的旅游业发展还面临着一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印度、越南和俄罗斯联邦举办了

些挑战。首先，全球经济形势尚不明朗，国内经济结构

一系列以“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探索新北京”为主题的

处于转型阶段，可能对包括北京旅游业在内的中国旅游

旅游宣传活动，从古代皇城、北京传统戏曲艺术、现代

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时尚、休闲生活、动感冬季奥运会和美丽乡村6个不同的
角度展示北京的独特魅力。

其次，旅游业竞争愈演愈烈，北京面对的国内外竞
争者越来越多。高铁时代的来临，加强了交通的可达

2017年，北京加强与海外中餐馆、孔子学院、中

性，但同时国内其余旅游目的地也给北京带来了更大的

国主要航空公司、国内外重要机场和媒体机构之间的

竞争压力。

合作，展示北京壮丽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和特色定制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包括中医之旅、体育

最后，像其他大城市一样，北京也患有“大城市
病”，出现人口密度高、交通堵塞、生活成本高以及空

之旅、展览和节庆之旅以及经典文化景点和博物馆之
旅），并发起以“北京美食”为主题的旅游宣传活动。

气污染等各种“症状”。由此可见，为游客和当地居民
提升服务质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目前，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正设法疏散北京的
“非首都职能”，将其转移到邻近的天津市和河北省。
如何在疏散阶段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对北京来
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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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北京出台的促进旅游发展的政策
落实旅游业用地保障

加大旅游财税和金融支持

提高旅游业的开放性

支持旅游业创业与创新

■

改革完善旅游用地管理制度，推动土地差别化管理并引导旅游供给结构调整。

■

将旅游业发展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充分考虑相关旅游项目、设施的空间布局和建设用地
要求。

■

年度土地供应要适当增加旅游业发展用地。对投资大、发展前景好的重点旅游项目，要优先安
排、优先落实土地指标。

■

加大力度支持利用荒山、荒坡、荒滩、垃圾场、废弃矿山、石漠化土地开发旅游项目。

■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办
旅游企业。

■

做大做强北京旅游资源交易平台，并向京津冀区域拓展。

■

加大对重点旅游景区、重点旅游线路和乡村旅游区等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力度。

■

拓展旅游企业融资渠道，支持企业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投资、建设和运营旅游
项目。

■

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旅游企业的信贷支持。

■

积极发展旅游投资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推进旅游项目产权与经营权交易平台建设。

■

积极引导预期收益好、品牌认可度高的旅游企业探索通过相关收费权、经营权抵押等方式融资
筹资。

■

鼓励企业采取资源整合、资产重组、收购兼并、连锁经营、委托管理等方式整合旅游产业链。

■

鼓励外商投资旅游业，参与商业性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建设，投资旅游商品和设施。

■

扩大中外合资旅行社开展出境旅游业务试点，支持中外合资旅行社从事出境旅游业务。

■

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以旅游需求为导向的在线旅游创业创新。

■

支持旅游创新平台、创客空间、创新基地等新型旅游众创空间发展。

■

鼓励建立“旅游+互联网”创业园区，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争创国家级“旅游+互联网”创客基
地，建设国家级创客示范项目。

■

鼓励在线旅游创业创新，将中关村创业大街打造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题特色街区。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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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满意度

北京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省级旅游监督调度中
心——首都旅游产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监测全市旅游
6

《2015年北京旅游绿皮书》 从游客感知视角出发，

资源、旅游产业的运行状态并进行应急指挥。

评估旅游经济运行系统的质量，其中包括旅游服务运行
质量、公共服务运行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旅游目的地
整体形象等指标。

调度中心负责监控游客密集的重点区域的客流量，
实时发布景区游览舒适度指数，并提供实时交通和天气
信息。调度中心将获取的数据在北京旅游网、北京旅

总体而言，空气质量、生态环境和交通拥堵是北京

游微博和北京旅游移动新闻等平台上进行实时共享。此

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游客对北京的餐饮、住宿和旅

外，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等媒体机

行社的满意度处在中等水平，对机场、火车站和公交车

构也会派工作人员到调度中心进行报道，发布监测信息

站，免费无线网络，自助导游系统和虚拟旅游平台的满

和旅游贴士，帮助游客制订最佳出行计划。

意度相对较高。结论与《北京游客满意度测评体系构建
的研究》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图4.7 故宫游客流量实时监测信息
景区舒适度指数
景区名称

指数

故宫
数据更新时间：2017-07-15

21:15（每15分钟自动更新）

八达岭

5

八大处

3

香山

5

颐和园

5

舒适，适合游览

故宫

5

当前人流量：69000人

世界公园

5

天坛

5

红螺寺

5

龙庆峡

4

动物园

5

国家体育场

5

石景山游乐园

5

慕田峪长城

5

景山公园

5

当前舒适度指数

趋势图

人流量（单位：万人）

景区舒适度

来源：北京旅游网（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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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海游船

4.2.2

环境视角

旅游景区、餐馆和酒店推行4R 理念（减量 Reduce、
重复利用 Reuse、再生 Recycle 和回收 Recovery）。

可持续旅游政策法规

鼓励酒店参与‘绿色旅游饭店’评定，争取高星级酒店
普遍通过评定。加强绿色旅游宣传，提高游客的环保

北京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

意识。”7

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颁布系列地方立法，注重培养
公众的环境意识，提倡绿色生活方式。

2017年颁布的《北京市旅游条例》规定，开发旅
游资源和建设旅游设施，应当结合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特

在旅游业方面，北京出台旅游业绿色认证制度，提
倡创建绿色饭店，开发绿色旅游产品，发展绿色餐饮，
实行绿色营销，提升公众绿色旅游观念。2016年通过的

点，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原貌，保持环境、景观、设施
协调统一。旅游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8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

“大力发展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旅游，加强生
态保护，严格控制砍伐、放牧、养鱼等活动。控制生态
旅游区机动车辆进入，鼓励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旅
游专用车。全面改善京郊旅游环境，持续推进乡村旅游
区‘减煤换煤’行动。实施绿色旅游节约环保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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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

4.3

成功案例

4.3.1

■

万游客的博物馆。向游客展示辉煌的皇城建筑和珍
9

故宫博物院

贵的文物，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它的文化价值，是故
宫博物院的第二项使命，也是它作为世界第五大博

引言

物馆的关键职能之一。这部分职能主要通过展览演
示、宣传教育、文化宣传、数字媒体、导游服务、

故宫博物院是明清两朝皇帝的故居，被列为全国重

定制旅游和文化创意产品来实现。

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
遗产（1987）、5A级风景区（2007）和国家一级博物馆
（2008）。

■

最后，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三项
使命，也是故宫博物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国家
5A级风景区的首要责任。要完成该使命，主要工

目标

作包括整修服务设施、改善标识系统、完善信息服
务、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承担社会责任、管理社

故宫博物院主要肩负以下三项使命：

■

其次，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唯一年接待超过1000

区关系、处理游客投诉和进行游客调查等。

首先，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
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拥有近600年的历史，是中国
文物收藏最多的国家博物馆，而故宫博物院的首要
使命就是“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
年”。因此，面对巨大的客流压力，最重要的是完
成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和传承工作，完整保存180万
余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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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策略及举措

城和馆藏历代珍宝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也影响了
游客的参观质量。因此，观众疏导与客流限制成为

1.保护文物与服务游客

故宫博物院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经过几年的规
划，2015年北京推出了一系列限流分流措施（见表
4.3）。

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游客服务的关系是故宫博物
院面临的最大挑战。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为应对这一挑
战进行了以下探索：

■

2.扩大文化交流功能

文物保护与修复模式以最小干预和最大游客准入为

由于现有展览设施的限制，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80万

指导，因为木结构建筑极易受损，而博物馆建筑的

件文物展出比例不到1%。近些年，故宫博物院在加大文

面貌和结构不能随意改变。博物馆有100多万件藏品

物展示力度的同时，也采取了多项文化宣传措施：

需要修复并预先做好保护措施，但许多文物已经出
现腐烂、侵蚀、开裂和损坏的迹象。为应对这些挑

■

提升展览展示水平：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多次举
办长期展览（如武英殿书画馆、文华殿陶瓷馆、大

战，故宫博物院采取了以下措施：

明宫金银器皿展馆和钟粹宫玉器馆），并组织举办
—启动两项重大工程：（1）“故宫古建筑整体修

了一系列临时展览，吸引了大批对文物感兴趣的游

缮保护”工程和（2）“平安故宫”工程。检查

客。此外，博物院还与国内外博物馆合作，联合举

建筑物和文物的状况，更好地进行保护工作。

办展览，并在中国各城市的博物馆进行展出。

—坚持日常维护，进行定期修复和特别修复，确

■

保建筑物始终处于完好的状态。

—修复过程中尽量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尽可能保
持文物原状和历史痕迹，注重传统修复工艺的
传承。

— 《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5）中说
明了如何处理文物保护与文物展示的关系、如
何解决游客数量超负荷的难题。应优先对具有
重大安全风险但能带来高效益的古建筑进行整
修，逐步扩大面向游客的开放面积。

■

将游客流量管理纳入文物保护规划和故宫博物院管
理日程：2002—2011年10年间，故宫博物院的游
客数量翻了一番，年游览量达到1400万人次，2016
年度更是突破1600万人次，其游览量的增长速度和
规模远超国内外所有博物馆。单日参观人数最高纪
录为18.2万人次，这不仅给600年“高龄”的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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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校和社区：故宫博物院为中小学量身定制出
一套教育计划。

表4.3 2015年故宫博物馆采取的游客量管理措施
核定最大承载量，实施限流制度

根据多年研究成果，故宫博物院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信息平台计算出故宫博物院单日最大
游客承载量为8万人次。由此，从2015年开始，故宫博物院试行每日限流8万人次的方
案，并且采取实名购票和网络预订的方式。自方案实施后，网络购票比例从2015年的
17.34%上升到2016年的41.14%

实施周一闭馆制度

经过为期一年的下午闭馆半天的制度试行，2014年1月正式实施故宫博物院星期一全天
闭馆的制度（法定节假日和暑假除外）

优化排队管理

从2013年开始，故宫博物院的售票窗口数量由16处增加至30处，售票窗口数量增加
87.5%，大大缩短了游客的等候时间。与此同时，安检门的数量从2处增至18处，方便
游客更快通过安检，经常拥堵地段（如御花园及展览厅）实行局部分流，具体包括现场
指示、小亭关闭、单向参观及限制出入等方式

扩大开放区域

2015年，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为65%，比2014年多出13%，开放了5个从未开放的区
域。2016年，故宫博物院迁出部分办公科研单位，开放区域进一步扩大到76%左右

加强监测

故宫博物院共安装了3000部左右不间断运转的闭路电视监控器，以实时监控景区进/出
口以及重点区域的客流情况

禁止机动车车辆穿行开放区域

2013年，故宫博物院禁止所有机动车辆进入公共区域。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内的
所有来访者，必须在故宫午门外下车，步行进入故宫博物院。如此安排能够避免车队与
游客之间的潜在冲突，规避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公共旅游服务研究小组（2017）。

此外，故宫博物院的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到大学讲

故宫博物院开发出一套“数字博物院”系统，由官

学，故宫还为大学生提供定制旅游服务。同时，故宫博

方网站、微信、移动应用、多媒体数据资源和其他信息

物院还推出一系列面向公众的项目，如故宫博物院演讲

子系统组成。该系统通过在线与离线连接，为游客提供

厅、故宫博物馆主题日和故宫博物馆讲堂等。

便捷、全面的博物馆数字化信息服务。游客可在系统中
查阅售票、旅游路线、展览、文物收藏、安全和紧急

3.改善导游及信息服务

指示等相关信息。为了激发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
趣，故宫博物院还专门为年轻人开设网站，用年轻人的

故宫博物院的导游和信息服务形式多样，渠道和内

语言和喜爱的动画形式宣传中国文化。

容丰富。大多数国际博物馆只提供10种语言的语音向导
服务，而故宫博物院则提供40种语言的语音向导服务。

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长期展览、临时展览和特别展览
中的解说员大多是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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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入口

4.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颜色和图案，烘托紫禁城雄伟的气氛；重新摆放标
志牌的位置，方便游客参观；在标志牌上印刻二维

故宫博物院开发了一批设计精美、价格低廉、质量

码，让游客能够方便地获取文物的相关信息。

上乘、富有创意并且带有博物院标志的旅游纪念品。截
至2015年底，故宫博物院共研发了8600多种文化创意产

■

环境卫生：故宫博物院执行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标

品。2015年上半年，文化创意产品的总销售额达到7亿

准，要求“建筑物内部环境绝对清洁，开放空间不

人民币（1.1236亿美元），利润近8000万人民币（1284

得乱扔纸屑”。

万美元）。文化创意产品的成功实践不仅为故宫博物院
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将丰富的文化引入人们

■

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

确保游客能够“有尊严地参观和休息”：在公共广
场和恰当区域安装1400多把椅子，为游客提供休息
区；在古树周围放置了木制长椅，增加休息区域，

5.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让游客不再像以往那样坐在地上、树旁或栏杆上休
息。为营造良好的旅游氛围，避免产生噪音，故宫

■

维持低价策略：故宫博物院遵循公共资源用于公共

博物院要求所有导游只能口述讲解，禁用扩音喇

目的、基于成本定价和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多年

叭。如果由于游客人数过多而无法进行口述讲解，

来一直将门票价格设定在较低水平：淡季40元（6

故宫博物院会为旅游团提供自动语音向导。

美元），旺季60元（9美元）。此外，从2014年开
始，每月（淡季）向特定群体，包括教师、医务工
作者、志愿人员、军人、警察和大学生提供一次免
费参观博物馆的机会。

■

完善服务设施：对故宫博物院的基本旅游设施进行
升级和翻新，例如更新标志牌，重新设计标志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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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Beijing.

1

以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得出。

2

中国入境旅游包括外国人和香港（中国）、澳门（中国）以及中国台湾省的
游客。
来自中国国家旅游局的网站www.cnta.gov.cn。

4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2015),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Affairs
Office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Promo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Model in Public Services, Beijing.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2015), Opinion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on Encouraging Private Investment

Beijing Tourism Society (2015), Green Book on Beijing Tourism 2015,
Beijing.

7

3

5

6

Beijing Tourism Commission,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Development and Reform (2016), 13th Five-Year Plan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of Beijing, Beijing.

8

Beijing Tourism Commission (2017), Tourism Regulation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Beijing.

9

The research team on the public tourism services of the Palace
Museu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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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边的崭新建筑

5.1

引言

5.1.1

基本介绍

5.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杭州是中国东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交通十分
便利。杭州拥有1座国际机场、4座火车站和6座长途汽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坐落于长江三角洲中部，是中

车站。萧山国际机场是中国四大国际机场之一 2 ，截至

国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杭州也是七朝古都，拥有超过

2016年底运营了240条航线，其中有38条国际航线以及7

2200年的悠久历史。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赞

条港澳台航线。每年约有25万次航班在此起降，年均增

扬杭州是“世上最壮观、最高贵的城市”。

长率为8.2%。3

杭州常住人口为920万，面积16596平方公里。

5.1.3 旅游客流

2016年杭州市GDP为1.1万亿人民币（1660亿美

2016年国内外游客人数同比增长13.5%，达1.406亿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杭州人均GDP达

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了2572亿元（388亿美元），

121394元（18300美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4。1

同比增长16.9%（见表5.1）。

杭州曾获得过“十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中国十大
创新城市”“中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中国十大智能城
市”“百强国际会议举办地”“世界首个可持续发展试点
城市”以及“52座国际旅游城市之一”等称号。过去10
年里，杭州连续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中榜上
有名。

这几年，杭州市由于阿里巴巴集团而受到了众多全
球媒体关注。阿里巴巴诞生于杭州，总部也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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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2016年，有360万外国游客到访杭州，同比增长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2016年，杭州迎来了360万名国际入境游客，同
比增长6.3%。旅游业外汇收入达到了31亿美元，增长
7.5%。在中国15座副省级市中，杭州的入境游客数量和

6.3%，占入境游客总人数的70.4%。入境游客中有40.6%
来自亚洲，12.8%来自欧洲，10.4%来自美洲，2.5%来自
大洋洲，4.0%来自非洲和其他地区。其余29.6%的入境
游客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见表5.3）。

外汇收入均排名第3，仅次于深圳和广州（见表5.2）。

表5.1

2006—2016年杭州游客总数和旅游收入总额

年

游客总数（万人）

同比（%）

总收入（亿元）

同比（%）

2006

3864.16

13.1

544.00

16.9

2007

4320.49

11.8

630.06

15.9

2008

4773.00

10.5

707.22

12.3

2009

5324.12

11.6

803.12

13.6

2010

6580.60

23.6

1025.70

27.7

2011

7487.27

13.8

1191.00

16.1

2012

8568.00

14.43

1392.25

16.9

2013

9725.15

13.51

1603.67

15.19

2014

10932.56

12.42

1886.33

17.63

2015

12381.97

13.26

2200.67

16.66

2016

14059.08

13.54

2571.84

16.87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表5.2

2006—2016年杭州国际入境游客

年

游客总数（万人）

同比（%）

旅游业外汇收入（亿元）

同比（%）

2006

182.02

20.3

9.09

19.9

2007

208.60

14.6

11.19

23.1

2008

221.33

6.1

12.96

15.8

2009

230.40

4.1

13.80

6.5

2010

275.71

19.7

16.90

22.5

2011

306.31

11.1

19.57

15.8

2012

331.12

8.1

22.02

12.5

2013

316.01

-4.57

21.60

-1.9

2014

326.13

3.2

23.18

7.3

2015

341.56

4.73

29.31

26.45

2016

363.23

6.34

31.49

7.44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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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2016年杭州入境游客构成
地区

游客总数（万人）

同比（%）

总数

363.23

6.34

亚洲

147.34

3.68

欧洲

46.62

10.17

美洲

37.92

11.00

大洋洲

9.21

9.84

非洲和其他地区

14.53

4.00

中国香港

40.97

4.99

中国澳门

6.08

3.48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2016年杭州位列前十的客源市场分别为韩国、美

5.1.5 旅游企业

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德国、英国、法
杭州共有70个A级景点，其中包括3处5A级景区。

国和澳大利亚。来自上述国家的游客数量占国际游客总
接待数的67.1%。

全市共有717家旅行社，其中86家经营出境旅游业务，
103家被杭州市旅游委员会评为“质量信得过旅行社”。

2016年杭州接待了1.37亿国内游客，游客人数增长
了13.7个百分点。这一年杭州旅游业收入2200.67亿元，

2016年全市旅行社年营业收入达到了188亿元（28亿美
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22.3%。

较2015年同比增长16.66%。
杭州共注册有173家星级宾馆，其中有24家五星级
据调查，2016年国内游客平均在杭州停留2.3天，而
“来访亲友”平均停留时间则为3.7天。

酒店，46家四星级酒店，59家三星级酒店，42家两星级
酒店和2家一星级宾馆。这些酒店共有30700间客房，
51800张床位。平均客房入住率57.6%，较2015年同比下

据分析，杭州旅游业和休闲产业收入增值上升了
13.3%，达到809亿元（122亿美元），占全市GDP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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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1.4%。不过每间客房的平均价格达到了393.96元（59
美元），较2015年上涨1%。酒店总体营业收入提高了
0.4%，达到145亿元（2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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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上的亭桥

5.2

关键业绩领域

5.2.1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业发展政策

在世界上很多城市，旅游和休闲产业的政治地位
都比较低下。与之相反的是，杭州一直坚定地把旅

杭州的英文宣传口号。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游和休闲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杭州市
《“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中，市政府提
出了四个“国际中心”作为将来五年的发展愿景。这四
个中心里三个与旅游业有关5，分别是“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旅游和休闲中心”“国际化会展举办地”和“重要的
东方文化国际交流中心”。

杭州市政府在2016年下发的《第四次杭州旅游业
国际行动计划》中，把“讲述文化生活故事”作为吸
引国际游客的主要策略。游客在杭州的旅游体验将围
绕九大关键领域展开，分别是“江南休闲”“东方慢
生活”“龙井绿茶”“古代优雅皇家生活”“静思之
所”“丝绸坊”“中医”“皇家器具”和“大自然的轻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松氛围”。

与北京、西安等具有厚重历史和文化的古城不同，
杭州的独特气质集中在一种放松的氛围上，譬如“诗意
休闲”“慢生活”“平静”和“江南女性之美”。以此
为线索，经过多年研究，2014年“生活文化”被认定
为杭州的文化基因。据此，Hangzhou, Living Peotry
（“杭州，诗意人生”）被定为城市的英文宣传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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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

体育赛事：杭州将要举办若干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包括第13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2017）、世界短道

文化发展策略

游泳锦标赛（2018）和第19届亚运会（2022）。

来杭州的游客能在市内观赏到三大联合国教科文组

■

织认定的世界遗产：西湖、大运河以及良渚文化（正在

湖国际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和杭州茶文化博

申请）。另外，杭州还拥有601处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观、
70个风景区、87座博物馆和120家画廊。

文化活动：杭州有三大标志性文化活动，即杭州西

览会。

6

■

2017年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拓宽了旅游景点的定义，

商务会议：杭州市曾赢得若干重要奖项，包括 “中
国会议行业研讨会中国桌奖”“最受欢迎的国际获

将其从传统的观光景点扩展到了能吸引游客目光的每一

奖旅游城市奖”“中国会议海鸥奖”“中国十大魅

个单独的城市元素。据此，杭州确定了15大类旅游景

力会议举办城市”“中国会展行业金椅奖”“最佳

点，向游客展示一个拥有众多面孔的包容性城市：历史

会展城市”“品牌中国会展行业金光谱奖”“最佳

与未来融会贯通，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欣赏到传统文化，

品牌会展举办城市”“最佳国内会展城市”“2015

还能体验到创意和崭新的经济面貌。

年中国最受关注会展城市”等。2016年杭州在国际
大会及会议协会排名中位列第100。这是杭州首次跻

在八大传统的观光旅游种类之外，杭州市增加了七

身于世界百强国际会议举办地。

个新的旅游景观和城市元素旅游种类。这七个非传统门
类包括“无处不在的绿色”“中医药之都”“电子商务
之都”“艺术之都”“杭州园林”“爱之都”以及“品
质生活之都”。杭州市根据这些门类分别制订了相应的
旅游计划（见图5.1和图5.2）。

政府支持和组织创新在杭州商务会议行业的快速发
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杭州是中国第一个在政府层面重
视会议行业的城市。早在2009年，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就
成为中国首个设立会展部门（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促进
中心）的政府机构。该部门下辖三个部门，分别是会奖

活动

旅游部、规划部和传播部。
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一直以来都是举办各类展销

会、活动和聚会的地方；然而，在经济转型面前，杭州
市政府越来越乐于定期举办活动。现在，举办活动的能
力似乎已成为众多排行榜上衡量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
指标。虽然会产生组织成本，但举办活动经常被认为能
够创造数目可观的中低收入服务业工作岗位，同时提升
城市的外在形象和吸引力。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提议杭
州应当成为“会议之城”和“活动之城”。文化系列活
动、体育赛事和商务会议是杭州未来计划发展的三大主
要活动种类。

与此同时，2014年杭州市出台了特殊的会议举办政
策和奖励旅游政策。由杭州以外的机构组织的会议将得
到市政府给予的相当于会议总支出8%的补贴（单次会
议最大补贴额度为人民币20万元）。2016年，建设“国
际会议举办地”成为杭州市下一个五年的发展愿景。另
外，2017年下半年还将设立杭州市国际会议竞标服务中
心。该中心由杭州旅游委员会会奖旅游部全权管理，并
得到旅游业和会议行业有关方面的支持。中心的目标是
建立一个国际会议数据库，共享全球会议信息，筛选目
标受众，搜索联系人，参加全球会议竞标并最终提高杭
州成为国际会议举办地的机率。

90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图5.1 “非传统”景观（示例）
在杭州胡庆余堂名医馆和中药博物馆体验传统中药制作过程以及保健手法
在广兴堂国医馆品尝广兴堂健康美食
中医药

参观美术领域的“网络影响者”—有“艺术界哈佛”之称
的中国美术学院

参观阿里巴巴总部
参观收购了沃尔沃的中国吉利汽车

电子商务

艺术
在杭州阳光大剧院欣赏当地人的演出

参观世界领先的信息通信技术解决方案
厂商华为的总部

在古荡农贸市场像当地人一样购物
私家园林

在晚清巨贾胡雪岩的大宅中举办会议

品质生活

参观杨绫子残疾人学校
在当地人的家中与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图5.2 可参观的非传统景点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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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四季休闲”系列活动

社区态度与参与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每年组织的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提供的信息表明，2016年杭州旅

标志性系列旅游活动。为了将非传统旅游元素转化为旅

游志愿者服务总队共有571名志愿者，其中473名为本地

游产品，自2013年起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启动了一年一

居民，占全部志愿者的82.8%。这表明杭州本地人支持旅

度的全年系列活动——“杭州四季休闲节”。系列活

游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杭州本地人在旅游业就业人群

动包括四大主题板块，分别是“醉美春日”“缤纷夏

中占了很大比例，表明旅游业确实为杭州带来了很多就

夜”“浪漫金秋”和“活力暖冬”。

业机会，本地人民也能享受到旅游业带来的好处。

组织这一系列活动的主要宗旨是要促进产业整合，

安全和保障

通过冠名赞助、资源配置以及合作等方式积极引导社会
资本以构建面向所有类型旅游相关企业、协会与媒体的
大平台。

杭州拥有多种旅游投诉渠道。电话是旅游投诉的主
要渠道。杭州有五条电话热线，包括“旅游投诉热线”
和“政府工作热线”。另外，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官方网

在组织系列活动的过程中，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一直

站也是进行网上投诉的渠道。

坚持将政府资源和来自市场的企业资源相结合，以有限
的经费和资源撬动巨大的资金力量。过去3年里，除了传

2016年杭州市共收到各类投诉案件1850起。其中，

统旅游企业之外，诸如汽车、服装、珠宝、消费品和互

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收到了1589件投诉，区县旅游部门

联网等20类非传统企业也参与了进来。正因为如此，杭

收到了258件投诉。其中仅210件被认定为有效投诉。在

州的旅游产业链在“旅游业+”的效应下持续扩大，提升

210件有效投诉里，72%针对旅行社，15%针对景点，另

了旅游和休闲产业的综合消费水平。

有13%则针对酒店。

“杭州四季休闲”系列活动由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下

网上商业投诉的数量正呈现出上升势头。在旅行社

属的会奖旅游部负责管理和运营。这种市场导向的创新

方面，出境旅游服务质量成为投诉焦点。景点投诉则主

思维方式和企业家精神为中国其他城市旅游部门树立了

要集中于5A级景区的门票争议方面。

标杆。在组织过程中，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向行业伙伴学
习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如何推出受消费者青睐的活动。
最重要的是，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在探索如何设定政府部
门工作活动的关键绩效指标，这样所有政府经费都能得
到追踪，并接受详尽的绩效评估。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
参与下，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扮演的角
色逐渐从项目牵头人转变为平台搭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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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印象

5.3
5.3.1

成功案例

管委会共下设12个部门、3个垂直机构和一个办公室
（见图5.3）。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十分重视杭州的文

西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

化遗产发展。管委会采取了多种举措，切实保护和发展
杭州文化：

引言

西湖坐落于杭州市中心位置，是这座城市的根与

■

和全面的原则。2002年以来，超过180处文化遗址

魂。西湖是全国首个5A级景区，也是中国第41处联合国

得到了修复、重建和整修，并对游客开放。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7。西湖总面积60平方公里。2002
年，杭州在国内率先实行了免票政策。自那时起，西湖
一带的所有景点、博物馆和公园等都不再收费。游客因

■

第二，管委会制定了各项法规，为西湖世界文化遗
产的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这些法规包括

为免票政策而选择在杭州多住几天，由此增加了在酒店

《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杭州市西湖

和餐饮业的消费，进而为杭州的总体经济发展做出了

水域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

贡献。

条例》《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等。

关键策略及举措

■

2002年杭州市政府决定设立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简称“西湖管委会”）。西湖管委会的首要职责是西
湖风景区的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其次是文化遗迹
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景观美化与保护；再次，是对京杭大
运河杭州段的保护、监测、研究和宣传。

第一，管委会重视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坚持真实

第三，管委会制定了各项旅游业规划，为西湖的运
营管理描绘了横向和纵向的前景。这些规划包括
《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西湖风景区九个景
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杭州文化遗址单位土地利用规划》《杭州西
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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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管委会进一步提高西湖沿岸各大博物馆的公

西湖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包含六大元素，分别为“自

共服务能力。西湖地区拥有为数众多的公立和私人

然山水”“城湖特色”“两堤三岛景观格局”“西湖十

博物馆，而西湖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座庞大且

景”“文化史迹”和“特色植物”。西湖的自然和文化

贮存着渊博知识的露天博物馆。2002年开始，这里

景观不断演进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景观要素、独特设

推出了多种互动性活动，大大激发了游客和当地居

计技巧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东方文化之湖”。

民体验杭州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

图5.3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分布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市园林文物局、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委员会）

内设机构

直属单位

–

办公室（党委）

–

市卫生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湖

（党委组织部）
–

法制办公室（司法局）

–

文化局（党委宣传部）

–

财政局（审计局、统计局、

派驻机构

–

派驻纪检组

风景名胜区分局
–

国土分局

物价局）
–

风景管理局（环保局）

–

规划建设局（房产土地局）

–

社会发展局（农业局）

–

文物处（杭州市文物市场管
理办公室）

–

绿化处（市区绿化办、
审批处）

–

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
（信访办公室）

–

旅游商贸局

来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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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机关党委

–

团工委

西湖画舫

一千多年来，西湖一直是传统中国文化精英的精神

到2016年底，项目共产生了来自国内外的120名西

故乡。这里出类拔萃的中式景观贴合“天人合一”思想

湖文化特使。其中，50%为本地大学生，15%来自国内其

和人们的情感世界。从南宋时代开始，西湖就一直展现

他大学，30%为海外留学的杭州学生，3%来自本地杰出

着东方文化中的典型的有诗情画意的景色。

高中生，2%为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总体来说，西湖是对东方文化的完整呈现。西湖对

经过系统化专业培训、旅游教育和面对面交流之

于展现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继承和发展

后，获选代表将能够完整解读西湖的丰富文化内涵，参

佛教文化、道家文化、遗世独立以及其他本地传统遗产

与西湖文化和遗产的传播，保护西湖环境。

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湖几乎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所有
要素，例如文学、绘画、建筑、传奇、戏剧等。这些文

■

第一，项目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对特使进行培训，引

化内涵共同汇聚成为西湖的文化精粹，这是她有别于世

导特使们了解西湖、爱上西湖，进而产生保护西湖

界上其他自然湖泊之处。

的想法，激发保护西湖的热情。

大学生西湖文化特使（UCE）项目

■

第二，特使们在当地人和专家的带领下实地体验西
湖的文化价值，深入了解其独特的美丽之处。

2012年7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正式
启动了第一届“高校西湖文化特使”活动，在网上从全

■

第三，特使们要负责设计和实施社会活动。他们中

球申请者中选择杰出的大学生参加。“以国际视角传播

一些人选择作高中兼职教师，把“西湖世界遗产保

西湖文化”和“西湖文化特使，携手创造西湖的未来”

护”作为选修课主题并开创了一种新的遗产教育模

是大学生文化特使项目的两大主要宣传口号。

式。另一些人则在杭州系列节庆和活动期间成为兼
职高级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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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鼓励海外留学的大学生文化特使通过组织西

茶文化创意活动

湖文化沙龙、演讲等形式向全世界推广西湖世界遗
产。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西湖文化特使就创

位于西湖龙井产区内的中国国家茶叶博物馆推出了

办了“WePArTea”社群，向加拿大青年宣传西湖

多种十分具有趣味的创意举措，旨在激活杭州的茶文

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化。国家茶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以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
级主题博物馆。这里共展出了近4000件与茶叶和茶文化

■

第五，鼓励特使们发挥创造力和利用旺盛的精力宣

相关的文物。

传和推广西湖。有些特使拍摄了西湖宣传片，有些
在自己的产品设计中融入了西湖文化元素，有些开

这座博物馆以其文化体验活动闻名。这里全年都会

办了“西湖文化特使微信号”来宣传西湖年轻的

举办大量活动，其中一些是每月定期活动，如“茶树

生活方式。还有些人寻找并串联起家乡和海外名

领养”“牛牛茶叶工作室”“周末茶艺班”“名人对

人的散文、诗歌和小说，并以此设计、开创和运

话”等。其他的还有每月的主题活动，如“手编中国

营西湖的“特别旅游路线”。“跟随‘经典’文

结”“中国茶文化国际研讨会”“国际茶文化交流节”

学作品的足迹畅游西湖”就是这样一条创意旅游

等。总的来说，茶叶博物馆的活动内容包含茶叶展览、

路线。

茶叶节、茶叶培训课程以及体验活动等。

夜间露天城市景观表演

除了博物馆内的互动体验活动以外，西湖国际茶文
化博览会（茶博会）也是体现杭州如何推广真正的茶叶

《西湖印象》是由中国顶级知名创意团队创作的大

文化的好例子。茶博会于每年3月底到5月举办，分为四

型露天城市景观演出。该演出于2008年正式问世。之后

个部分，即“主体项目、茶文化交流、区县（市）活动

每晚演出一场，时间1小时。白天作为主要景观的西湖

以及茶旅游体验”。

在夜间则成了独一无二的舞台背景。水上舞台总面积约
5000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的水上舞台。呈现在观众面前

每年的茶博会上都有22项固定活动，还会新增一些

的，是一台充满自然风情和高端专业水准的演出。这部

文化活动。之前几届茶业博览会的主题为“茶”和“健

以水为主题的演出反映出了西湖的精髓与魅力。

康”，或“茶与爱心”。从2017年初开始，博览会将重
点放在了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之后组织了若干活

到2016年底，《西湖印象》已演出2600多场，共
接待超过270万游客，销售收入达3.6亿元（5400万美

动，其中有全球孔子学院茶事大联动、G20国际茶文化
体验活动、“二十四节气与茶”国际茶会等。

元）。海外游客占所有游客的40%。《西湖印象》音乐
还获得了格莱美奖“新世纪音乐”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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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运河上的桥梁

5.3.2

大运河：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目标

引言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由杭州运河集团管理，其第二目
标是提升杭州运河的文化旅游品牌价值，提供具有文化
京杭大运河拥有2400年历史，是世界上开凿时间

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大运河与长城、埃及
金字塔、印度大佛和佛塔并称“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
工程”。大运河体现了古代中国杰出的工程技术，是南

特色的综合旅游产品；第二宗旨是整合社会资源，在景
区提供综合服务，建设功能齐全的旅游业；第三目标是
主动投入旅游、休闲、文化和创意产业，实现资产运营
的效益最大化。

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大运河为民族融合
与统一做出了贡献，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古迹，孕育

关键策略及举措

了众多名城古镇，积累了深邃的文化积淀，汇聚了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众多领域的信息。正因为如
此，大运河被人们称为“古文化走廊”。

典型的杭州运河风貌包含白墙黑瓦、简洁诗意、古
桥、慢生活、“天下粮仓”、优雅、技术设计和中华民
俗等元素。

运河杭州段总长39公里，是大运河的最南端。在
上千年历史中，这条运河接触了中国南北方各种特色产
品、食品、服装、风俗民俗和礼仪等，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杭州运河文化，具有众多历史景观，汇聚了完整的历
史和人文脉络。
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大运河杭州段共有11处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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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大运河

杭州运河文化可分为六个大类，分别是民居文化、

这里的五大博物馆分别是中国杭州工艺美术博物

历史文化、佛教文化、商业文化、开埠文化和天子文

馆、中国刀剪剑博物馆、中国扇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

化。桥西历史街区就是一个转型的例子。

和手工艺活态展示馆。这些博物馆都是在修复或重建运
河的工业遗址的基础上形成的。现在这里是中国最大的

从古老作坊到中国最大的博物馆群

博物馆群，占地面积47309平方米，展厅总面积14263平
方米。

桥西历史街区是能深刻反映杭州大运河历史风貌的
几个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在工业博物馆中，游客们不但能领略到刀、剪、

1896年，桥西历史街区见证了现代工商业的崛起，河岸

剑、扇、伞等民间手工艺品的魅力，还能参与独具特色

边鳞次栉比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商铺；戏曲文化在这里格

的手工艺体验活动，例如皮具制作、木雕、陶土制作和

外盛行，普通人也纷纷在此安居。直到今日，桥西历史

布艺、绘制创意草图等。这一国家级博物馆群已经成为

街区还遗留着很多现代工业遗迹。在这里能看到各种传

保护民族手工艺遗产的重要基地。

统商业、工业、工厂、仓库、店铺、码头和埠头。

经过为期三年的重建修复工作，桥西历史街区于
2010年正式开放，过去的工厂、仓库和老建筑摇身一
变，成了国家级博物馆群；古色古香的传统中药一条街
与典雅的饭店、咖啡屋和书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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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春节

第5章尾注
1

前三名为广州、成都和武汉。

2

其他三座位于上海、北京和广州。

3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7）。

4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5

还有一个“中心”是“国际互联网+创新和创业中心”。

6

来源：杭州旅游业综述（2016）。

7

2011年，西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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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中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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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与天津眼

6.1
6.1.1

引言

境旅游收入排第8位；入境游客人数排第9位；入境游客
人数增长排第10位。

基本介绍

天津是中国北方沿海的一座大型城市，总人口达
1550万，是继上海、北京和广州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城
市。天津还是中国主要的旅游业产出地区之一。
2015年天津GDP达人民币1.72万亿元（折合2489亿
美元），较上一年增长9.4%，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

天津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诞生地之一。中国的第一块
手表（“五星”牌）、第一辆自行车（“铁锚”牌）和
第一台电视机（“北京”牌）都来自天津。目前，天津
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市的支柱产业有航
空、装备制造、电子和信息技术、汽车、石化、生物制
药、新能源和环境保护等。

和深圳，排名全国第五。

中国不断延伸的高铁网络、经过升级换代的各大机
场以及不断扩大的直飞航线网络让很多二三线城市都能
够进入旅游业的版图之中。青岛、南京、苏州和天津等
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区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也

高科技产业是天津最大的支柱产业。目前天津已经
形成了两个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分别是以摩托罗拉
与三星为首的通信装备制造产业和以罗姆半导体集团、
威世半导体、CTS、松下电器和三星电器为首的电子元器
件制造产业。

正力图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崭新的市区基础设施、豪华酒
店和娱乐项目（价格通常比老牌大城市更有竞争力）来
吸引旅游者们探索门户城市以外的广阔天地。

2013年天津对外贸易增长了11.2%，达1285.3亿美
元。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是天津的主要出口目的
地。

2015年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发表的《旅
游城市发展报告》显示，天津位居中国各大城市前列：
国内旅游收入排第3位；国内旅游到达人数排第6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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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历史

邮轮旅游业在亚洲呈现爆发态势，不论是邮轮载客
量还是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国

天津城始建于1404年，城市名意为“天子渡口”。

际邮轮协会（CLIA）的《亚洲邮轮趋势分析》显示，

不过，早在隋朝（581—618年）大运河建成之时，天

2012—2015年亚洲邮轮乘客人数从77.5万增长到了近

津就已经开始发展为一个贸易中心。唐朝（618—907

210万。2015年，所有区域内游客近一半是中国人，出

年）时期，天津是由南方向北方运送粮食和丝绸的重要

港游客达98.6万人次。

港口。由于其靠近北京的独特地理位置，元朝（1206—
1368年）建都北京之后天津就成了一座军事重镇。自那
时起，天津就一直是通往北京和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港口
门户。

天津正获益于这一趋势。进出天津的邮轮数量从
2010年的40艘增长到了2015年的96艘，邮轮乘客人数也
从9.5万人增长到了近50万人。

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英法联
军获胜后与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天津开
埠与外国通商，这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开放城

天津还拥有综合的陆上交通网络。京哈铁路、京鲁
铁路和京沪高铁等线路都在天津交汇。另外还有四条高
速公路和五条国道经过天津。

市。1895—1900年，日本、德国和俄罗斯也加入了英法
两国的行列，甚至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都在未得
到中方允许的情况下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租界。租界内设
有自己的监狱、学校、兵营和医院等。这些国家留下了
很多建筑，其中最主要的是教堂和几千座公馆。这些建

2008年，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也大大促进了天津的
发展，从此往来两座城市只需要28分钟。天津还是京沪
高铁这条繁忙线路上的直停站，到上海正好需要5个小
时。

筑如今为天津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见第3节）。
天津共有5座火车站，其中3座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天津1937年沦陷于日军手中，1945年日本投降时方
得解放。现在的天津是一座双核心城市。其主市区（包
括老城区）位于海河沿岸，海河通过京杭运河与黄河和
长江相连；滨海区则位于老城区东侧的渤海岸边。截至

最新开通的天津西站距市中心20分钟车程，且直接连通
地铁1号线。天津西站是天津城北地区大型市区整修工程
的一部分。城北将成为天津新的居住和商业开发中心。
天津西站服务于天津到上海和青岛的高铁网络。

2010年底，约285家财富500强企业在滨海区落脚，这里
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点和先进工业与金融活动中心。目
前天津的人口约为1550万。

6.1.3

在航空交通方面，天津市及周边地区均使用天津滨
海机场。滨海机场距市区10公里，是成立于2004年的天
津航空以及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的基地机场。天津还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是中国航空的重点城市，也是中国主要的航空货运中心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水上交通中心，也是经由公路、

之一。

铁路和航空通往北京以及华北的最重要的门户。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简称天津邮轮港）于2010年6
月开始营业。天津邮轮港是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母港。
这座邮轮港口运营所有国际邮轮航线，可以同时停靠两
艘大型邮轮，每年游客吞吐量为50万人。港内水深约
11.5米，足够世界最大的邮轮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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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崖关长城

虽然绝大部分国际航班都以北京为目的地，但天津

大部分景点都位于海河南侧，游客可以乘坐游船或

也拥有多条国内和短途国际航线。旅客流量从2000年到

者在120米高、跨越水面的“天津眼”摩天轮上观赏沿岸

2016年年增长率超过20%，2016年达到了1690万人次。

美景。除了天津市中心以外，景点还包括经过修复的著

航空中心（CAPA）数据显示，共有40家航空公司在天

名古代要塞建筑黄崖关长城以及木结构佛寺独乐寺。独

津滨海机场运营，其中16家执飞国际航班，24家仅运营

乐寺的部分建筑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辽代。

国内航线。

6.1.4

天津还拥有众多的文化景观。作为“戏曲之乡”，

主要景点概述

虽然天津旅游业依然以商旅为主，但在市政府的努

天津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艺术形式之一—京剧的老家。天
津还以相声闻名，这是一种类似于脱口秀的表演形式。

力下，这座城市为休闲游客和本地居民开发了很多令人
印象深刻的崭新景点。到2015年底，天津市共有112处A
级旅游景区。

五大道是天津市内的一处主要景区，这里有众多欧
式房屋、市政建筑和教堂等。与这片富有历史气息的区
域相对应的，是天津众多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其中包括

由于城市临海，天津菜尤以海鲜见长。最负盛名的
菜肴包括“八大碗”和“四大扒”。

天津本地出产很多手工艺品，在全国都十分受欢
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手工艺品有杨柳青年画、“泥人
张”泥人和“风筝魏”风筝等。

高达415米的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滨江道和
古文化街都是人气兴旺的购物街。

古文化街两侧排列的均为仿清代建筑，营造出了一
种古香古色的氛围。天津博物馆的展品既包括古典的中
国艺术品，也有本地的历史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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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旅游客流

外国人占了入境游客总人数的92.2%，超过300万人
次，不过其中73%的人并不会在本地酒店过夜。他们主

2015年，天津共接待了1.74亿中外游客，其中包括
一日游旅客，创造了约2794.3亿元人民币（合422亿美

要是从北京过来登船的邮轮乘客，或者是从邮轮上下来
到市内观光的乘客。

元）收入。这表明在2010~2015的五年间，年平均增长
率达到了17.5%（见表6.1）。

6.1.6

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天津市最重要的三大入境旅
游客源地。对旅游花费构成的分解表明，其中38.8%用于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长途交通，19.6%用于购物，11.5%用于住宿。餐饮、娱

2015年，天津共接待国内游客1.74亿人次，这一
数字在10年前仅为5000万。不过，其中仅有不到1/3的
游客在天津过夜。国内旅游业收入接近人民币2590亿
元（390亿美元），占旅游业总收入的比例高达93%。
2015年，天津共吸引外国游客330万人次，从2010年开

乐和观光三大项目加起来仅占16%。（见表6.2）

6.1.7 旅游企业
表6.3是对天津旅游业供应中几个关键方面的定量分
析，并将之与北京、上海和重庆做了对比。

始的5年里年均增长率为14.4%。国际旅游业收入在此期
间增长了18.3%，2015年达到了33亿元人民币（4.98亿
美元）。

天津旅游局的《天津市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显示，天津共有97家星级酒店，其中包括15家五
星级酒店、26家四星级酒店、37家三星级和9家二星级

入境游客中有25.5万人次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

酒店。

的同胞，占总人数的7.8%。

表6.1 天津到达游客数量和旅游业收入
2005

2010

2015

到达人数（×1000）

50134

92065

收入（百万元人民币）

54198

收入（百万美元）

年均增长率（%）
2010/2005

2015/2010

170000

12.9

13.0

115190

258800

16.3

17.6

8175

17377

39142

到达人数（×1000）

740

1660

3260

17.5

14.4

收入（百万元人民币）

509

1420

3298

22.8

18.3

收入（百万美元）

77

214

498

到达人数（×1000）

50874

93725

173260

13.0

13.2

收入（百万元人民币）

58423

124840

279425

16.4

17.5

收入（百万美元）

8814

18834

42155

国内旅游

入境旅游

总计

来源：天津市旅游局；en.tjtou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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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以来，天津的总住宿容量增长了几乎

天津拥有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国际豪华酒店天津利顺

一倍。近期分析表明，2012—2015年，天津的国际

德大饭店。这座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地标性建筑在2013

品牌酒店房间数增长了33%，仅2015年就增加了超过

年迎来了自己的150周年生日。利顺德饭店把历史传统、

10000间。

古老建筑的魅力和现代舒适感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饭
店内还有一座十分有趣的博物馆，展示了天津城市的历
史以及在这座饭店里发生的重大事件。

表6.2 天津入境游客分布情况（按客源地和市场区分）
到达人数（×1000）

占比（%）

2010—2015年均增长（%）

中国香港

77.9

2.4

5.2

中国澳门

20.0

0.6

7.2

中国台湾

156.7

4.8

8.8

小计

254.6

7.8

7.8

日本

1151.3

38.3

10.8

韩国

523.9

17.4

12.7

新加坡

261.4

8.7

7.8

美国

206.0

6.9

4.2

马来西亚

197.2

6.6

8.6

英国

83.5

2.8

5.1

其他

581.7

17.8

数据不可查

小计

3005.0

92.2

数据不可查

总计

3260.0

100.0

14.4

地区/国家
同胞

外国人

表6.3 中国大陆四座城市的旅游业资源a
天津

北京

上海

重庆

A级旅游景区

112

235

98

198

5A级旅游景区

2

8

3

7

星级宾馆

97

527

247

232

五星级酒店

15

64

68

27

旅行社

427

1847

1276

587

出境游旅行社

43

590

134

73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3

5

3

8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20

21

19

23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3

3

4

4

国家会展示范区

1

1

1

1

a) 2015年中国共有17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来源：天津市旅游局；en.tjtour.cn(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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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2.1

关键业绩领域

天津目前旅游业发展的重点目标如下：
�

旅游城市管理

■

改善城区环境：过去十几年里中央政府和天津市政
府对于旅游业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现在旅游业已

旅游地管理组织架构

经被广泛视为若干相关产业的推动力量。政府对城
区环境的提升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城区不仅仅供

天津旅游局（TMTA）员工超过90人，超过一半在管

旅客游览，也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所。

理部门工作。业绩管理工作由天津市政府新成立的中心
部门负责，天津旅游局按要求提供相关数据。

■

天津旅游局2016年用于市场营销的经费预算为7000
万元人民币（1060万美元），这笔经费的构成见表6.4。

除了天津旅游局以外，负责旅游业事务的几个主要
区政府（其中有两个位于天津中心城区）有南开区、和
平区和西青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旅游业战略目标，涵
盖多种主题，例如组织节日活动、旅游业推广、网上营
销宣传、提高知名度等。

和平区位于中心城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天津市的文
化、商业和金融中心。和平区占地面积近19平方公里，
中央商务区（CBD）、购物中心和各大银行都集中在
这里。

城区再生和传统文化复兴：

— 河流得到了清洁，河岸也专门为到访天津的游
客做了改造。历史建筑得到了修复和重建，且
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景点的复兴。中国最古老的
寺庙附近新建的文化一条街就是这种发展思路
的成果。天津更加广泛地推介其传统美食，组
织烹饪展示，让游客能够了解甚至参与各种美
味的制作过程。

—天津还制订了对两处世界遗产地进行升级改造
的计划。1776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中一条100公
里长的河段正被改作休闲用途——漫步、骑
行、泛舟等。天津附近的一段长城也完成了大
型整修工程，这段长城是风景最为优美的明长
城的一部分。

表6.4 天津旅游局2016年市场营销预算
项目

人民币元
（×1000）

美元（×1000）

游客信息：书籍、宣传册、地图、DVD

5100

769

广告：中央电视台、杂志、报纸

33300

5023

入境旅游补贴

4390

662

国际营销和推广（包含参加国际旅游展会的费用）

3330

502

电子营销和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支出

23880

3602

总预算

70000

10558

来源：天津市旅游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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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多样化：

旅游业发展政策

—天津下了大力气使其旅游产品多样化。目前工

到2020年底，天津计划成为一座国际旅游城市、物

业旅游是天津最为强势的旅游部门，其增长源

流中心和旅游业装备工业基地，让旅游业成为城市经济

自工厂游的发展，游客可以参观空客和其他飞

的战略支柱之一。

机与直升机生产厂家，还能参观诸如制表、纺
织、计算机、皮具、生物科技等多种行业的工

天津市旅游局当前的目标是要在“十三五”期间，

厂。参观工厂（共14家工厂）的人数约为每年

总游客人数年均增长达到8%，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达

20万人，其中50%为学生，50%为各种代表团

到10%。国内旅游预计将超过入境旅游，外国游客年均

和社会团体。

增长率较为平缓，为3%，而外国游客消费增长为4%。

—天津还在城区外大力推广乡村旅游，开发并推

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旅客总人数要达到2.5亿人

广包括武术在内的多个小众市场。天津拥有华

次，旅游业收入达到4500亿元人民币（680亿美元）。

北最大的武术学校。

外国游客预计将达到370万人次，消费额达到40亿元人
民币（6亿美元）。

■

和国内外合作伙伴展开联合市场营销：天津市场营
销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通过推介其众多景点来丰富天

天津市旅游局已经明确了这座旅游城市所面临的若

津的旅游业品牌。 其中既包括以经典游览线路为

干挑战，确定了13个类别，大多数涉及观光，且主要与

亮点的城市旅游，也包括主题游，结合游泳、日光

休闲旅游有关。

浴和放松体验的海滨游，以及多种形式的文化娱乐
项目。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和这些旅游业产品相关的不同
行业—例如文化、农业、商业、体育和其他产业之间

为了提高在特定市场的营销效果，天津旅游局与北
京和河北省联合开展了若干市场营销活动。另外，天津

非常缺乏沟通和协作。这就导致目前发展综合性旅游产
品的机会渺茫。

还与香港、澳门和台湾紧密合作，组织联合展览、广告
住宿场所的餐饮要更加多元化以应对不同市场，旅

宣传和传播以及文化交流等活动。

行社要拓展和增强其经营活动以吸引更多旅游业务，夜
在日韩市场方面，天津还计划采取一系列联合工作

间娱乐活动较少的情况要改进。

方案，例如和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城市共同展开宣传
其他已明确的要求包括：

推广活动，其中包括邮轮港推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108

■

开发和推介更加多样的美食，特别是地方特色菜式。

■

丰富和提升城市品牌形象。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

使本地交通服务多样化并提高服务质量。

—加速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发展；

■

改进游客信息系统。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乡村旅游业推行这套
措施。

■

加强立法，最大限度地确保游客安全。
■

■

■

通过以下方式，为京津冀地区创造新的旅游市场：

对国内外游客的特殊需求展开更加深入的市场研
究，从而开发更具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

—塑造适合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品牌形象；

拓展用于推广传播的社交媒体渠道，使之多样化，

—推广精品产品和路线；

从而改进信息传播体系— 仅靠微博和微信是不

■

够的。

—建立示范区，用于形成试点项目；

近期的游客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游客不满意的方

—快速发展信息网络和互联网接入；

面主要是交通和空气污染。
—精心制订联合市场营销及广告宣传计划；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在区域内定期组织大型活动。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在大力推动京津冀合作，这是
天津旅游城市推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项联

■

构建合作性的区域旅游业网络，包括：

合工作计划在两年行动计划中被清晰地列出。
—优化三省市之间的交通体系；
品质提升是2016—2018年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
一，既要升级现有旅游产品和服务，也要开发新的设施、

—加快针对自驾游市场的设施建设和供应；

产品和服务。整合与创新也是工作的关键点，其目的是确
—加强旅游业大数据共享；

保推出更加富有凝聚性、更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这项工作要涉及组织、营销和协调各类联合举办的

—加强与中央政府沟通，争取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活动。相应的地区和省一级政府将得到中央政府和中国
国家旅游局的指导和协助。主要任务包括：

■

通过以下方式进一步发展京津冀地区旅游业：

—基于联合旅游资源构建交易平台；

—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创新；

—培育非传统产业和经济部门的新型旅游产品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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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下措施，逐步提高京津冀地区旅游业管理体

6.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系水平：
文化发展策略
—加强质量控制；
政府和相关机构已经为建筑遗产投入了大量资金，
—提高旅游业相关领域的所有标准；

且计划继续加大投入。投入的重点是现有的两处世界遗
产地：

—改进安全方面的应急反应体系；
■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有100公里河段流经天津，
且未经商业开发利用，但正在重建以供市民休闲，

—充分发挥旅游专业协会的力量。

进行漫步、骑行、泛舟等活动。
京津冀三省市的旅游部门设计并推出了多条旅游线
路，其中有一年四季不同时节的合家欢旅游活动、面向年

■

长城：黄崖关长城建于明代，是景观最好、建造最
精良的一段长城。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黄崖关长城

轻人和注重健康的游客的体育设施，以及民间艺术展示与

进行了大型修复工作。用于黄崖关长城修复的经费

购物等。具有代表性的有：红色旅游线路、骑行旅游线

中包含公共捐赠。

路、北京—河北冬季滑雪之旅以及春节旅游线路等。

政府在五大道地区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投

其他联合活动包括：

入了大量资金，政府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五大
■

北京、天津和河北参加了中国澳门全球旅游经济论

道列为世界遗产。

坛活动，组织了联合展位以推广旅游资源与产品。
如上所述，旅游业相关的文化活动得到了大力发

三省市还联合参加了北京国际旅游展览和其他展会

展，特别是民间艺术、剧场相声、天津本地文化机构、

活动。

音乐、舞蹈和公园内举办的体育比赛等。
■

共有56条新的主题旅游线路，其中16条来自北京，
五年计划中政府还计划发展诸如城市休闲和邮轮旅

16条来自天津，20条来自河北。其主题涵盖了周末
亲子游、摄影游、休闲自驾游、古村落游、海滨休
闲游和多种其他旅游项目。

■

游等相对较新的行业。目前在总体上尚未制定有关商务旅
游的明确战略。工业、文化和乡村旅游依然是重点目标。

京津冀地区绘制了一幅崭新的蓝图，加强共同网络
平台上的信息合作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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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

6.3
6.3.1

成功案例

天津有九块外国租界，数量在中国城市里位列第
一。这些租界在城市的物质和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作

天津租界和五大道

用，今日天津的市中心就是以这些租界为雏形发展而来
的。虽然这些地区大部分在近几年都得到了重新开发，

引言

但也有很多地方保留了最初的特色和格调，特别是英租
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与外国通商。英、法、美

三国将天津海河西岸划定为所谓“租界”。1894年中
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德国、俄罗斯、奥匈、意大利
和比利时等国也纷纷在海河东西两岸设立了自给自足的
租界。20世纪中叶以前，随着欧洲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
认，天津的租界也纷纷撤销，作为房屋业主的欧洲人也
得到了中国官方的公平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这
一新生的发展进程，日本占据了各盟国的租界。战后不

界地区，现在被人们称为“五大道”。这里依然保留着
超过3000座不同欧式风格的原有建筑，其中有800座经
过了修复。

这里独特的气质与格调本身就非常具有吸引力，也
迥异于中国其他的主要城市。五大道南端为成都街，北
侧为马场道，西侧是西康路，东端是南京路。这一区域
共有22条街道，占地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久，所有外国列强都放弃了包括天津在内的中国租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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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顺德大饭店

关键策略及举措

天津制定了有关建筑保护的地方法律，任何建筑只
要符合以下三条标准的至少一条即受到保护：

■

具有杰出设计，或与重大事件相关。

■

重要知名人物的居所。

■

传统建筑风格。

五大道地区的新建筑受政府指导和规划控制。天津
的政策要求新建筑应当与区域内的传统建筑和谐统一。

天津五大道信息和讲解中心的工作十分到位，每年
都能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其中包括很多学生团队。中心
提供音频导览。该项目让人们能够在休闲之余对五大道进
行更深入的了解，同时还可以配套增强现实技术。不过目
前对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需求不高，资金也不充足。

天津还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将五大
道列为世界遗产地。

112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天津杨柳青古文化街

6.3.2

杨柳青古镇

关键策略及举措

引言

大院现已改建为杨柳青民俗博物馆，馆内展示天
津民间艺术和风俗。博物馆每年接待旅客超过30万人
杨柳青古镇位于天津西郊的西青区，距市中心30分

钟车程。古镇所在区域正在开发成为休闲场所——这里

次。博物馆旁边是以传统风格重建的住房、工坊和零售
商店。

是大运河沿岸正在开发的“休闲娱乐带”的一部分，一
共有三大主题：民间文化、花卉和环境。

杨柳青古镇正在展开为期五年的进一步的大规模重
建和修缮工程。元宝岛和天子码头广场等项目将投入近

石家大院是古镇的核心景点。石家大院是一位商人
的住宅，曾经被誉为“北方第一民宅”。石家最早通过
粮食和棉花生意致富。他们攒下钱后买地建房，然后开

100亿元（15亿美元）资金。天津市旅游局计划在五年
内，让杨柳青镇每年增加住宿旅客和一日游游客1000万
人次。

了自己的店铺、工厂和钱庄，财富也随之翻了几番。嘉
庆年间，石家拥有数千顷良田和500幢房屋。

元宝岛上将建一个历史文化产业区以及10万平方米
的商业设施。项目将重建历史街道以及其他独创性特色

石家大院是一座庞大的传统中式宅邸，60米长的甬

建筑。大院古建将得到修复和重建。

道两侧共有12个四方院落，另外还点缀着精致的凉亭、
池塘和花园。

目前西青区住宿设施还很少。为了吸引过夜游客，
政府计划把64座房屋改为游客住宿设施。

第6章尾注
1

改写自Zhi教授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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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
哥伦比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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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全景

7.1

引言

7.1.1 基本介绍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城市，也是主要的经济和
工业省会城市。它还是政治、经济、行政、工业、艺
术、文化、创意和体育中心，以其经济实力、成熟的金
融体系、对全球公司的吸引力和优质的人力资本在国内

（46.8％）的国际入境旅游人数。旅游业是继石油之后该
国第二大出口产业。自2002年以来，随着经济的改善和
政治走向和平，旅游业得到了持续发展。根据万事达卡的
使用情况，该市2016年位列全球发展最快城市第16位2，
近年来也获得了多项国际公认的旅游城市称号3。

7.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独树一帜。波哥大是1400多家跨国公司所在地，其拥有
的大学和研究中心的数量位居该国之首。

该市的机场——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货运量位居拉
美地区榜首，乘客数量排名第三（2016年为3100万人
次）。4 | 5这成为波哥大提升国际吸引力的一个关键要

波哥大位于安第斯山系东科迪勒拉山脉的一个高原

素，70％的国际人士通过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抵达哥伦比

上，是南美洲海拔第三高的首都（排在前两位的是基多

亚。该机场与27个国家和45个旅游地有直接的国际联系。

和苏克雷），平均海拔达2640米。事实上，该市当前

这使其成为拉丁美洲国际通联率最高的机场之一，6过去

的标语正是“波哥大：离星星近2600米的地方”。东

四年其通联率增长了40％。该机场已连续两年，即2016

部丘陵从南到北构筑整座城市，西部波哥大河构成城市

年和2017年，被Skytrax授予“南美最佳机场”称号。7

边界。
波哥大还是国内和国际巴士路线的枢纽，提供到厄
由于过去15年经济稳步增长、商业得到发展，波哥

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国际运输服务。

大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商业标杆之一，并已成为哥
伦比亚失业率和贫困率最低的城市之一1。

尽管城市交通仍旧拥堵，但该市已经实施了具有成
本效益、高效独特的交通解决方案。公共交通主要采用

拥有810万居民的波哥大吸引了哥伦比亚将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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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公交系统作为运输方式：传统系统和TransMile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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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交网络，这两种系统作为一种调度措施弥补了地

■

铁或铁路系统缺失的遗憾。

城市旅游：波哥大的旅游活动涉及购物、市区公
园、自行车道、美食、夜生活和公共场所的社交活
动等，其中包括62个购物商场、从小型社区公园到
Parque Simón Bolivar等大型城市公园在内的2500

第七大道的一部分经改造已适合步行。该地区喧嚣
热闹、充满生机，有几处重要的地标建筑。最后一点，

个公园，以及476千米的自行车道。

波哥大拥有476公里（截至2017年）的隔离车道，称作
ciclorrutas，是拉丁美洲自行车道网络覆盖范围最大的

■

自然旅游：波哥大70％以上的面积是农村，其中包

城市，8％的公民将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此外，

括世界上最大的绵延不断的荒野高原生态系统——

在周日和节假日，从上午7点到下午2点，116公里的街

Sumapaz的东山山脉 11 ，和市区15处湿地 12 。 目

道和主要大道封闭，为骑行和休闲活动提供便利。波哥

前，自然遗产资源正被用于开发基于社区的旅游项

大旨在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上最适合骑行的城市之一，并

目，如Quebrada La Vieja的徒步旅行项目和城市

将其作为一种旅游体验加以推广。

湿地的Observatorio de Aves观鸟项目。

7.1.3 主要景点概述

■

国际美食，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世界级的美食胜

波哥大已确定有514处景点和资源，其中包括459

地。该市有五家餐厅入选拉丁美洲“世界50佳餐

处文化资源、32处自然资源和23处事件类型资源。拉坎

厅”之列。作为补充，地区旅游研究所正在开发

德拉里亚县是该市的历史和文化中心，博物馆、大学、

Vamos a la Plaza项目，该旅游项目旨在将食品市

文物建筑和图书馆高度集中于此。Teatro Colon（歌剧

场纳入旅游景点，调整和改造基础设施和设备，并

院）被BBC Travel评选为世界八大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剧

向供应商提供培训机会。

院之一。8

鉴于该市的文化定位，波哥大旅游地管理组织，即
地区旅游研究所（IDT）将文化视为该市旅游的主要吸引
点。波哥大作为艺术发展的中心在全世界获得越来越多的
认可。目前，地区旅游研究所推出的五类旅游产品有：

美食旅游：波哥大有大量餐厅，供应富有代表性的

■

会展和商务旅游：经济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已使波
哥大成为拉美地区顶级的首都城市之一。波哥大是
哥伦比亚第一大会展旅游城市，登记在册的活动45
项，根据2016年ICCA排名，波哥大位列拉丁美洲
第813。

一、文化旅游：波哥大提供富有活力的文化旅游服
务，与城市的有形文化资源互补。
2007年，波哥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图书
之都”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拉丁美洲城市。9“波
哥大书展”是该地区的展览之一。 波哥大每两年举办一
次“伊比利亚美洲艺术节”，这是全球最大的艺术节之
一。该市拥有600多个音乐会场。2012年，在综合考虑了
公共和私人基础设施、音乐创作和推广的发展，以及诸如
Rock al Parque等免费音乐节数量的增长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将该市选为音乐领域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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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旅游客流

7.1.6 旅游企业
2017年，波哥大共有2682家在册营业的旅游公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主要的旅游城市。2016年，该市
14

15

接待国内游客640万 、国际游客120万。 由于非法交

司（见表7.1），其中48.6％集中在波哥大的三个地区

易、游击战和频繁发生暴力等，哥伦比亚——尤其波哥

（Chapinero、Usaquén和Teusaquillo）。

大——脱离了旅游业舞台二十年，但自2002年以来，其
根据哥伦比亚商业、工业和旅游部（Ministerio de

国际旅游业获得了显著发展。

Comercio, Industria y Turismo）的数据，2017年，
波哥大的国际旅游人次在2006年至2016年期间以

大多数游客选择在酒店住宿（84.5％）。该市总共有近

年均10.7％的速度不断增长。由于这一变化，波哥大

27700间客房。16爱彼迎（AirBnB）可另外提供约6000个

的外国游客数量在2005年至2016年间增长了1.5倍。

床位（2017年5月）。

2016年，46.8％到该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称波哥大为其
由于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过去15

首选旅游城市，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卡塔赫纳
（14.1％）和排名第三的麦德林（12.8％）。

年，住宿供应量急剧增长（见图7.2）。其中主要政策是
对在2003年至2017年间新建、翻修或扩建酒店投资实施

根据《旅游观察台》提供的数据，对于国内游客来

30年的税收减免。

说，波哥大游客的主要动机是“探亲访友”。“商务活
动/工作”是第二常见原因。“度假/娱乐”是国际游客

表7.1

来波哥大旅行的主要目的（见图7.1）。

波哥大旅游服务，2017
类型

总计

%

旅行社

1194

44.5

客房

579

21.6

餐馆

405

15.1

会议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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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旅游业代表

136

5.0

导游

135

4.3

地面运输公司

52

1.9

在过去两年中，1月和12月的酒店入住率低于

租车

31

1.3

50％，2月、9月、10月和11月的入住率高于60％。这种

其他

34

1.2

总计

2682

100

7.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2016年，主要入境市场包括美国（16.6％）、委内
瑞拉（13.6％）和墨西哥（8.3％）。过去五年增长最快
的入境市场是：荷兰、德国、巴拿马、墨西哥和智利，
年均增长率在15％以上。

差异的产生是由于城市旅游活动存在季节性变动。只有
约1/3（34％）的国际游客和11％的国内游客入住酒店。

118

来源：哥伦比亚人口迁移/ MCIT。《旅游观察站》，地区旅游研究所（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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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2005—2016年哥伦比亚及其首都波哥大国际游客人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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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哥伦比亚人口迁移/ MCIT。《旅游观察站》，地区旅游研究所（2016年）。

图7.2 2005—2016年波哥大客房供应增长趋势（包括所有类型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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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哥伦比亚商业、工业和旅游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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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圣母教堂内景

7.2

关键业绩领域

7.2.1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地管理组织架构

波哥大旅游业由地区旅游研究所（IDT）管理，该
研究所是2007年由地区政府特许的公共旅游营销和管
理组织，其核心职能包括旅游地规划和政策制定、旅游
法规、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意识传播、旅游能力建设、
旅游营销、游客服务和旅游监测。地区旅游研究所具有

地区旅游研究所拥有30名员工和约120名合作者，
管理着580万美元的总预算，这些预算全部由哥伦比亚政
府提供。该组织主要由两个部门组成：旅游地管理部、
市场营销和推广部（具体的组织结构见图7.3）。在过
去10年里，地区旅游研究所采取了多项创新和创造性举
措，使行业、游客、社区和城市等各方受益。旅游地管
理部负责以下内容：

■

化、自然、美食和会展市场相关的旅游产品，并为

特别的法律地位以及行政和财务自主权，其主要目标是

参与每一项活动的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方提供规

“通过促进城市开展旅游活动，刺激波哥大的经济发

划、管理、社区参与、社交、手册、法规和建议。

展，并实现旅游城市的最佳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17地
区旅游研究所旨在到2026年将波哥大发展成为拉美第一
个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城市，为经济发展、信任以及公民

■

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重要性，给予游
客热情的招待和优质的服务，传播联合国世界旅游

地区旅游研究所的活动由董事会批准。董事会由市

组织全球旅游道德规范18，鼓励当地居民开展可持续

长或其代表组成，市长代表为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领

性旅游业务。

导董事会、地区文娱和体育局局长、地区规划局局长、

所总监负责制定和实现董事会决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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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提升项目：地区旅游研究所致力于将旅游
业推广为当地的一项战略活动，教育当地居民城市

和游客的幸福感做出显著贡献。

地区旅游研究所所长和来自私营部门的两名代表。研究

旅游产品开发：地区旅游研究所开发了与市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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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竞争力：地区旅游研究所与各方共同引导活动

旅游业发展政策

的开展，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

地区旅游研究所旅游市场营销和推广部主要致力于

波哥大制定了强有力的旅游发展政策，支持就业机

向国内和国际市场推广本市的标志性景点以及游客较少

会的创造、创业和经济增长。“波哥大战略与行动旅游

游玩的景点。为此，地区旅游研究所参加了全球和部分

计划2017—2020”的愿景是：

目标市场的一系列展会和展览。旅游营销和推广工作在
“波哥大战略和旅游行动计划2017—2020” 19 框架内

“强化波哥大作为全国和全球旅游城市的身份，作

开展。

为一个知识型城市，在有着如此令人难忘的遗产的环境
中，凭借其以居民和游客的幸福感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为

此外，地区旅游研究所还在全市各战略点设有9个旅

游客和旅客提供文化创意、创新、真实、多样的体验”。

客信息中心（VIC），为游客提供当地信息和本市地图等
产品和游客服务。2016年，160000名游客使用了游客信

在国家层面，该旅游计划与“哥伦比亚政府旅游计

息中心，近7300人使用了VIC提供的步行引导路线。VIC

划2014—2018——通过旅游促进和平”一致。 20 后者

接待的游客中有53％是国际游客，24％是哥伦比亚籍游

的主要目标是将哥伦比亚定位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多文

客，23％是波哥大公民，后两者渴望更多地去了解他们

化、多元化和竞争性的旅游城市，其四大支柱是区域发

的城市（见图7.2）。

展、竞争通联性、推广、有效管理与治理。

图7.3 波哥大地区旅游研究所组织结构图

董事会

总监

副总监

旅游观察部

规划和IT办公室

通信办公室

法律办公室

内部事务办公室

推广与营销

旅游地管理

公司管理

来源：地区旅游研究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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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波哥大战略和行动旅游计划2017—2020”符
合现行的“波哥大地区旅游政策2017—2030”21，还参

将波哥大国际旅游人数增加至240万人次。这意味着从
2015年起每年增长12％（见图7.4）。

照了2016年批准的为波哥大“2016—2020波哥大大型项
目”制订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发展计划。22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波哥大战略与行动旅游计划2017—2020”23旨在

波哥大是一个新兴的旅游城市，其绿色空间、公

与洛斯安第斯大学（哥伦比亚领先的私立大学之一）合

园、湿地和丘陵，以及这些自然空间与城市区域的融合

作，概述了该市在全球趋势、城市战略以及塑造旅游活

无不令游客为之惊叹。让游客感到惊喜的还有波哥大历

动的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旅游业发展的指导原则、战

史中心、国际品牌全球购物体验与酒吧、迪斯科舞厅、

略领域、关键行动和项目。地区旅游研究所在旅游政策

赌场构成的活力四射的夜生活之间的强烈对比。波哥大

制定方面采取了一种合作的方式，广泛向各部门、政府

的文化和自然景观、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娱乐和休闲基

组织和当地社区代表征求意见。

础设施赋予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游客前往。艺术巡回演出、创造性的经济体（根

在城市层面，该计划根据旅游景点的密度和特征、

据《商会报告》，哥伦比亚92％的创意服务位于波哥

公共空间的可用性及旅游设施，对2011年《旅游总体规

大 24）、当地市场、国际公认的美食区、其在拉美的战

划》确定的19个旅游景区（ZIT）做出了评估，并对地方

略位置以及以休闲为导向的旅游活动成了波哥大强大的

层面、作为波哥大补充的20个街区（localidades）的

特色。

看法、机遇和挑战做了概述。
这样可以将该旅游城市推广为创造力和橙色经济的
该计划明确了战略轴心（参与式治理、智能旅游、

中心 25、当地和国际美食融合的中心、哥伦比亚举办各

真实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以及旅游城市定位）以及相

种大型活动的主要旅游城市、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投资城

关的行动领域。其中一个可衡量的目标旨在到2020年

市，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城市。

图7.4 2017—2020年波哥大旅游战略行动计划
战略轴心

行动领域
旅游城市推广

产品营销

旅游业信息网络

真实、创新和可持续
的旅游城市

产品开发（吸引力）

真实友好的氛围（环境）

非凡卓越（服务）

智能旅游

知识管理

信息系统

创新

能力卓越的人才

参与式治理

国家和地区管理

本地管理

区域管理

国际管理

参与式治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社区—学术界
来源：地区旅游研究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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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项目

旅游城市定位

此外，波哥大确保游客能够像“当地人一样”感受
该旅游城市，这就在游客与城市之间建立了情感联系，
这一点已得到了波哥大旅游官员的确认。这是与真实性
相关的一个关键要素，与波哥大人民为游客创造最佳情
感及独特时刻的意愿紧密相关。“波哥大战略与行动旅
游计划2017—2020”提出的愿景是要巩固该城市作为
南美洲真正的多元化和创新性旅游创意胜地的地位。总
而言之，永久的惊喜（音乐会、街头文化、当地互动
等），多元化、同步的微观故事讲述，以及提供“离
谱”体验的能力构成了波哥大独特的卖点。

点和消费的产品。另外建议采用“大数据”源（参见表
7.2）。

7.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文化发展策略

近年来，波哥大经常被称为“南美的雅典”，它一
直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南美文化产品领域的领导者。这座
城市在戏剧、艺术、书籍和音乐领域举办了许多国际文
化活动。2012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
创意城”称号。波哥大拥有诸多文化场所，其中包括57

业绩管理工具

家博物馆和收藏馆，62家艺术画廊，33个图书馆网络

地区旅游研究所旅游观察台拥有一系列工具用于衡
量和监测波哥大的旅游业绩。据此可生成年度业绩报
告，另外还有旅行者概况分析、游客满意度研究、旅游
业供应市场概况和盘点等。

系统，45家舞台剧院，75个体育和景点公园，以及150
多个国家名胜古迹，这为该市强大的文化定向提供了支
持。每年拨给文娱和体育的市政预算有2.21亿美元（占
波哥大地区总预算的7.6％）26。

“游客满意度调查”包括了对旅游体验各要素的监
测。所有项目与单一景点或商业活动都没有特定关系。
为了提高获取旅游市场信息的能力，地区旅游研究所将
引入新的市场细分标准，并更多关注游客到访的特定景

表7.2 波哥大游客满意度，2015
要素

国内

国际

均值

景点质量

8.90

8.55

8.64

景点种类

8.08

8.62

8.50

旅游服务

8.43

8.19

8.26

接待服务

7.79

9.07

8.50

游客信息提示中心

7.08

9.35

9.01

清洁度

6.45

7.27

6.93

保障与安全

6.30

8.06

7.28

移动工作能力

4.13

6.38

5.61

来源：旅游观察站。地区旅游研究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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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塞拉特山圣克拉拉

景点

作为有形遗产文化供应的补充，波哥大目前还正在
开发基于城市丰富的无形文化的旅游产品：
该市的多家博物馆在全球享有盛誉，例如黄金博物

馆拥有35000件tumbaga黄金，代表了世界上最大的

■

多拉多传奇：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产品开发项目，

前哥伦比亚黄金收藏；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是美洲最古

该项目试图将波哥大地区本土穆斯卡人的非物质文

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1823年），拥有艺术、历史、

化的体验与参观一些考古遗址和当代土著社区结合

考古学和民族志藏品，还有博特罗博物馆，拥有费尔南

起来。

多·博特罗和其他国际艺术家的123件作品。
■

追随加博（Gabo）的波哥大足迹：这是一条文化路

许多最重要的遗产地标位于该市的历史街区拉坎德

线，该路线试图探索加尔列夫·加西亚·马尔克斯

拉里亚（La Candelaria），该区域目前受旅游城市管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20世纪40年代在波

理框架的特别管理（见“成功案例”章节）。该区域展

哥大居住期间留下的足迹。包括诸如“参观咖啡店

示了殖民时期的建筑，以及总统府、国会大厦和司法宫

寻找马尔克斯（Macondo）”、“纪念加博的波

等政府的代表性建筑。

哥大”或“追溯加西亚·马尔克斯任该市记者时的
专业踪迹”等吸引力十足的主题。

此外，波哥大还拥有其他的标志性景点，如蒙特塞
拉特神殿和山脉，高达3152米，2016年吸引了120万游

■

我们去市场广场（Vamos a la Plaza de

客前往，这使其成为哥伦比亚访问量最大的景点之一。该

Mercado）：这是一项旨在保护食品市场传统文化

市还拥有两座游乐园，而位于波哥大以北49千米的锡帕

的举措，旨在将此传统文化确定为哥伦比亚特色的

基拉（Zipaquirá）的索尔特大教堂也是该国最著名的景

一部分，并将其融入城市文化旅游。

点之一。 它属于包括采矿、矿物学、地质和自然资源博
物馆Parque de la Sal在内的大型综合建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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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民的参与在对政策、计划、行动和项目进行反馈方面非
常重要。一些新颖的范例：
波哥大在举办展会活动方面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

根据ICCA排名，目前波哥大在全球MICE活动定点城市

■

Anﬁtriones de ciudad, Nuestra casa es Bogota

排名第59位，美洲排名第14位，拉丁美洲排名第8位。

是一个面向旅游服务提供者、公务员和当地社区的

自2016年以来，该市就是“最佳城市全球联盟”的成员

项目。它包括波哥大旅游业基本的旅游概念、全球

27

趋势、现实情况和数据。它也分享了波哥大如何做

，很快将会拥有一个拥有65000平方米空间并可容纳

4000人举办活动的新型艺术会议中心“Agora”。

好东道主的信息。

此外，波哥大拥有60多个可供举办活动的传统和非

■

出租车司机能力培养方案“Soy un Ciudadano

传统的场地。大波哥大会议局是负责宣传波哥大和昆迪

Amarillo”。Soy un anﬁtrión de Bogota是一个出

纳马卡举办世界级活动的机构，活动包括大会、会议和

租车司机能力培养方案，其中包括人际关系技能、

奖励旅游等。该局与公共和私人城市合作伙伴合作，代

旅游信息、英语和道路交通安全提示。

表了100多名成员，包括餐馆、酒店、航空公司、旅行
社、专业活动组织机构和BTL机构等。

■

Colegios Amigos del Turismo。该项目是地区旅游
研究所开发的最成功的旅游文化项目之一。其主要

除了专业和商务活动外，波哥大还是拉丁美洲举办

目标是通过与中小学合作实施教育方案，从而使学

文化、音乐和艺术活动的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这其

生了解旅游业的价值。它们主要提供波哥大的旅游

中就包括伊比利亚美洲戏剧节。伊比利亚美洲戏剧节是

信息，但也将其与社会科学、旅游业发展、方法学

世界上同类戏剧节中最盛大的一种，剧院和街头有超过

和实用工具，以及29所参与该方案的学校的发展情

450场表演。该市还举办了一场书展，书展在拉丁美洲也

况联系起来。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波哥大是电影节的发源地，如
波哥大国际电影节或IndieBo以及南美最大的免费露天音

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乐节。
在过去十年中，包容性一直是旅游战略的一个关键
自从1995年第一届摇滚电影节以来，音乐会就包括

点，并且已经建立了若干行动计划来确保人人可及，包

爵士乐、萨尔萨舞、嘻哈和歌剧，并且邀请哥伦比亚传

括永久性和暂时性残障人士、老年人、带孩子的家庭、

统音乐节目的国际来宾以及当地音乐家。

肥胖者和身材矮小的人。地区旅游研究所的战略应对的
是有形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地理的阻碍。城市中设立

据地区旅游研究所称，波哥大志在将自己定位为拉
丁美洲的活动之都，特别是现在，中央政府和游击队组

了可行的路线，为残障人士发行了有关旅馆、旅行社、
导游、运输公司、餐馆和赛事场馆的指南手册28。

织正在签署和平协定，从而营造了一种和平与繁荣的氛
围。该市主办活动的兴趣正在增加，并且非常支持组织

波哥大旅游业从业人员的性别分布数据仅供旅馆和
住宿接待公司使用。2017年旅游观察站的数据显示，男

地级、国家级和国际级别的商务和休闲活动。

性占据了44%的岗位，而女性占据了56%。
社区态度与参与

市政当局设立了几个关于文化旅游的参与项目，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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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保障

与当地居民共享空间、活动和体验的能力以及在哥伦比
亚冲突后的当前政治和经济情况下参与当地社区或家庭

在波哥大，安全和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不仅
与旅游业的发展相关，也是在哥伦比亚冲突后一段时期

的活动来提供一系列融入当地文化的机会，从而扬名并
且获得赞赏。

内推动和平的城市愿景的一部分。公共安全措施有所加
强，2011年启动了安全和保障旅游计划（PIST），其中
不仅包括针对游客的市区犯罪，还包括卫生、环境和消
费安全等问题29。

安全和保障旅游计划是一个新颖的框架，其主要目
的是加强城市旅游区的安全情况，包括若干战略来加强
客观上和主观（感知）上的安全与保障。波哥大的定位

7.2.3 环境视角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波哥大在拉丁美洲实施可持续政策的过程中占据重
要位置。地区旅游研究所于2008年制定了区域旅游政
策30，并将可持续性作为该战略的基本原则。

是安全的旅游城市、机构间的协调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共
同责任承担者。该计划还包括信息系统开发项目、安全
和保障网络项目、监测项目、风险和应急计划以及健康
建议等其他方面的方案。它特别注重防止儿童方面的
商业性剥削。最后，该方案明确了向导游、警察、公务
员、企业家和酒店人员颁发的教育证书。

2017—2038中长期区域旅游政策愿景中包含将波
哥大定位为“真实、新颖又可持续的旅游城市”的战略
目标。因此，地区旅游研究所对旅游服务提供者表示支
持，并为其提供关于落实NTS-TS可持续性认证要求31的个
性化咨询服务。地区旅游研究所认为，可持续性是提高
波哥大旅游质量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真实性

目前，波哥大获得旅游质量认证的旅游服务提供商

真实性正是波哥大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之一。
从Usaquén和星期日的跳蚤市场，到ciclovía和
ciclorrutas，游客可以看到正在市区活动的各个社会阶

为269家，其中152家还通过了NTS-TS要求的认证。旅游
质量认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可持续性管理（2）
环保要求（3）社会文化要求（4）经济要求。

层的人。事实上，对市区的空间和活动品质进行提升正
是波哥大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之一。这些计划最初是为
了当地人，同时也是为了提供一种旅游体验。这一愿景
的达成可能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像本地人一样旅行”或
“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旅游”这一全球趋势的一个机遇。

该城市已经确定了一系列旅游区，并且在城市的不
同区域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旅游产品（包括环境和农村旅
游产品）。Vamos a la Plaza de Mercado等倡议很明
确地把旅游体验与当地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波哥大潜在的旅游内容包括街头文化、音乐、土著
和殖民遗产、社区活动、独特的环境生态系统和多元化
美食。事实上，哥伦比亚的首都可以通过其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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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坎德拉里亚的教堂

7.3

成功案例

它可以促进旅游城市或旅游地区采纳基于产品生产
程序的方法，让旅游城市或旅游地区永久性地证实自身

7.3.1 拉坎德拉里亚

是按照要求运行的。

—可持续旅游城市区认证
目标

引言
2017年2月，随着几方面（包括哥伦比亚特纳多大
学旅游和酒店管理学院，波哥大地区旅游研究所，哥伦
比亚贸易、工业和旅游部，以及哥伦比亚旅游促进基
金会）的参与，哥伦比亚启动了一个旨在在波哥大最具
象征性的地区拉坎德拉里亚实施部门技术标准（NTS-TS
001-1“哥伦比亚旅游城市—可持续旅游地区—可持续要
求”）32的项目。预计该项目建设期为16个月，其预期结
果是建立一个涵盖环境、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模型，且由旅游公司、地方政府和社区等旅游
城市的各方共同参与。
哥伦比亚旅游城市NTS-TS 001-1具体规定了管理以及
相关的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要求，适用
于旅游城市或旅游城市中的某地区。

如前文所述，拉坎德拉里亚是波哥大最具象征性的
旅游地区，也是旅客游览最多的地方。它汇集了波哥大
50%的旅游景点，拥有约950家旅游服务机构。旅游业
是且应该继续是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与旅游地区逐步发展的潜在旅游业化相关的风险则应避
免，这些风险包括绅士化、真实性丢失以及非正式经济
活动或人类掠夺行为的增加。

环境影响，特别是与资源消耗、废物管理和市区景
观恶化有关的环境影响，应降至最低。

在这一方面，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认证被认为是一
个最佳机会，既可以保证旅游业成为该地区不断发展和
增加其文化、遗产和创造价值的引擎，又可以促使可持
续发展成为该城市旅游业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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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坎德拉里亚旅游业的丰富多彩

关键策略及举措

为取得可持续发展旅游城市认证，拉坎德拉里亚启
动了一个参与项目。该项目涵盖了一些当地旅游和酒店
行业的相关部门，来自教育、文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机
构和组织，以及来自社区的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一系列
研讨会，以便为技术顾问提供真知灼见，涉及内容包括
该地区的环境、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
潜在标准和具体措施，以及将这些问题纳入争取认证过
程中的程序。

研讨会主要讨论的问题如下：

■

环境问题：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基本生
态过程的保护和利用旅游业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

社会文化问题：文化真实性的保护、利用旅游业作
为文化遗产保护和防止与之相关的社会风险的工具。

■

经济问题：确保当地居民公平地开展经济活动、支
持企业家精神和地方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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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

7.3.2 开发以自然、乡村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为基础的旅游项目

而这些活动也可以与感受久居于大自然中、从事农
村活动的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一起实现。因此，自然风
光可能成为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

引言

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适用于具备吸引游客的乡村和自然
风景区的城市，波哥大就是如此。地区旅游研究所认为
地区旅游研究所正在推动和参与旅游发展措施的制

波哥大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定，这些措施利用城市行政区域内现有乡村和环境资源
的独特性，通过自然景观、传统乡村活动和习俗、非物

■

波哥大地区以农村为主（70%）。

■

在旅游领域已经确定了34个自然资源/旅游景点。

■

波哥大拥有4500多个城市公园，还拥有很多山丘和

质文化和当代社区生活，开发出以自然、乡村和社区为
基础的旅游项目。

地区旅游研究所已为参与机构制定了实用指南，如
《波哥大自然景观旅游运营协议》和《乡村旅游最佳实

Jardín Botánico José Celestino Mutis植物园。

践手册》。
■

目标

波哥大的自然遗产丰富多样，其中主要是水资源，
包括190多条沟壑（克夫拉达斯）、15个湿地和世
界上最大的Sumapaz Paramo生态园区。

哥伦比亚最重要的旅游产品之一是自然资源，这是
因为哥伦比亚自然资源丰富且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一

■

波哥大是世界上拥有鸟类最多的首都城市之一。

■

波哥大周边地区也有其他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区，

般认为，这类旅游业的主要推动力是对生物多样性的观
察和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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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蒙塞拉特山的远足小道

包括 the Parque Nacional Natural Chingaza、
Suesca rocks、Tominé、 the Guatavita

当产品开发涉及社区农村活动时，由地区旅游研究
所主导的设计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lagoon、 the Sabrinski desert、 Neusa、
Fúquene lagoon、the Sumapaz paramo 和

■

Chicaque park。

关键策略及举措

参与计划：与当地社区和乡村社区合作，让他们参
与产品运营。

■

旅游产品设计：景点鉴定、环境承载能力评估、路
标、图文介绍写作和产品供应商登记。

由地区旅游研究所主导的自然产品开发基于以下程
序：被涉及社区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充足的相关景点、

■

推广、营销和商业化：目前，两条旅游路线（La

路标和市场研究与分析，服务指南定义（导游、旅行社

Requilina和EL Tunjuelo）已经在运行当中，运营方

和本地运营商），品牌推广以及产品测试。已经开始进

为当地运营商，并配有当地旅行社、商业、网页和

行的两个案例分别为Humedal Santa María del Lago

宣传手册等。

的区生态公园和Quebrada Las Delicias旅游指南。
在La Requilina的案例中，该项目涉及13处农村不
有趣的是，以Quebrada La Vieja 小径为例，该项

动产、10位农业旅游当地译员以及路线路标、交通系

目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是有用的，包括增加公共和自然空

统、当地美食和纪念品。El Tunjuelo的案例涉及农业旅

间的社区拨款，开发管理模型以便应用在其他的项目上

游线路和9处农村不动产。此外，该项目还涉及3条自然

（如圣弗朗西斯科的奎布拉达·罗斯福河），加强社区

路线和8位农业旅游当地译员。

能力建设，以及为居民和游客这两类参观者提供更充足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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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
丹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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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堡宫及公园

8.1

哥本哈根简介

8.1.1 基本介绍
哥本哈根是丹麦王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主要坐落于
西兰岛的东岸，另有一小部分城区位于阿玛格尔岛上。
哥本哈根人口约76.4万，其中约60万生活在哥本哈根自
治市。大首都区人口约170万，而哥本哈根都会区居民数

整个首都地区：

■

创造了丹麦约40%的GDP。

■

吸引了约85%的国外投资。

■

创造了整个丹麦约75%的新增就业岗位。

量则刚好超过200万。1

有关部门的调查和2016年市民评估调查的结果显
示，绝大多数（96%）大哥本哈根地区居民乐于看到游
客人数增加。

促进环境发展以及市民的身心健康是哥本哈根市政
当局的头等大事。市政府可持续发展使命的核心是“长
寿哥本哈根”规划。规划的目标是提高市民预期寿命，
通过提高健康标准、鼓励更加富有生产力的生活方式以
及平等机遇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哥本哈根进行了大量的市区和文
化开发，对各类机构以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大力投入。哥
本哈根是丹麦的文化、经济和行政中心。哥本哈根股票
交易所使其成为欧洲北部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哥本哈
根的服务业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信息技术、制药和清
洁技术方面的发展为该市经济增色不少。

134

哥本哈根获得了“2014年欧洲绿色首都”的荣誉，
同时拥有世界上最为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计划到
2025年成为第一个碳平衡首都。哥本哈根也成了绿色及
负责任会议举办地的不二之选。在2016年全球旅游城市
可持续发展指数首次评选的世界活动举办地可持续性排
名中，哥本哈根市及哥本哈根会议局名列第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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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基础设施、交通和通联性

内还有越来越多的其他高质量美食餐厅吸引着国际目光。
光哥本哈根地区就有15家餐厅获得了米其林星级。

哥本哈根是世界上对自行车最为友好的城市之一。
城市内拥有400公里长的自行车道、自行车超级公路和绿

8.1.4 旅游客流

色自行车路线、对骑行者友好的交通信号灯，还有装备
了GPS系统的自行车帮助您寻找目的地。自行车的数量

丹麦及其国内各地区的游客到达数据目前尚不可

已经超过了居民数量，据估计，有36%的通勤者每天骑

查。客流数量的变化表现在酒店、度假区、露营区、青

自行车去工作和学习。

年旅舍、游艇码头和度假村的住宿夜次上，也可以通过
这一指标加以衡量。其中，酒店和度假区是最主要的床

2002年投入使用的哥本哈根地铁服务于哥本哈根中

位提供者。

心城区。而市郊铁路网络则连接中心城区以及机场和外
围自治市。公共交通每月游客吞吐量约200万人次。整座

2012到2016年的5年间，哥本哈根的外国人住宿
夜次增长率为26%，略高于丹麦全国19%的水平（见

城市内公路交通和水路交通都十分发达。

图8.1）。国内游客住宿夜次增长率在哥本哈根地区为
哥本哈根机场位于卡斯特鲁普，是全国最大的机
场。2016年，该机场游客吞吐量为2900万人次，其中
22%为中转游客。机场开通的159条航线总到达和出发航
班数为26.6万架次。3

23%，是丹麦的全国水平（11%）的两倍多。

8.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2016年，来自英国、美国、德国和荷兰的游客住宿
夜次增长了约10%，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游客增长

哥本哈根还是一座重要的游轮港口，2016年游客吞
吐量超过50万人次，其中87%集中在高峰的5—8月。4

率在20%～30%，而来自邻国瑞典、挪威和芬兰的游客住
宿夜次则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哥本哈根—首都地区按照
游客住宿夜次计算的主要客源市场见图8.2。

8.1.3 主要景点概述
哥本哈根的城市景观以公园、漫步道和水景著称。

2016年，酒店和度假区的客房入住率最高为8月的

市内地标性景观有蒂沃利公园、小美人鱼雕像、阿马林

93%，最低为1月的55%，高峰期为6—9月，客房占用率

堡宫和克里斯蒂安堡宫、罗森堡宫花园、腓特烈教堂

均不低于90%（见表8.1）。

等，另外还有众多博物馆、餐馆和夜店，这些都是吸引
游客的热门场所。

蒂沃利公园既是公园，也是一个游乐场。公园于
1843年开业，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游乐园。蒂沃利公园
同时还是很多演出的举办场所，也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

新丹麦菜系作为“新北欧菜系运动”的一部分，以
其具有启发性的高质量菜肴而受到了国际关注，同时拥有
数家广受认可的代表性餐厅。这一菜系中最受欢迎的几家
餐馆都位于哥本哈根地区。除了新丹麦菜系之外，丹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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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2007—2016年国际游客住宿夜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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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丹麦国家统计局（2016年）。

图8.2 按照住宿夜次计算的主要客源市场（%）
德国（9.2）

挪威（9.5）

美国（10.3）

国内（46.2）

瑞典（11.8）

英国（12.9）
来源：丹麦国家统计局（2016年）。

表8.1 月度客房入住率百分比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55

63

67

78

87

90

91

93

90

82

79

68

来源：丹麦国家统计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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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沃利公园

8.1.6 经济影响

8.1.7 旅游企业

2014年丹麦旅游业收入120亿欧元，首都地区占比超

哥本哈根市拥有1557家住宿场所，包括酒店和其他

过40%，为50亿欧元。外国游客消费比国内游客高24%，

类似设施，共有93000多张床位用来招待游客。此外，市

而来自国外的当日往返游客消费比国内当日往返游客

内还拥有超过12000家饭店（见表8.2）。

高27%。日均消费最高的游客来自意大利/法国（256欧
元）、挪威（253欧元）和中国（242欧元）。美国游客
的日均消费水平较低（192欧元），这点较为出人意料。5

旅游业支撑着哥本哈根的住宿、食品服务、艺术、
娱乐和休闲等产业将近6.5万个就业岗位。这还没有将交
通和由旅游业支撑的其他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计算在内。

表8.2 旅游企业数量
企业类型

数量

招待游客的住宿场所，包括酒店和其他类似设施

1557

酒店和其他类似设施

532

酒店和其他类似设施内的客房

44200

酒店和其他类似设施内的床位

93100

动物园、水族馆和植物园

4

饭店

12385

博物馆

130

来源：哥本哈根旅游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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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的天际线

8.2

关键业绩领域

8.2.1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局的资金来自首都区预算拨款、会员费、项目
以及销售收入。

哥本哈根旅游局下属共有四个部门（见图8.3）：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丹麦根据国家首部旅游业法律成立了三个旅游业发

■

动对旅游城市进行推广。根据协议，丹麦以外的市

展机构，即丹麦海岸和自然旅游局、丹麦商务和会议旅

场宣传活动将与国家级旅游市场营销机构“丹麦旅

游局以及丹麦城市旅游局。它们的职责是在全国旅游业

游”合作展开。

战略之下依照各自的发展策略，促进所负责的旅游业区
域增长。哥本哈根旅游局在城市旅游以及丹麦和商务旅
游领域代表哥本哈根市的利益。

■

和波罗的海地区作为游轮目的地进行市场推广和
开发。

和发展组织。首都地区包含哥本哈根自治市和腓特烈斯
麦语中称为“首都大区”（Region Hovedstaden），

■

与者，协助他们制订自己的市场营销行动和各类活
动计划。

哥本哈根旅游局以非盈利形式对首都地区内部以及

发。哥本哈根旅游局的理事会成员中，六人代表公共部

■

门，六人代表私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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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开发新市场、空中航线、知识、活动、战略
以及合作伙伴关系。该部门以培训形式帮助业内参

是丹麦五个大区之一。

以首都地区为目的地的商务和休闲旅游进行推广和开

游轮：即哥本哈根游轮组织以及波罗的海游轮组
织，该部门以这两个组织的形式活动，将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旅游局是丹麦首都地区的官方旅游业推广

贝自治市，以及博恩霍尔姆地区自治市。这片区域在丹

市场营销/传播：通过市场宣传、公关和旅游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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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和会议：即哥本哈根会议局，职责是将哥本哈根
作为各类大会、会议及体育赛事的承办地进行推广。

该部门还与“遇见丹麦”组织展开合作。“遇见丹

是为丹麦旅游业制定国家战略，由国家战略决定行

麦”组织由四个大型城市/地区以及商务部组成，和公共及

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及目标。

私人参与方一道，专注于三个领域的研讨会、会议、大会、
论坛对执行部门落实各项政策和战略的情况进行监督。

激励活动、体育赛事以及各类活动等，这三个领域是：

—绿色发展；

■

丹麦旅游业顾问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目的
是为国家旅游业论坛提供顾问服务，并协助起草国

—生命科学；

家旅游业战略。委员会还协助对各部门下发的国家
战略及行业计划方案进行协调。顾问委员会成员包

—信息技术。

括1名主席、17名委员和2名观察员，均由商务与发
展部任命。17名委员代表广泛的旅游业利益，确保

与哥本哈根旅游业相关的政府部门还包括：

■

委员会的专业性以及业务能力。

商务与发展部：制定行业国家政策的旅游业部长级

■

哥本哈根友好大使：该组织成立于1996年，主要任

高官均任职于该部。每年国家用于发展旅游业的投

务是在全世界协助推广丹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入资金约为8500万欧元。

友好大使成员为超过60位“世界丹麦人”，他们是
生活和工作在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里的商业领袖、

■

丹麦国家旅游业论坛：丹麦国家旅游业论坛的作用

企业家、创新家、文化领军人物、品牌专家和公共

是领导并协调对丹麦旅游业的公开推广，主要职责

意见领袖。

图8.3 国家和地方旅游业组织架构图

商务与发展部

丹麦旅游

丹麦旅游业顾问委员会

国家

丹麦国家旅游业论坛

哥本哈根旅游局

哥本哈根游轮组织

市场营销/传播

商务和会议

发展
地方
哥本哈根自治市

游客信息办公室

来源：哥本哈根旅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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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每年都会与政府代表、丹麦商界和文化界

吸引力的优先行动方案。其中包括：

人士以及决策者们坐在一起，听取有关哥本哈根的国际
计划方案、面临的挑战以及取得的成功等情况。友好大

■

可持续城市发展以及行动便利性更强的宜居城市，
继续作为绿色、创新和智慧城市而存在。

使组织将与外部合作伙伴和参与者们一道贡献自己的意
见和经验，并判明发展潜力，为提升哥本哈根和丹麦的
国际竞争力打开门路。

■

哥本哈根自治市及游客信息办公室：自治市的文化

■

提升城市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强化服务文化。

■

支持青年培训和教育，帮助企业找到拥有合适资质

及国际化司在游客信息办公室（TIO）为游客们提供

的员工。

各项服务。办公室位于市中心，蒂沃利公园对面。
办公室资金来源是自治市拨款以及面向业内的展示

■

确保一个拥有更多安置机会和社会经济企业的可持

空间带来的收入。游客的反馈信息将与旅游业及其

续就业市场，并利用城市的购买力进一步履行社会

他利益相关方共享。

责任。

旅游业发展政策

■

促成企业、知识机构和城市之间形成创新型伙伴关
系，支撑现有企业的发展。

2011和2012年，丹麦的外国游客住宿夜次有所下
降。经过总结，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更短的假

■

增强哥本哈根的国际吸引力、国际交通便利性以及
吸引国际人才的能力。

期、竞争、同其他旅游地相比较低的现金价格以及丹麦在
旅游市场中相对低调的姿态。当时的丹麦正在丧失市场份

政策中定下了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包括游客到达人

额。2014年，议会同意了一项旅游业发展计划并批准完
成了国家旅游业战略。为了应对现金价格问题和新市场的

数年增长5%，以及哥本哈根机场游客吞吐量年增长5%。

刺激，必须发展高质量旅游业、城市商务、海岸以及自然
《哥本哈根旅游局新战略》

旅游业。为此丹麦当时制订了新的目标，并计划拟定一套
新的战略来指导“丹麦旅游”和哥本哈根旅游局的活动。

2016年底，哥本哈根旅游局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新
在此之后，哥本哈根为本市及其旅游业发展制定了

战略，旨在规划2020年及以后的发展。战略被命名为

《2015—2020商务和发展政策》以及《哥本哈根旅游局

《传统旅游业的终结，向本地化的新开端进发》。这项

新战略》。

战略将人（居民和游客都包括在内）摆在了未来旅游业
的中心位置。

《2015—2020商务和发展政策》
这项指导首都地区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将居民、

要吸引新的居民和游客，哥本哈根必须保持其宜居
的城市地位并且保住在欧洲最佳城市排行榜上前三名的

业界和游客一视同仁。

位置。这座城市的绿色环保姿态以及落实应对全球挑战
其中认为，如果不把来自旅游业的意见和信息纳入

解决方案的意愿将惠及所有人。哥本哈根制定的发展与
福利并重的品牌政策也将起到相同效果。

决策的制定过程，不与来访游客分享经验，那么成功的
旅游业可能会对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未来的

该政策的基础是一系列旨在让城市对商业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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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必须要同时惠及到当地居民和来访游客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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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战略把当今的旅行者形容为“临时的当地人，

以下为战略中规划愿景的提要：

他们所寻求的并不是把最完美的静态照片带回家，而是
“为了共同创造未来的增长前景，让恰当形式的发

与建立在兴趣、关系和真实性基础上即时分享的体验之

展惠及更多的人和企业，我们的愿景是打造这样一座旅

间的情感联系”。

游城市：其中旅游业既是一项包容性、综合性的挑战，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来自本地人的支

也是一个由跨国境跨行业的很多人共享的开放机遇。我

持对于提供游客所需的旅游城市体验来说至关重要。同

们的旅游城市邀请更多来自国内外的人到这里来参与并

时，在这样一个时代中，能否得到当地人的支持也取决

成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我们的愿景是……

于游客所带来的价值增长。”

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本地化体验。”

哥本哈根旅游局首席执行官（2017）

哥本哈根旅游局（2017）

战略提出了八个关键措施以转变旅游业的方向，包括：
文件中重点提及了五个让旅游城市保持在正确发展
■

本地化体验—今天的旅行者想要的是体验以及本

轨道上的战略坐标（见图8.4）：

地参与。
1.

可共享性为王：让旅行者、伙伴和有影响力的人能

■

本地居民就是旅游风景。

■

品牌塑造的关键在于关系。

2.

一次吸引，双倍价值：一项鼓励再次到访的战略；

■

从市场营销到有利环境—发展并聚焦恰当类型的

3.

明日的生意始于今朝：吸引来自成长市场的新游客；

4.

共同创新是核心：让业界团结合作惠及全体的机遇；

5.

增长以人为本：让旅游业成为居民和游客的双赢产

够创造可共享的时刻；

体验、人与故事。

■

游客中包含各种类型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
化背景、动机和与人建立关系的方式。

业。“游客增长本身并不是目标。提升游客对各方
■

全球市区旅游者—越来越高的城市居住率将加大

的价值才是最终目的”。

旅游城市所面临的压力。
到2020年的政策成功标准为：
■

■

数字化已经是过去式，今天人们关注的是大数据，
数字化大数据能够描绘出游客行为、趋势和潜力。

■

社会经济收入超过490亿丹麦克朗。

快速转变快速失败的灵活性—旅游城市管理组织

■

77%的到访游客愿意推荐哥本哈根。

■

超过80%的市民支持游客数量增长。

的KPI指标需要适应新形势并扩大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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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

大城市，小规模。虽然哥本哈根是一座大城市，但
游客很容易规划各种路线，游玩其中的景点并让自

哥本哈根的城市品牌建立在五个层次基础上。这五

己融入其中。

个层次塑造出的哥本哈根拥有以下几个特点：
哥本哈根市场营销的核心是本地居民和来访游客，
■

具有新老和丹麦式建筑风格的各类建筑物以及设

在推广“大城市小空间”感受的过程中自然要借助互联

计，整个城市就是优质设计的中心。设计感对于亚

网和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

洲游客来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社交媒体的力量。游客们倾向于根据本地人的建议去做
当地人喜欢做的事情——可以造访的区域、隐藏的体育

■

可持续性、环境、能源等。

■

美食、对有机食品的推崇以及很多星级餐厅。

馆、最爱的美食、社会交际乃至于杂货店和超级市场。

“认识丹麦人”是一个旨在让游客与本地人分享时
光与美食的独特概念。本地居民可以报名参与，用自家

■

宽容。

饭菜招待游客，相互了解对方以及各自背后的生活方
式、文化和家庭。主人、价格、支付方式和其他安排事
项均在网上进行选择和确认。

图8.4 愿景：所有人都能享受本地化体验。使命：让更多人能够分享我们的旅游城市
可共享性为王

一次吸引，双倍价值

明日的生意始于今朝

共同创新是核心

增长以人为本

■

让社区最大程度上接纳品牌元素

发展365天不间断的品牌战略；

■

按照一定标准挑选意见领袖；

■

停止城市短假网络的运作

■

找到并消除壁垒；

■

丢失时间研究；

■

瞄准高转化率游客；

■

回头客传播战略；

■

提升游客忠诚度

■

先进智慧城市方案

■

不断吸引新业务；

■

发展面向中国人的游轮市场和会奖旅游市场；

■

进一步提升航空通联性；

■

高潜力市场分段；

■

坚持长期责任；

■

重点发展新的成长型市场

■

注重最有潜力的市场

■

推出共同创新平台；

■

引入宇航员计划；

■

从多方集思广益；

■

培养一批潮流引领者

■

培养共享创新和快速失败经验的文化

■

到访游客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互动；

■

每年进行游客和市民评估；

■

“以人为本”增长中的利益相关方；

■

进一步发挥旅游业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

本地居民和到访游客之间的股东时刻；

■

达成市区与乡村之间的匹配

来源：哥本哈根旅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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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自行车

哥本哈根便利的城市交通是一大亮点。人们可以搭

8.2.2 环境视角

乘轨道交通和电车，可以步行，还可以在拥有专用交通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信号灯的自行车道上骑行。

丹麦和哥本哈根拥有干净的空气、友好而又不拘礼

哥本哈根被公认为一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
市，在会议行业中以“可持续会议之都”而著称。可持

节的氛围，是观赏风景和游览名胜古迹的理想地点。

续发展和生活质量同时也是哥本哈根旅游局市场营销策
在游客信息办公室，游客们经常询问“如何才能成
为更好的绿色游客”。作为回应，自治市政府正在为游
客编写一份指南，指导游客更好地践行绿色旅游，尊重
城市，阐释哥本哈根为了节约能源，拥有清洁环境和尊

略中的焦点。究其原因，主要是游客到访时对这两点能
够感同身受。不论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流、智能技
术解决方案，还是富有责任感的企业，游客都能够直观
感受到。

重自然而采取的各种行动，并提出让游客也能够投身其
中做出贡献的各项建议。

哥本哈根被评为“2014年欧洲绿色之都”。该市计
划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首座彻底实现二氧化碳平衡的首
都城市。自治市的工作秉持整体的可持续概念，没有将
环境与气候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与本地和全球社会经
济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看待，同时为子孙后代着想。

时至今日，哥本哈根大部分的酒店和会议场所都有
绿色标志，并且实行了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方案。餐
厅着重于尽量减少食物浪费，使用本地出产的食材。
所有这些都在为进一步降低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贡
献，在自然中留下更为无害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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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其他一些基本情况：

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众多骑行者都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环
保举措中的一部分，也为世界上其他旅游城市做出了榜

■

全市71%的酒店客房都拥有官方生态认证。

样。丹麦为大哥本哈根地区制定的增长及发展战略志在
将首都地区打造成高增长率和高生活质量的绿色创新型

■

有机食品占哥本哈根全市食品销售的17%，比例为

都市。

丹麦全国最高。
哥本哈根市计划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首座完全达到
■

哥本哈根市公共机构消费的食品中75%为有机食品。

二氧化碳平衡的首都城市。自治市的工作秉持整体的可
持续概念，没有将环境与气候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与

■

仅有29%的哥本哈根家庭拥有汽车。

本地和全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看待，同时
为子孙后代着想。哥本哈根旅游局也希望能够支持自治

■

哥本哈根市内自行车数量比居民数量还多。

市的这项议程。

■

哥本哈根人每天骑行的总里程数为120万千米。

出行便利性

■

在哥本哈根工作或上学的通勤者中有36%使用自行

2013年，《Walk 21》将哥本哈根评为“世界上最

车，而在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中，这一比例为55%。

适宜步行的城市”。市中心区域十分紧凑，任何场所、
酒店和购物区域之间都只有步行几分钟的距离。这座城

■

哥本哈根所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25%拥有一辆载

市的交通高峰期与大多数其他城市都有所不同，拥挤的

货自行车或一辆婴儿拖车。

不是马路而是自行车道。出租自行车现在还装配了电动
助力和GPS导航系统。现有的交通模式以及规划中将要

■

哥本哈根所有出租车都装有可携带两辆自行车的载

做出的改进将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提高人民的健

物架。

康水平。改进措施包括公交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使用
不含化石成分的燃油，增加自行车超级公路和其他骑行

■

在哥本哈根，你可以免费携带自行车乘坐市郊铁路

基础设施的数量。

列车。
公共交通工具在所有交通出行方式中只占20%，这
2015年，联合国采纳了17条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
这些目标构成了到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框架。哥本哈

个比例看起来较低，然而私家车出行也只占所有出行方
式的33%。

根旅游局旨在为这一全球议题做出贡献。这些目标中有
很多都与作为城市的哥本哈根以及更广义上的旅游业有
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可持续和可再生经济发展，全面
和有生产性的就业以及面向所有人的体面的就业机会。

丹麦首都区和哥本哈根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很
大的抱负。哥本哈根是一座知名城市，在研究和技术两
方面的创新和可持续方案上都有过非常大的进步。
城市港口的清洁水系、高效的基础设施和世界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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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兹梅登66酒店内的玻璃阳光房

8.3

成功案例

关键策略及举措

8.3.1 哥本哈根古兹梅登66酒店

■

餐饮：99%的饮食采用有机、应季且出产于本地的
食材。店内餐食获得了丹麦及挪威粮食和农业部的

引言

“Ø”标志。酒店力求降低食物浪费，为此面向顾
客打出了“按量取餐，吃完盘中餐”的口号，并且

哥本哈根古兹梅登66酒店是九家古兹梅登酒店之

每天对厨房内浪费的食品进行计量。酒店会将发硬

一。九家店中，五家位于哥本哈根，另有四家分别位于

的面包制成吐司，且认为硬面包比新鲜面包更加适

奥斯陆、雷克雅未克、柏林和奥尔胡斯，共有750间客

合制作吐司。店内的酸奶均使用包括蜂蜜和水果在

房。三家店面为特许经营，另外六家为集团所有。第一

内的本地原料自制而成。

家酒店1999年在奥尔胡斯的古兹梅德加德（这也是酒
店名字的由来）开业。酒店从经营伊始就秉持“奢华简
约”“快乐不做作”以及（最重要的）“在可持续性方

■

植物，并使用收集起来的雨水进行浇灌。

面决不妥协”的指导原则。

坐落于一座老建筑内的66酒店开业于2002年，是哥
本哈根第一家古兹梅登酒店。店内拥有74张床位。该店
通过了绿色地球认证。这项认证对日常经营提出了非常
高的可持续性标准，并且会定期进行检查。达到认证要
求实属不易，但该组织提出的各项建议也非常有帮助。

花卉：该店不使用摘取的鲜花，而是在花盆内栽培

■

能源：该店依靠绿色能源经营，并且会向供应商额
外付费。额外支付的费用让供应商得以继续生产更
多的清洁能源。公共区域的灯光由动作感应控制，
且酒店会敦促顾客在不需要的时候关闭电灯和暖气
以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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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兹梅登66酒店内的玻璃阳光房

■

客用洗手间：香皂、洗发水、乳液和清洁用品均使

8.3.2 哥本哈根塔皇冠假日酒店

用有机材料制成，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例如，可带
走的牙刷是用竹子制成，而牙膏则是由纸包好的药

引言

丸形状，使用时只要咀嚼药丸，即可使其变成膏
哥本哈根塔皇冠假日酒店是一家位于郊区的五星级

状。这些用品均由一家姊妹公司制造。浴室内各类
器皿均为再生塑料制品。

酒店，毗邻贝拉中心会议堂。皇冠假日酒店隶属于洲际
酒店集团。酒店在建造过程中的一大目标就是成为世界

■

营销及预定：这家酒店没有采用广告作为营销工
具。该店营销依靠媒体编辑、自家网站以及社交媒

上最为绿色环保的酒店。酒店在建设过程中为了保护环
境，对建筑垃圾、废旧轮胎和老旧陶器都加以利用。

体宣传。他们在Facebook上拥有10000名粉丝，
而Instagram上的粉丝数则达到了3000名。鉴于各

关键策略及举措

在线旅行社不会就他们的经营情况做出说明，出于
资金和信息传播方面的原因，该酒店自行建立了订

■

房网站“我爱生态酒店”。在该店的官网上熟客订
房享有忠实顾客的优惠。

餐饮：尽量使用本地出产的应季有机食材，食材和
饮品的运输里程受到监控。酒店更加倾向于选用本
地供应商的产品，在运输方面则尽量采用船运而非
卡车运输。酒店设有自己的养猪场。酒店产生的废

■

社会参与：公司会从预订网站和自行车租赁的收入
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资助弱势儿童和打击人口贩卖。

弃食物作为猪饲料补充剂加以利用。平均下来，酒
店每周要使用25头猪。牛肉方面，酒店采取整牛采
购的方式。猪和牛的屠宰工作均在酒店内部进行，
确保动物的所有部位均能在厨房派上用场。承办研
讨会和会议时，除非客户点名要求瓶装水，否则桌
上一律供应自然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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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

— 建筑外部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为整座建筑提供
12%的电能，其余则采用风电供应，且酒店会
支付额外的价钱。丹麦全国太阳能和风电占电
力的供应比例为58%。

— 从地下深井抽取的地下水是夏天店内空调的制
冷源。地下水抽取时为冷水，回到井内后温度
升高，可留作冬天为酒店供暖之用。极低温情
况下如有必要则接入区域生物能源系统。

— 公共区和会议室等处的所有灯光和暖气/空调均
由IT系统监测和控制。如果客人不在室内，监
控系统会确保能源切断或消耗降低。

— 皇冠假日酒店的能耗比同类酒店低80%。

— 酒店1400平方米的门厅内种植有60棵树木和
4500株灌木，所形成的室内森林可帮助调节酒
店一层的室内气候。这座室内森林同样也是展
现酒店灵魂的点睛之笔。

■

清洁：所有清洁过程均不使用化学制剂。他们利用
一种纳米技术工艺进行清洁工作。酒店鼓励客人放
弃每日客房清理，对这样做的客人赠送一张面值75
瑞典克朗的优惠券，可在店内使用。

■

社会参与：酒店管理层注重帮助难民等边缘化群
体。2016年，酒店雇用了30位难民。这些难民参
加了语言学习和技能培训，并在一项导师计划的支
持下进行了技能升级。这30人中，12人仍在酒店工
皇冠假日酒店的门厅

作，其余人则到别处就业。2017年，酒店接收了
40人。

■

第8章尾注
1

丹麦国家统计局（2016年）。

另一项重点则是通过实习生制度培养本地青年的技

2

GDS-Index (2016), Global Destination Sustainability Index (online),

能。实习包括技能培训以及词汇量的扩大。

3

哥本哈根机场。

4

丹麦国家统计局。

5

丹麦国家统计局。

available at: http://gds-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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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德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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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岛上的博德博物馆

9.1

引言

9.1.1 基本介绍
柏林是德国首都，同时也是德国最大城市，人口超
过360万。柏林坐落于施普雷与哈弗尔河畔，是柏林/
勃兰登堡都市区的中心，也是德国三大城市州之一，既

生活质量排行上也经常名列前茅。柏林是一座十分绿色
的城市，892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中有1/3是森林、公
园、花园、河流与湖泊。柏林也是在欧洲排名靠前的文
化都市之一，并以此享誉全球。此外，柏林还是一座知
名的年轻化、多元化城市，这座城市脱胎于20世纪暴力
和冲突的历史，拥抱了创意、宽容与恒久的变化。

是德国的一个州，也是一座自治市。在经济上，柏林依
然落后于其他德国主要城市，如法兰克福、慕尼黑和汉
堡。但近几年它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增长率既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也超过了其他城市区域

柏林有来自超过190个国家的人定居，赋予这座城市
一种世界性的特点与生活方式。此外，超过40%的人口
年龄在35岁以下。3

水平。1
2016年，柏林城市州的名义GDP总量达到1295亿欧
元，相比2015年的1242亿欧元同比增长达到4.3%。2 多
年来，柏林都是德国国内领先的创业中心，从投资数额
以及风险资本投资方面看也是整个欧洲的主要创业公司
中心之一。柏林的重要经济部门包括生命科学、交通、
信息和通信技术、媒体和音乐、广告和设计、生物技
术、环境服务、建筑、电子商务、零售业以及旅游业。

柏林不但被认为是德国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城市之
一，还是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与研究中心之一，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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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柏林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住宿服务也是城市的一大吸
引力：各种价位和舒适度的酒店物超所值；此外，柏林

铁路和航空运输让柏林拥有发达的国内和国际交
通，它还拥有经过精心设计的高效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市还发展成为了一个创意和创新住宿服务的孵化场和测
试场，完全超越了一般的酒店体验。

目前柏林拥有两座国际机场：泰戈尔机场（TXL）和舍
讷费尔德机场（SXF），新建的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
（BER）预计将从2019年开始起降所有往来柏林的航
班。柏林市的两座机场在2016年总游客吞吐量约为3300
4

万人次，使柏林成为德国第三大机场地。

近年来，柏林作为一座令人激动的旅游城市，凭借
其吸引力赢得了多项荣誉，其中包括：2009年《时代杂
志》将柏林市誉为“欧洲酷炫之都”5，《福布斯旅游指
南2017年度12大旅游城市》中则评价柏林为“全球旅游
者不可忽视的旅游地点”。6

铁路交通方面，柏林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
初投入了数十亿资金对整个市区间和市区内的轨道交通

9.1.4 旅游客流

网络进行了改造。此外，柏林还受益于全国范围的大型
铁路建设投资，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柏林的新中央车

近几十年里，德国首都的旅游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站竣工于2006年，是全国范围内最为繁忙的铁路车站

有执照的住宿营业场所接待的游客人数4倍于20世纪90

之一，也是自东西柏林统一以来市内最为壮观的建筑项

年代初期水平，在2016年达到了破纪录的1270万来访游

目。据估计，中央车站每天要迎来30万游客。在市区内

客人次和超过3110万过夜人次，使柏林成为继巴黎和伦

部交通便利性方面，不论是居民还是游客都可以享受到

敦之后欧洲第三大受欢迎的旅游城市。7

充分发展的高效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不断扩展和改进中的
此外，到访亲友（VFR）市场普遍也被认为对柏林

自行车基础设施。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即2014

9.1.3 主要景点概述

年，到访亲友市场贡献了3320万过夜人次。一日游客人
在全体游客中所占比例更大。2016年，柏林接待了1.09

柏林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与建筑，市内的景点令人

亿人次一日游客人，较2015年同比增长3.1%。

眼花缭乱。其中最受欢迎的景点包括柏林墙、查理检查
站、柏林电视塔、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波茨坦广场
以及博物馆岛等。久负盛名的夜生活、艺术景观、丰富
的美食和多元化的购物与休闲娱乐设施进一步提高了柏
林的吸引力。另外，每天有约1500场各类活动举办，这
也吸引着远近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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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9.1.6 经济影响

过夜游客中大部分为国内游客，但国际游客数量也

鉴于旅游业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近几年人们对旅游

在逐年稳步增长。2016年官方住宿场所留宿客人中国际

客流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所做的分析也越来越全面细致。

游客所占比例接近40%，有执照的住宿营业场所全部过
夜人次中国际游客比例超过45%。根据visitBerlin的最新

通过近期数据可以确定旅游业已经发展成为柏林经

数据（2016年），大部分游客来自英国、美国和西班

济的关键要素之一。2016年，柏林旅游业创造了116亿

牙，其后是意大利、荷兰、法国、丹麦、瑞士、以色列

欧元应纳税销售总额，仅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就达到

和瑞典。

了10亿欧元。总销售额中，55亿欧元来自酒店和餐厅行
业，37亿欧元来自零售业，23亿欧元来自服务业。

虽然大多数过夜游客都是出于休闲目的来到柏林，
毫无疑问的是，旅游业成了就业的主要推动力，在

但目前为总体旅游业市场不断做出贡献的恰恰是商务旅

多个行业中稳定现有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就业岗

游部分。

位。在绝对值方面，2016年旅游业的就业效益为23.5万
自2001年起，特别是2004年柏林的会展市场开始活
跃发展以来，柏林就一直在最重要的协会会议城市排行榜
上名列前五，目前在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的统
计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巴黎、维也纳和巴塞罗那。柏林在

个（全职）工作岗位，同时旅游业对全市GDP的贡献约
为6.7%。10

9.1.7 旅游企业

承办医学和科学会议以及IT活动方面尤其受欢迎。82016
年，柏林市承办了137500场会展旅游活动，约有1160万
人次参加，其中约770万人次在酒店住宿。与有数据可查
的2001年相比，活动数量增加了约51%，参与人次增加
了176%，过夜人次则增加了239%。9

由于需求基础呈多样化分布，柏林观光旅游需求的
季节性变化相对很小，这点与很多其他（市区）旅游地
正好相反。酒店客房需求最旺盛的时间为6月到10月，但
柏林已经建立了自己作为全年旅游城市的稳固地位（见
图9.1）。

旅游业不但维持了总共773家住宿营业场所（截至
2016年） 11，同时对于多种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餐厅、酒
馆、俱乐部、活动举办场所以及文化设施等来说也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2003年起，有执照的住宿营业场所内过夜人次增
长了174%，且短时间内市场没有放缓的迹象。据估计，
从2017年到2020年，柏林在目前市场供应量基础上还将
新增3900间客房。在近期共享经济崛起的冲击下还能有
这般成绩，柏林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共享经济彻底改变了人们旅行期间对理想住宿方式
的选择，近年来在总体住宿市场中所占份额有了巨大提
高。根据海牙酒店管理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仅Airbnb
一家的市场份额就占了整个住宿市场的8.5%。2016年，
约170万人次通过Airbnb预定过夜住宿，较上年同比增
长68%。12 （见表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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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2016年官方指定住宿酒店入住率（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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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柏林-勃兰登堡统计局（2017年）。

表9.1

2016年12月酒店和客栈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床位数量
住宿企业类型

企业数量

床位数

少于29张床位

130

2565

30～99张床位

270

15742

100～249张床位

180

27822

250～499张床位

132

45928

500张及以上床位

61

47634

合计

773

139691

来源：SenWEB（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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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旧城的广场和奢华店铺

9.2

关键业绩领域

9.2.1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柏林的旅游业由柏林州议会进行管理。州议会是柏
林城市州内负责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执行机构。柏林市官
方旅游城市管理组织（DMO）柏林观光组织也协助议会
实施对旅游业的管理。另外，柏林的12个半自治行政区
也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旅游业的管理和市场营销—这
项工作通常由各行政区的经济发展部门负责。

机构（PPP），旨在将柏林作为重要旅游城市和大型会
议举办地进行推广。13

公司股东包括非营利组织柏林观光组织合作伙伴
酒店协会（visitBerlin Partnerhotels e.V.）、柏林土地
（Land of Berlin）、柏林投资银行（Investitionsbank
Berlin）以及三家有限公司：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有限公
司（Flughafen Berlin Brandenburg GmbH ）、柏林
展览有限公司（Messe Berlin GmbH）以及勃兰登堡旅
游营销有限公司（Tourismus Marketing Brandenburg
GmbH）——隶属于围绕柏林的勃兰登堡联邦州的旅游
城市管理组织（具体持股比例见图9.2）。

在城市州一级，议会内负责旅游业的是经济、能源
和公共事业司。该司内部并未设有专门分支机构或高级
官员负责旅游业，而是把旅游业归入了一个更加广泛的
机构单位之下，该单位的职责包含商务支持服务、服务
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政策领域。柏林采取的是一种协作
型治理模式，城市州一级在其中起到的是协调与创造有
利条件的作用。

柏林观光组织的正式名称为柏林旅游业市场营销股
份有限公司（BTM），是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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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柏林墙倒塌带来的兴奋消退之
后柏林的游客数量开始下滑，人们认为需要对这座城市
的旅游业市场营销活动进行重组和加强，同时柏林本地
的治理机构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变动，这两点因素共同
促成了柏林观光组织的诞生。柏林观光组织取代了两个
公营组织，即游客服务处（Fremdenverkehrsamt）和
柏林信息中心（Informationszentrum）。作为柏林的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柏林观光组织承担着广泛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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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战略和宣传活动的规划、实施和监测。

■

发挥提供酒店住宿和门票的旅行社职能，并发行柏

旅游业发展政策

林官方观光通行证“柏林欢迎卡”。
从2004年起，旅游业相关的政治优先事宜、战略
■

运营柏林游客信息中心、柏林服务中心以及柏林的

以及传播机制都在一个所谓的旅游业概念文件中得到了

官方网上旅游平台visitBerlin.de。

明确。这份框架性文件在柏林观光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制
定，旨在促进公共和私人领域利益相关方以及非政府利

■

协调股东与合作伙伴的关系。

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配合，确保管理措施具有综合性和
协调性。经过数年拖延—最新的一份概念文件制定于

另外，其下属的柏林会议促进办公室（BCO）还积
极参与会议及会展市场，为柏林争取各类会议、展销会

2011年—之后，柏林于2017年初宣布了一份新的旅游
业概念文件，并预计将在年底实施。

和大型集会的承办权，为会展及旅游业伙伴提供多种支
持保障服务，并积极为柏林观光组织行业提供信息中介

与此同时，发展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策
略也写进了柏林市核心旅游业战略《旅游业概念》

服务。

（Tourismuskonzept）之中。这份文件题为《2011+旅
作为公私合营机构，柏林观光组织接受来自柏林州

游业概念柏林行动框架》（Tourismuskonzept Berlin

议会的拨款。不过，目前其经费中大部分都为自行筹

Handlungsrahmen 2011+），其最新版本的重点放在

措，来自会员服务、订票服务以及产品和票务销售等。

了环境可持续性上，例如通过建立于2009年的柏林绿色

2015年，柏林观光组织的预算达到了2060万欧元（2010

会议平台等举措，将柏林打造成一个绿色的会展活动旅

年为1470万欧元），其中56%为自产收入/利润（2010年

游城市。但是最近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想在可持续发

这一比例为43.8%）。14 柏林观光组织的工作及其198名

展方面取得成功，还必须把文化和社会因素纳入考量范

现有员工都要接受一个监督委员会的监管。所有重大决

围之中。这一点被预计将会反映在当时正在起草中的柏

策都必须经过委员会的批准（或否决），并由委员会对

林市新旅游业概念里。自2016年以来，柏林市现政府立

其业绩进行评估。

誓要把柏林旅游业放在一条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图9.2 柏林观光组织股东持股比例 (%)
勃兰登堡旅游营销有限公司（5）
柏林展览有限公司（5）

柏林—勃兰登堡机场有限公司（10）

柏林观光组织合作伙伴酒店协会（40）
柏林土地（15）

柏林投资银行（25）
来源：柏林观光组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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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365/24宣传

barrierefrei）。

更加主动地协助旅游业的发展，最大程度地体现旅游业
的积极影响，同时尽可能降低外部负面效应，例如旅游
活动过度集中于特定区域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等。15

■

柏林LGBT旅游（www.gay.visitBerlin.de）。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

欢迎阖家光顾（www.familie.visitBerlin.de）。

■

柏林骑行（www.fahrrad.visitBerlin.de）。

柏林观光组织经常能够获评“欧洲最成功的旅游城
市管理组织”之一。在休闲旅游方面，柏林观光组织采
取了一种有区分的市场营销方式：它活跃在超过50个

在市场营销技术层面，柏林观光组织同时采取成熟

客源地市场，承担现有市场的维持和拓展费用，优先进

和创新的举措与方法。前者中包含所谓的临时店面。临

行新市场的开发。柏林观光组织认识到不同的受众需要

时店面既是柏林的临时“品牌大使”和“广告空间”，

不同的宣传策略与重点，但强调柏林丰富的资源和景点

也是社交及类似活动的举办地点。2015年，临时店面最

以及曾经一度被高墙所包围，后来重新拥抱世界的独特

早在欧洲五个关键的市场引入，分别是英国、法国、荷

历史与身份，并以此作为柏林的独特卖点。用他们自己

兰、奥地利和瑞典。

的话来说，柏林观光组织的目标就是“抓住我们这座城
市的独特气场……这是一个自由、宽容、开放且充满创

在商务旅游方面，柏林观光组织下属的柏林会议促

意的地方，也是一个能为全世界的人们带来启发的地

进办公室对于柏林会展旅游市场的近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

方。”16柏林观光组织发起的最新的国际宣传活动“柏林

要的作用。自2001年成立以来，柏林会议促进办公室通

365/24”就反映了这一点。该活动启动于2016年，旨在

过为在柏林组织的大型集会、研讨会、会议和奖励活动提

推广并塑造柏林“每天每时每刻都有新鲜事发生”“大

供专业支持，为柏林争取到了超过1000场欧洲和世界性

千世界汇聚于此”的形象。

17

会议的承办权（www.convention.visitBerlin.de）。

其他用于开发和维护相关目标市场的主题营销宣传
还包括（但不限于）：

同样，柏林观光组织还积极投入到将柏林作为医疗
健康旅游目的地的推广工作当中。虽然健康相关旅游在
旅游业总额中只是一个中小规模的组成部分，但近几十

■

无障碍柏林（www.visitBerlin.d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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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一直稳步增长，并且已经被认定是一个重要的增长

了该组织的使命当中：拥抱“以合作与协同来提升竞争

市场。鉴于此，柏林观光组织同著名医院、诊所以及其

力”的理念。

他本地和外地相关机构结成了伙伴关系，将尖端医疗护
业绩评估工具

理技术方面的优良口碑资本化。

柏林观光组织与议会经济能源和公共事业司以及本

柏林的旅游业概念中包含了一系列战略目标和相关

市的经济发展公司“柏林合伙人”合作建立了一个国际

的业绩衡量方式。通常都会周期性对这些目标进行改

门户网站，提供柏林医疗旅游方面的信息，并且定期在

进，原因一般是之前定下的目标已经达成。此外，旅游

诸如迪拜举办的阿拉伯健康展等相关国际贸易博览会上

城市管理组织会配合使用年度规划、年度报告来对自身

对柏林作为医疗健康旅游目的地进行广告宣传。

业绩情况进行衡量。在年度规划中订立目标，而在年度
报告中则对业绩和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审议。对于旅游

所有市场营销活动都要接受定期评审，以便在必要

城市，柏林观光组织会根据柏林-勃兰登堡统计局提供

时进行相应调整，其间特别强调参与方，如柏林州议

的数据编制关键指标的详细年度和季度统计报告。此

会、本市经济发展公司（柏林合伙人）、柏林市商会

外，柏林观光组织和其他有关部门还会定期展开市场研

（IHK）和柏林酒店与饭店协会（DEHOGA Berlin）之间

究，并利用欧洲城市营销组织以及旅游营销信息系统

的协调和配合。

TourMIS18所提供的数据对自身工作进行辅助与评估。

以协作方式进行旅游城市管理

游客满意度是城市旅游以及柏林能够取得成功背后
至关重要的因素。柏林的旅游城市管理组织自身并不

为了保证履行职责，成功进行旅游城市推广，柏林

进行研究工作，但会通过多种渠道来衡量柏林游客的
背景、经历以及看法。其来源中包括质量监控德国旅游

观光组织在旅游城市管理工作中采取了协作方式。

业调查，该调查会对游客再次造访德国多个旅游城市
例如，柏林观光组织与勃兰登堡旅游业市场营销有
限公司展开了密切合作，以推广柏林-勃兰登堡首都区并

（包括柏林）以及将这些地方向其他人推荐的意愿做出
衡量。19

增强这一区域作为旅游地在国内外的竞争力。这两大旅
游城市管理组织的协作关系最早形成于1998年，当时二

有些市场调查是专门为柏林观光组织展开的，例如

者联合参加柏林国际旅游展（ITB）并且决定在新建的勃

2015年的研究《柏林游客聚焦——为柏林观光组织所

兰登堡国际机场设立一个联合迎宾中心，将其作为“进

做的市场研究分析》。 20研究人员访问了1800多名游客

入首都区的大门”。

（既有国际游客也有国内游客），对于游客的看法、行
为、经历和视角提供了深度见解，评估了游客对柏林作

另外，柏林观光组织还定期与区域外伙伴和有关部
门展开联系与合作。其对象中最主要的是德国国家旅游

为旅游城市的总体满意度以及游客对不同的旅游目的地
属性做出的评价。

局，该机构代表德国联邦政府进行德国旅游的推广工
作。此外，合作对象还包括非盈利性的会员制机构欧洲

2015年所做的这次研究结果总体上呈现了积极的态

城市营销组织（ECM），该组织的工作是促进和连结欧

势：如果以1～6分为评价范围，1分为“非常满意”的

洲36个国家100多个主要城市的旅游局、会议促进局和

话，国际游客给柏林打出了1.9分，而国内游客打出了

城市营销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柏林观光组织作为欧洲

2.0分，绝大多数游客表示他们会把柏林作为旅游目的

城市营销组织的积极会员，其开展工作的方式也反映在

地推荐给其他人。在对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属性的评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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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柏林“各不相同的市区/广场”、“公共交通系统以

在柏林圣墓教堂举办的环境论坛就是这样一种举

及景色和多样化人口/文化”都得到了高分，而洁净度以

措。自2000年创办以来，论坛就一直致力于环境可持续

及安全则是需要改进的领域。

发展议题，时至今日已经成为柏林乃至其他地方众多场所

9.2.2 环境视角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的榜样。另一个致力于气候保护议题的模范项目是柏林舍
嫩贝格区的欧洲参考框架园区。25这里在历史上曾是工业
区，现在则成了致力于低碳化未来的创新园区，同时还是
广受欢迎的先进环保型会议和活动举办场所。

环境保护是柏林决策者最关心的一个事项，而柏林
市的环境治理被普遍认为是发展良好且有效的。柏林是
多个可持续发展组织的积极成员，包括气候联盟、市长
盟约、地方政府永续发展理事会（ICLEI）、Metropolis
以及气候变化世界市长理事会。另外，在西门子赞助的
“绿色城市指数”中，柏林市位列主要城市第八名。该
指数根据部分选定领域的表现对城市进行评价，例如能
源和二氧化碳、交通、水资源、空气质量、土地使用和
建筑、废弃物、清洁卫生和环境治理等。21近几十年来，
柏林市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都做出了大量努力来提升城市

鉴于德国资本承担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支出，与环境
影响和旅游业绩效相关的数据却相对稀少，这一点较为
出乎意料。虽然无可否认的是，要把旅游业对市区环境
造成的影响与其他影响因素区分开来十分困难，但对旅
游业环境影响的本质、范围和原因给予更多关注其实有
助于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措施以进一步改进旅游业的环
保表现。

公共绿地

的环境表现，而按照国际标准来看，这些努力也获得了
成功。

柏林市区内拥有约2500座公园，城市总面积的42%
为保护区、水道、公园或留作农业用途。 26官方数据表

柏林在气候保护领域付出的努力就是这座城市环保
资质的体现：柏林拥有国际上声誉最高的太阳能研究开
发机构集群之一。22另外，柏林还有将近三百座联合热电
站，为城市提供环保的热力和电能。

在柏林的中央交通“绿区”，司机必须拥有特殊的
环保贴纸或徽章来表明他们的汽车符合更严格的排放标
准，只有这样才允许驾车进入城市的中心区域。与此同
时，柏林还采取了综合性措施鼓励人们利用公共交通工
具和自行车出行。23

明，柏林市共有超过437900棵行道树，栽种密度为每公
里城市街道80棵。27

交通便利性
2016年，柏林居民和游客可享受1680公里的自行车
专用道路以及路面标线（车道）。28出行方式中，私人机
动车辆占30%，步行占30%，自行车占13%，公共交通占
27%（截至2013年）29。柏林市有多种自行车和汽车共享
方式可供选择。

旅游行业的代表们认识到他们的行业也会对环境产
生影响，因此在提升城市环境表现方面也要发挥作用，
特别是在会议及会展市场领域，旅游业有着很多雄心勃
勃的计划。用德国会议促进局的话来说，柏林会议促进
办公室（BCO）设立的绿色会议平台只是“目前塑造柏
林会议及会展行业整体面貌的众多创新手段”之一，具
有开创性的各类单项举措是其重要的驱动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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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中的研讨会

9.3

成功案例

9.3.1 遇见+改变（MEET+CHANGE）
“遇见+改变”是一项由柏林会议促进办公室发起的
计划，旨在对社会和文化机构予以支持，鼓励企业使用
这些机构的设施举办研讨会和活动。这项计划在2015年
全球社会化商务峰会上宣布启动，据报道得到了柏林会
议促进办公室各客户的良好反响。支持社会发展是造福
柏林人民和社区的一个重要步骤，“遇见+改变”将在未
来几年里巩固柏林作为一个可持续且富有社会责任感的
会展活动举办城市的地位，用柏林观光组织的话来说，
将“从长远来看留下积极而深远的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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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地铁，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罗伊斯贝格段

9.3.2 美丽街道

另外，柏林观光组织还把促进无障碍旅游业作为旅
游业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组织与

在地方一级也启动了很多创新行动计划。其中之一
就是2015年由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罗伊斯贝格区理事会
和柏林观光组织等业内伙伴共同启动的“美丽街道”31，
旨在解决旅游业带来的噪音和扰民问题，促进公平、负
责和可持续的旅游行为。该计划还将在未来几年里扩大

公共和私营领域的各部门密切合作，提高柏林市旅游景
点的无障碍程度并为残障游客提供多种服务。他们专门
为残障人士设立了一个网站32，上面提供了大量信息，还
开发了一款名为“无障碍柏林”的免费应用。这款应用
于2017年3月在柏林国际旅游展上发布。

范围。由于认识到了本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接受度是
旅游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以及长远成败的关键，柏林观光
组织在近几年还转向了对内营销；作为保持和增进群众
对旅游业接受程度的手段，还成立了一个专用预算达到
20万欧元的办公室，负责针对地方居民区的各项工作，
其中包括建立了一个供居民对柏林观光组织业提出反
馈、评论和意见的网站（www.du-hier-in.berlin），并
举办了各种市民研讨会，集思广益，共同探讨改善柏林
旅游业的各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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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余晖下的勃兰登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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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
意大利

10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163

都灵圣卡罗广场上的巴洛克建筑

10.1 引言
10.1.1

菲亚特的成功带动了从设计到零件一整条供应链上
众多企业的发展，而菲亚特自身的业务也呈现出多样

基本介绍

都灵市位于意大利西北部，靠近意法边界，行政上

化，扩展到了航空和机器人领域。其他工业和服务业供
应商（如电信、办公用品等）也蓬勃发展了起来。

隶属于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的西面和北面被阿尔卑斯山
环绕，南面则是丘陵。她坐落在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波河
岸边。在都灵的大部分地方，人们都能观赏到壮丽的自
然风光。

10.1.2

20世纪70年代初，都灵人口达到了顶点，为120万
人。70年代，石油危机重创了汽车工业，为了应对危机
菲亚特缩减了在都灵的生产线规模。这一举措给就业形
势和城市经济带来了极大影响。衰退持续了超过20年，

历史

整个供应链都在流失工作岗位，很多工厂关门大吉。50
年代和60年代建成用于安置工人的城市区域迅速陷入

都灵在2000多年前由罗马人建立，当时是驻扎军队

了荒芜。就连市中心的情况都开始恶化。环境污染为所

的营地。罗马时代的城墙和通往城市的一道主城门现在

有建筑都蒙上了一层灰色，也破坏了城市地标；一些历

依然矗立。都灵独特的网格式城区分布也源自最初罗马

史悠久的店铺、餐馆和场所纷纷关门，夜深后行人寥寥

定居点的布局。

无几。

1861年，都灵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个首都。市中心的

当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在吸引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

大部分地区都有萨伏伊家族在17和18世纪建造的巴洛克

时，都灵尽管坐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遗产和得天独

建筑，为都灵留下了独特的建筑遗产。

厚的自然条件，却并没有尝试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旅游
城市。

萨伏伊国王迁都罗马之后，都灵不得不重新发展，
1993年，政治上独立的瓦伦蒂诺·卡斯特拉尼教授

后来成为一处工业中心。以菲亚特为代表的汽车工业成
了20世纪70年代前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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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建的强有力的政府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愿
景，并通过以创新和社区为核心的举措将这一设想付诸

翻修之后的安托内利尖塔现在是电影博物馆的所在
地，尖塔上还建有一座观景台。

实现。这其中涉及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很多机构，包括
大学、工艺学校和草根组织等。另外，政府还进行了细

都灵还是很多世界知名活动及庆典的举办地，主

致的数据收集和战略规划，从欧盟、中央政府、私营经

题范围涵盖了美食、艺术、书籍、电影、音乐和体育

济和基金会等多方寻找资源。

等。从1900年到2000年，都灵一直都是国际车展的举
办地。15年之后，展会携全新的室外单元回归都灵，并

政府提出的愿景和规划的核心是文化、遗产保护、

且大获成功。从1988年起，都灵就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图

研究、创新、多元化、社区发展、社会包容和可持续性，

书展（国际图书展览会“Salone Internazionale del

并且在传统和现有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城市发展。1都灵

Libro”）的举办地。从1990年起，都灵还成功举办了

并未排斥自己的工业（以及汽车行业）传统，而是想方设

很多其他活动，包括由慢食运动组织举办和推广的国际

法将废弃工厂改造成多功能中心。针对这项改造进行推

展会“地球母亲品味沙龙”（Terra Madre Salone del

广的一条口号是“la penetrazione della città dentro

Gusto）。这些活动都大大提升了都灵的城市形象，吸

l’industria （城市进入工厂）”。

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现在，都灵不但是一个极富
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宜居城市。

在第一个任期里，卡斯特拉尼教授实施了一项市区
发展主规划，对市中心和衰败的外围区域进行再造和翻
修。都灵市启动了《第一战略计划》，成功争取到了
2006年冬奥会的主办权。这一过程为都灵带来了一系
列投资和各类活动，最终彻底转变了这座城市。城市转
型的关键点包括对选定的市区进行翻修、废弃工厂的再
利用、修葺博物馆和地标建筑、在市中心地区设立步行
区、改善公共交通以及加大对教育、研究和创新的投
入等。

10.1.3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对于都灵来说，地理位置是吸引游客所要面临的一
大挑战。都灵与其他欧洲城市以及意大利其他地方之间
的公路和铁路交通依然较差。向北有设施优良的高速公
路通往欧洲最长的两条隧道（勃朗峰隧道和弗雷瑞斯隧
道），还有一条通往巴黎的高速铁路（不过，穿越阿尔
卑斯山到里昂的高铁线路建设由于当地人抗议已拖延多
年，这一区段的高铁列车仍使用传统路轨）。机场虽然

曾经一度衰败的市区现在成了研究和创新的中心。
一个多元化的工业基地也正在成长之中，其中包含了航
空、通信和可持续能源等新行业。而传统工业如工业设
计和食品（巧克力、冰激凌、咖啡和其他传统产品）等

为举办2006年冬奥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在年旅客吞
吐量方面在意大利国内依然仅排在第13位。2快速铁路或
高速公路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通过米兰而非都灵，使得
这座城市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也在保留丰富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进取。

对于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重视意味着投入大量资金用
于历史地标建筑（王室住所）和博物馆的翻新修葺。位
于维纳利亚雷亚莱的维纳利亚宫曾长期废弃不用，现在
这里和埃及博物馆是都灵市接待游客最多的两大景点。
埃及博物馆和汽车博物馆都进行了大幅翻新，现在不仅
是吸引游客的景点，也是文化和研究中心。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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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蒂诺城堡

10.1.4

主要景点概述

现代和当代艺术画廊（GAM），这里除了拥有大量

■

永久藏品，还会举办多种临时展出。
文化与遗产
存放耶稣裹尸布的圣约翰主教教堂也是都灵的著名
都灵城市转型的一个重点在于文化与遗产。数座博
物馆和画廊都在近期进行了翻修和扩建。其中一些除了
娱乐、文教功能以外，还具备研究和保护功能。都灵的

景点；不过耶稣裹尸布只会在经过教皇同意的少数场合
公开展示。最近一次展示耶稣裹尸布是在2016年4月到6
月，共持续了67天，吸引了超过200万游客前来瞻仰。

主要文化与遗产景点有：
美食
■

王室住所，包括都灵市内和周边20多座属于萨伏伊
家族的宫殿和教堂。整个王室住所体系称作王家博
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地。

都灵在餐饮方面拥有悠久的品质和创新传统。这里
诞生了很多独一无二的产品，包括巧克力、糕点、冰激
凌、咖啡和味美思。世界上第一块固体巧克力是卡法雷

■

埃及博物馆，拥有的埃及文物藏品规模居世界第
二，仅次于开罗博物馆。

尔于19世纪20年代初在都灵制造的，而第一支巧克力脆
皮雪糕则是1939年由佩皮诺发明的。1857年生产了首相
最爱的糖果的糕点工厂现在正迎来160周年庆典。

■

国家电影博物馆，位于安托内利尖塔内，藏品丰
富，集互动、体验和教育于一身。

■

国家汽车博物馆，其丰富的藏品按照历史、社会、
艺术和技术分类展示，既富有互动性，又能让参观
者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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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吸引了超过16.5万名游客到访。

都灵是多个国际庆典和活动的举办地。其中最为重

都灵的户外活动

要的有：
在都灵，游客能够享受多种休闲娱乐活动，其中有：
■

两支国家联赛球队：尤文图斯队和都灵队。其中，
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世界各地

■

各类滑雪度假村，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多内基亚滑雪

都有支持这支队伍的球迷；尤文图斯的新球场和尤

场和银河滑雪场（包含Sestriere、Sauze d'Oulx、

文图斯博物馆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主要赛事

Cesana Torinese、Claviere和Pragelato）。

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球迷涌入都灵。
■
■

慢食运动组织每两年一次举办的“地球母亲品味沙

Francigena），这是一条中世纪的古代道路，贯穿

龙”活动。慢食运动组织的会员遍布180个国家——

法国并连接起坎特伯雷与罗马。

2016年吸引游客约100万人。

■

10.1.5 旅游客流

瓦伦蒂诺公园举办的汽车展览（Salone
dell'Auto），2017年吸引游客约70万人。

■

如下表所示，1996~2004年间到达旅客和住宿人次
增长情况非常一般，但2005~2006年冬奥会前后有了明

意大利国内及国际巧克力展会CioccolaTo，重点推
介本地生产商，2015年吸引游客34万人。

■

骑行和徒步路线，其中包括“法国大道”（La via

显增加。之后一年（2007）旅游业回落，但较冬奥会之
前相比，每年的同比增长率要高得多，并且这一势头没
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见图10.1）。

国际图书展览会。这是文学界的一场盛会，2017年

每日及月度入住率数据显示的规律表明，在整个市

图10.1 1996—2016年都灵大都会区a游客和住宿人次情况（×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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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都灵市及周边自治市。
来源：区域旅游观光（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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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范围内，商务旅游依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鉴于

10.1.7 经济影响

都灵市地区经济中制造业较为强势，这一点并不令人意
外。商务旅游是都灵市的优势，在秋冬和春季休闲客流
较低的时候为这座城市引来了高消费的游客。从都灵城
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多样化情况以及市内各大学
的规模来看，会议、奖励和展览（MICE）业务未来还拥
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从旅游业收入来看，都灵是意大利第三大旅游城
市。2010年都灵市旅游收入总额约为17亿欧元 5。旅游
带来了超过50000个工作岗位（占都灵总就业人口数的
9%）6。据估算，旅游业员工中约61%为女性，34%年龄
在30岁以下7。

“地球母亲品味沙龙”是都灵举办的到访游客最多

据宽泛估计，2015年都灵大都会举办的会议活动
近12000场（以及15000个会议日），与会代表100万人
次，代表参会日次共130万。3

10.1.6

（100万）的活动，据TTP估计，它带来的经济影响是使
当地GDP提升了700万～1100万欧元。8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都灵最主要的国际市场是法国，2016年法国游客贡
献了超过15万住宿人次——几乎是其他国家游客住宿人
次数的两倍。西班牙、德国、美国和中国游客都贡献了
70000～80000住宿人次；来自英国、罗马尼亚、瑞士/
列支敦士登的游客则分别为50000～60000人次。所有其
他市场的规模都要小很多（见表10.1）。
2016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为2.8天。重点国际市
场中，中国游客的停留时间遥遥领先，平均达到了7或8
晚。西班牙、美国和罗马尼亚游客的平均逗留时间为3或
4晚。

住宿容量（按照房间和床位计算）在2000到2016年
之间几乎翻了一番，可用床位从17800张上升到了32200
张。年平均床位入住水平也有所提高，入住人次增长了
一倍还多（见表10.2）。
2012到2016年的酒店数据4表明入住率有了普遍增长
（从58%到65%）。如图10.2所示，高峰季节为4—5月
和9—11月，低谷季节为8月和1月（见图10.2）。重要足
球赛事期间，酒店入住率都超过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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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游客日均消费为每人109欧元左右。9

表10.1

2016年主要国际市场的游客数量和住宿人次
游客数量

住宿人次

法国

76533

153728

西班牙

27526

82638

德国

33063

74446

美国

23607

71141

中国

8615

68208

英国

24625

57017

罗马尼亚

15433

54068

瑞士和列支敦士登

26482

53708

俄罗斯联邦

13767

33311

比利时

11777

27840

荷兰

11191

26633

来源：区域旅游观光（年份不详）。

表10.2 都灵大都会游客接纳能力及游客入住率a
2000

2005

2010

2015

2016

游客住宿场所

368

520

693

903

920

房间数

9735

11550

14448

16918

17346

床位数

17811

21472

27381

31634

32208

住宿人次（× 1000）

2199

3303

3538

4512

4845

床位入住率（%）

34.3

42.7

35.9

39.6

41.8

a)都灵市及其周边自治市。
来源：区域旅游观光（年份不详）。

图10.2

2016年酒店每月入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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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Osservatorio Alberghiero di Camera di commercio di Torino e Turismo Torino e Provincia – elaborazioni RES-STR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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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萨山谷的圣米迦勒修道院（皮埃蒙特大区）

10.2 关键业绩领域
10.2.1

行动有：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1996年，都灵根据一项区域法律成立了区域旅游
发展机构皮埃蒙特旅游发展署（SPT）以及12个地方机
构（即“地方旅游接待和推广机构”——ATL）。2016
年，一部新法律将SPT和皮埃蒙特农产品与食品营销研究
院合并。目前的区域性旅游城市管理组织（DMO）架构
中包括皮埃蒙特营销组织以及9个地方性旅游城市营销组
织（见图10.3）。

皮埃蒙特营销组织负责在区域层面制定规划，推广
皮埃蒙特旅游以及“皮埃蒙特制造”的产品，代表地方
性旅游城市营销组织的利益并协调这些组织的工作。它
有权向地方旅游接待和推广机构发布指导方针，但对其
没有直接控制权。
2009年，皮埃蒙特大区实施了《旅游业推广区域战
略》10，为各旅游城市营销组织提出了若干条指导方针。
战略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在总体的皮埃蒙特品

170

牌之下对具体的地方产品进行市场营销。规划中的重点

■

在国内外目标市场建立公关网络。

■

在行业博览会和研讨会上展开直接的市场营销活动。

■

与旅行和交通运输企业联合展开市场营销活动。

■

利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

■

后续行动包括监测和顾客满意度调查。

皮埃蒙特大区旅游业的数据收集和监测工作在地方
和区域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由大区理事会下属的地区
观测机构总体负责。

都灵旅游局（TTP）

都灵旅游局（TTP）成立于1997年，是都灵大都会
的地方旅游接待和推广机构。该机构为非盈利性的公私
合营组织，公方占多数股份。都灵旅游局的主要合伙方
为都灵市、皮埃蒙特大区、都市区以及商会。大区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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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市总共占有96%的股份，另外4%的股份由商会和

■

筹备并申请大型会议的举办权。

■

开展业绩测评、监控和游客资料搜集工作。

个体旅游业公司持有，包括GTT（交通运输）、Sadem
（巴士）和Sagat（机场）。都灵旅游局是上述合作方的
旅游业营运分支，其工作重点为都灵大都会的市场营销和
传播。2010年，都灵旅游局合并了都灵市会议事务局及
其相关职能以提高工作协调水平、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都灵旅游局总部和各信息点共有80名员工。为了
刺激新旅游产品的开发，都灵旅游局邀请私人运营商和
公共研究机构根据旅游局提供的反馈信息提出设想以供

都灵旅游局的工作目标是“组织所有推广都灵市和

集体讨论。当产品可以推出时，都灵旅游局将协助展开

都灵省的活动，接待休闲游客以及到都灵参加会展活动

广告宣传和推广工作。都灵旅游局与各大航空及铁路运

的旅客并为其提供各类信息”。“都灵旅游局创造了满

营商、旅行社和旅游业协会结成了伙伴关系，还与其他

足游客、会议参加者和活动组织者各类需求的产品和服

地方性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展开合作，并在近期与相邻的

务，提高了人们在都灵地区停留期间的体验并延长逗留

朗格和罗埃罗两个地区的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建立了合作

11

时间，提高旅游客流及增加举办活动数量” 。都灵旅游

关系。

局的主要职责有：
旅游业发展政策
■

与市政府以及旅游和文化景点、私营企业和公立组
织接洽。

在卡斯特拉尼教授的第二个任期，紧接着1997年大
选和2006年冬奥会的申办成功，市政府制订了《第一战

■

为市场营销活动及到访游客准备和提供各类信息。

略计划（2000—2006）》，该计划受到了巴塞罗那战略
规划成功经验的启发。计划的制订过程用时两年，所有

■

向国内外媒体、休闲旅游和会展行业的媒介以及终

利益相关方都参与了进来，包括私营经济领域、公共机

端用户推广都灵旅游。

构、私人基金会、大学、工艺学院以及非政府基层组织
等。城市发展的崭新愿景就此浮现，虽然遭到了一些反

■

在官方旅游部门以及通过信息点欢迎八方游客。

对，但最终得到采纳。

图10.3 皮埃蒙特大区旅游城市管理组织（DMO）网络结构

皮埃蒙特大区

公共和私人组织/企业

地方性旅游城市营销组织

地区旅游业监测局

公共和私人组织/企业

都灵旅游局（TTP）

其他地方性旅游城市管理组织

来源：团队旅游咨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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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把知识作为未来最宝贵的资源，对研究、

进发展的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包括商业和经济增长、公

交流、教育和培训加以特别重视。该项计划的战略指导

共服务的效率、文化价值、创意和旅游业、生活质量、

方针包括：

社会包容、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可持续发展等。

■

改善去往国内外的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

目前，都灵正在等待新当选的市政府对《2015—
2025年战略计划》进行修订并最终批准实施。

■

国际合作。
总体上看，过去20年里采取的很多重大举措，对于

■

适用于更广大都市地区的治理体系。

旅游业有重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

■

研究和培训。

■

重点博物馆、王室住所和其他景点的开发和升级
改造。

■

■

■

发展新业务，创造新就业岗位。
■

历史区域的清洁和修葺。

■

在市中心建立步行区域。

■

使用了国家和欧盟投资对周边地区进行翻修。

■

建设新的大学和工艺学校校园，且地理位置临近各

推广都灵的城市文化、旅游、贸易和体育。

提高城市内生活水平。

《第二战略计划》维持了第一份计划的总体方向，
并争取利用前一段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冬奥会所做的各项
投入。此时，在外界眼中都灵已经是一座完成转型的城

大研究和创新中心。

市，但显然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重点是创新和科技以
及移民带来的挑战、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包容问题。旅游

■

建设地铁，完成铁道支路的建设。

■

把工业区改建成多功能中心，重点为孵化器、研究

业和城市推广成了重中之重。在《第二战略计划》实施
期间，都灵于2009年遭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

和培训中心以及会展场所创造空间。

导致工作岗位和资源的流失。“城市愿景失去了动力，
因为紧急状态成了焦点”。（卡斯特拉尼教授）卡斯特
拉尼之后的两届政府继续沿着战略计划的方向前进，资

■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医疗卫生和设计
等领域为创业公司创建了极为成功的研究中心和孵

源却减少了。

化器。
《第三战略计划》于2015年制订完成，来自不同社
区、代表不同利益的230名顾问参加了制订工作。都灵旅

■

智能移动、包容、生命和健康、能源》13。

游局积极参加了计划的讨论和设计。

计划中提出的2025年愿景是把都灵打造成一座“充

市政府2013年制定的《智慧城市总规划：SMILE—

■

改进公共交通以及汽车和自行车共享方案。

满机遇、活力四射、具有包容性、促进经济发展、国际
市政府在文化、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政策为旅游业的

化、开放接纳各种方案意见并促进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变
革和创新的城市”。12这项计划采用了系统化方式，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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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创造了理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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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影博物馆

10.2.2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市政府对创新和研究工作的重视包括建立七个面向

■

本地文化14 路线。

■

“都灵制造”，该项目让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

国内外的创新中心的举措，一方面巩固了各大学、工业

代表都灵工业成功与杰出成就的各大工厂——面向

学校和研究中心之间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市

游客开放的行业包括糕点、巧克力、饮品、陶瓷、

政府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合作。这也进一步提升了都灵作

汽车和设计等。其中一些企业的经营历史已经超过

为文化和创意城市的形象。

了150年。

都灵旅游局网站的设计初衷是作为都灵大都会相关

■

三条不同的“都灵城市观光”线路。

信息的首要来源，展示都灵旅游局开发的产品以及都灵
的旅游景点和各类活动。都灵旅游局开发的产品包括：

以下是将都灵与意大利和欧洲各国其他城市区分开
来的几大卖点：

■

三种游客卡：持都灵皮埃蒙特卡可以免费参观最重
要的博物馆展览，在其他文化景观、大型活动、户

■

外活动和参加有导游陪同的游览时都能享受折扣；

独特的历史遗产和建筑，特别是“巴洛克城市”以
及王家住所景观。

王家卡的主要使用范围是王家博物馆的相关产品；
持有都灵+皮埃蒙特当代卡的游客则可以免费参观当

■

代艺术博物馆和展览。

■

各大博物馆具有强大吸引力，特别是埃及博物馆、
国家汽车博物馆和国家电影博物馆。

针对王家住所体验的特别路线和产品（“真实感

■

官”路线、“愉悦之冠”和王家电子单车旅行，以

探索本地文化——各种美食传统和坚守悠久传统的
杰出产品，以及由慢食运动组织举办的各类活动。

及“真正的小吃”美食体验）。
■
■

户外路线。

国家汽车博物馆以及“都灵制造”和“都灵独家品
牌”入选工厂所体现出来的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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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创新、研究、科技和创意中心，是会展市场发

纪代表性工业建筑之一，一直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

展的有利条件。

初，主要用途是铁路车辆维修。大修理厂今后将成

10.2.3

为一座创新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为创业企业、各

社会和文化视角

类活动、展览、表演艺术等提供空间（项目由都灵
储蓄银行基金会出资）。

文化发展策略

在《2015—2025战略计划》中，创意产业和旅游业

拉瓦萨公司新楼La Nuvola（“云”），内有博物

■

馆和设计中心。这项工程内容包括建造拉瓦萨公司

是推动城市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环节。

新办公楼，成立一所国际设计学校，开辟公共停车
场和花园，修复一座老旧教堂以及对一座19世纪的

文化是一个体系，它包含了对城市遗产的保留、保

发电厂实施翻修。这座老发电站将容纳一家互动博

护和弘扬，也是刺激教育、研究和创新蓬勃发展的兴奋

物馆和一家饭店，还将举办展览，并且拥有巨大的

剂。都灵市对于文化主题的各类活动进行了较大投入，

会议空间。

为本地和国际团体提供了一个会议场所。

各大博物馆、王室住所和艺术画廊不但是吸引游客

活动

的景点，也是文化、教育、研究、培训的中心，是与其他
城市共享知识和想法的场所。因此拥有各类研究中心、大
学和文化组织的都灵已经深入参与了各类国际团体的发展
和扩大，鼓励对于城市有着广泛助益的利基旅游发展。这
种旅游形式规模虽小，但拥有极高的价值。

都灵旅游局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推广这座城市的会
议、奖励旅游、大型集会和展览活动。都灵旅游局协助
开展各项大型活动的申办、组织、广告宣传、协调和与
会人员接待等工作。2016年，都灵旅游局会议事务局组
织了14场活动，其主办权均为国内外竞标争取而来，共
有30820人次参加，93000人次到场；都灵旅游局估计

景点

2016年的会展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在2300万到3200万欧
主要的几大博物馆不但是弘扬历史的景点，也是研

元之间。15

究、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为了最优化利用空间，实现现代
化的展示布置和方法，这些博物馆都接受了重大改造。几
大博物馆还是各类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与国内外的其
他国际性博物馆、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交流与合作。

主要收入来自于林格托区前菲亚特公司厂房，这里
现在容纳着两个不同的机构：

■

了历史、艺术与文化，是过去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王室住所包含萨伏伊公爵的20多处住宅和教堂，是

中心内有12间会议室，最大的一间面积达到2090平

都灵非同一般的历史遗产，不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都

方米，另有1090平方米的展览区域。

能在这些建筑中得到独特体验。最重要的几处住所（如维
纳利亚宫和王家博物馆）内还举办有多种活动和展览。

■

2017年将完成两项重大场馆改造和再利用工程，分
别是：

■

林格托展览馆是一家每年平均举办50场活动的展
览中心，举办的活动包括商品展销会、消费者展
览、音乐会、企业和传播活动以及医学和科学研
讨会及大会。这里拥有58000平方米的室内面积、

都灵大修理厂（OGR）：这是都灵最重要的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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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托会议中心，由伦佐·皮亚诺设计。这里融合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超过62000平方米的室外空间、三座面积从7600到
18000平方米不等的展馆以及容纳多达600个座位的

17间会议室。另外，占地面积为20000平方米的都

共享经济

灵奥沃尔体育馆也位于林格托区。奥沃尔体育馆是
数家共享经济行业的创业公司选择落户都灵，因为

为2006年都灵第20届冬奥会所建设的场馆，举行过

这里的科技和创新中心提供了丰富的机遇。事实上，都

速度滑冰项目。

灵完全有潜力成为意大利的共享经济之都。都灵的共享
都灵市还拥有很多规模较小的会议设施，例如都灵

经济内容已然包括：

会议中心、工业联盟会议中心、工艺学校以及较大的酒
店等。上文中拉瓦萨公司新楼La Nuvola内部的新建空

■

汽车共享（三家公司外加Blablacar）。

■

自行车共享。

■

公寓共享（2016年，17%的游客使用了Airbnb和

间是都灵室内最新的会议举办场所。项目对一座历史遗
留的发电厂建筑实施了翻修改造，将成为能够容纳1000
人的活动空间以及容纳240人的会议室。

10.2.4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HomeAway的服务17）。

智慧城市

■

各个创新和科技中心的开发为都灵市带来了新的企
业和游客。同样被吸引而来的还有可应用于旅游业的各
种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新的创业企业将
会涌现，为旅游业提供服务以及产品。

旅游业的公开数据和大数据，寻找机会获得更加强

旅游业企业和组织（公私皆有）的数字化，包括现
有资源的数字化以及新内容和格式的开发。

■

够获得更多产品以提高移动便利性、寻找信息、分享办
公和住宿空间以及降低成本。

经开始使用智能移动服务，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让

大的监控、测量和预报能力。

■

随着新的创业公司不断进入市场，游客和居民都能

共享经济还有助于发展可持续旅游业。本市居民已

皮埃蒙特大区计划在以下几个领域加大投入16 ：

■

办公室共享以及共同办公（Toolbox）。

游客也能享受到这些服务。目前，游客能在都灵旅游局
信息办公室购买4小时和8小时的自行车共享通票。

皮埃蒙特大区制定并发布有关共享经济的各项规范
制度。大区政府目前正在制定有关共享住宿行业的规范，
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传统住宿行业越来越深的顾虑。

投资发展数字创新服务，包括开发门户网站以及智
能手机应用以接入移动服务（预定、票务、在线支
付、信息和文化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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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沙龙”上展出的圣丹尼尔火腿

10.3 成功案例
10.3.1

“慢食运动”是一群朋友于1986年在布拉发起的。
布拉是皮埃蒙特大区库尼奥省的一座小镇，距都灵50千

慢食运动

米。慢食运动组织举办的首次大型活动是1996年的“品
味沙龙”。

引言

“慢食运动”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是一项国际性
运动，专注于食品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的品质、
公平和可持续性。慢食运动组织的使命是“让世界上
所有人都能够得到并享用有利于自己、种植者和地球的
食品”。18

1996年，都灵还不是皮埃蒙特的美食和葡萄酒之
都。组织者们之所以选择都灵，主要是因为市政府采取
的聚焦文化政策所带来的有利影响。从那次活动以后，
慢食运动组织就与都灵市政府、都灵旅游局、皮埃蒙特
大区、商会以及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结成了紧密的合作
伙伴关系。2004年，“慢食运动”的派生活动“地球

慢食运动组织的举措都基于由三条相互联系的原则
所定义的食品概念，这三条概念分别是：优质、清洁和

母亲”产生。“品味沙龙”更偏向商业和教育性质，而
“地球母亲”则更加政治化，主要关注小型社区。

公平。

■

优质：高质量、美味且健康的食品。

■

清洁：生产过程不对环境造成伤害。

■

公平：消费者可接受的价格、公平条件以及回报生
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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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aly现在已经成了一家国际公司，在世界各地的

关键策略及举措

大城市都开设有食品商城和店面，在推广慢食运动哲学
■

“地球母亲”和“品味沙龙”活动：首届“品味沙

的同时也宣传着都灵市以及来自皮埃蒙特的产品。

龙”于1996年在林格托区的市内举办。这次展会
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大获成功。在这次活动以及慢

成果和影响

食运动哲学的启发下，很多新饭店纷纷开张营业。
2014年底，慢食运动组织决定把“品味沙龙”转移

“慢食运动”正在帮助都灵登上美食中心地图。能

到市中心在户外举办，让更多人能接触这项活动，

发挥这样的作用不仅是因为组织者选择都灵市作为主要

也让参加人员有机会游览城市。2016年，“品味沙

活动的举办地，更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原则为这座城市的

龙”和“地球母亲”合并成了一个联合活动，吸引

饭店和食品生产商带来了启发。

了约100万名游客，其中超过一半是外国人。
慢食运动组织拥有一个100万人参与的网上社区、
慢食运动组织通过各类活动向全世界的受众宣传了

100000名付费会员以及全世界160个国家的1500个分会

都灵市作为一个别具特色的美食中心和文化城市的形

（称为convivia）。它的各种项目计划经由会员和志愿

象。2018年将要举办的下一期活动将会拓展教育意义，

者在世界各地实施，即使在叙利亚、阿富汗和利比亚这

由导游带领游客游览市集，品尝都灵周边山区的精选

样的战区也能够触及当地社区，让非洲、美洲和亚洲的

产品。

原住民社区发出自己的声音。“慢食运动”的各种活动
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有很高的曝光度。

■

“品味大师”认证：Maestri del Gusto（“都灵
品味大师”）是慢食运动组织推出的又一个项目。
该项目由都灵商会和慢食运动组织在2002年联合推
出，面向都灵省范围内的中小型食品企业，包括农
场、手工工厂和商店等，建立了严格的品质、洁净
度和公平度评价标准。

立志获得“品味大师”认证的食品企业必须通过一
丝不苟的筛选程序。经过认证的“品味大师”将被收录
入册，这本名录很快将以数字形式发行。被选中的企业
还要参加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包括品尝路线、集市和
展览等。现在，“品味大师”数量已经从最初的50位增
加到了182位，代表26个门类。

■

Eataly：Eataly是一家私营企业，也是“慢食运
动”和“品味沙龙”的衍生品。在参加沙龙活动之
后，Eataly的创始人Oscar Farinetti想到要创造一
个空间，让人们每天都能拥有这样的体验。最终，
在慢食运动组织的建议下，他选择都灵作为自己的
经营场所。

林格托区的Eataly店铺和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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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Gelati Pepino咖啡馆

10.3.2

都灵的家族企业

Giuseppe Cavagnino。他们在保留原有配方和原料品
质的前提下，扩大了生产规模。

引言
1939年，他们创制了欧洲第一种巧克力脆皮雪糕
私营家族企业是很多意大利城市经济的主心骨。
Gelati Pepino历史悠久，在市中心还拥有一家颇有历史
的咖啡馆。Guido Gobino是一位巧克力制作大师，他

“Pinguino”并申请了专利。他们还想方设法在冷冻卡
车还没发明的时代用干冰来运送产品：当时的广告宣传
语是“Gelato Pepino无处不在”。

曾征服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很多顶尖的美食家。拉瓦萨
是一家蜚声国际的混合咖啡和设备生产商。

Gelati Pepino在Cavagnino家族传承了五代。现
在Pinguino仍在生产，还是原来的传统配方，用精选的

关键策略及举措

高品质材料制成。

1. Gelati Pepino
Gelati Pepino是一家都灵企业，从1884年开始一
直致力于生产高品质冰淇淋。公司创始人是一位来自那

Gelati Pepino的旗舰店是位于卡里尼亚诺宫历史悠
久的Gelateria Pepino。这家店面处在都灵的巴洛克风
格市中心，与埃及博物馆仅一街之隔。它不但以出售手
工冰淇淋闻名，还提供餐食、鸡尾酒、早点和简餐。

不勒斯的手工冰淇淋师傅Domenico Pepino。他搬到
都灵定居之后创办了这家企业。他的冰淇淋店名叫Vera
Gelateria Artigiana，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受到王室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这家公司已经成为高品质
意大利冰淇淋和都灵这座城市在国际上的形象大使。

和上流社会青睐的美食。
1916年，Domenico Pepino把品牌和生产秘方
卖给了著名巧克力生产商Giuseppe Feletti和他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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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萨公司La Nuvola大楼

2. 拉瓦萨

21世纪初，拉瓦萨公司总部需要扩建。他们经过与
市政府的协商，在新址选择过程中遵照以下几条标准：19

拉瓦萨公司生产混合咖啡的历史已超过130年。第一
家店面是路易基·拉瓦萨于1885年在都灵开办的。公司

■

可持续性——重新利用已废弃的工业区域。

■

位置靠近市中心和上述条件。

■

有机会升级整个市区。

的第一家工厂则建立于1927年。20世纪80年代，拉瓦萨
开始向国际进军，第一站到了法国，之后扩展到其他欧洲
国家乃至跨过大洋。他们不但生产咖啡，也生产办公室和
家用咖啡机。2015年，他们还为国际空间站生产了第一
台咖啡机。
La Nuvola项目包括办公楼、公共停车场、花园、一
拉瓦萨公司信仰传统和可持续性，对于文化、艺

条新街道（有行道树和免费Wi-Fi）以及一座废弃发电厂

术、摄影和设计都有着很大的热情。朱塞佩·拉瓦萨基金

建筑群的改造。这座发电厂原建于1897年，工程完成后

会出资赞助各种旨在提高咖啡豆出产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项

将容纳一座博物馆、一家慢食运动餐厅、一处会议场所

目，还是都灵和其他城市大型体育、艺术和摄影活动的赞

和展览空间。项目还包含一所可招收500名学生的设计学

助商与合作伙伴。

校，预计30%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互动博物馆中将展示
第一家拉瓦萨店铺的复原场景以及家族和咖啡制作工艺的
历史。博物馆预计每年将吸引45000～70000名游客。整
个项目将于2017年底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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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品味沙龙”

成果和影响

最近一次活动中共有多个行业的39家企业参与，涉
及的行业包括食品（巧克力、糕点、面包、意面、空心

Pepino是都灵独家品牌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这是

粉、冷肉食和乳制品）、饮品（咖啡、葡萄酒和烈性甜

一个“在国际市场上开发和推广本地精选高质量品牌”

酒）、出版、珠宝、陶瓷、瓷砖、乐器、人偶、汽车乃

的商业组织。“都灵独家品牌”包含来自多个行业的17

至航天。

家企业，其中有视频、设计、时尚、珠宝、出版、葡萄
酒和烈性甜酒等。这些企业“都会挑选自己的客户，有
强烈的国际化倾向，以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闻名，全部都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在都灵旅游局网站上线后几天
之内所有名额就会销售一空。

20

是奢侈品牌，在创意、创新和研究方面尤其杰出 ”。
这是一组企业走到一起实施联合品牌宣传活动的绝佳示
例。这种做法不但有益于扩大这些企业的业务，也会加
深人们的印象，提升都灵“追求卓越、出产品质商品和
服务”的城市形象。

拉瓦萨还参加了“都灵制造”游览项目。这是由都
灵旅游局和商会共同组织的优秀旅游项目。该计划启动
于2005年，是意大利首个工业旅游产品。每年的几个月
里，经过精挑细选的数家都灵手工厂家和历史老厂将向
导游带领的旅游团敞开大门，游客有机会了解到企业历
史，观察产品的制作过程，在食品企业里还能直接品尝
从生产线上取下来的小份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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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皮尼基的王家猎宫，萨伏伊王室的故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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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
日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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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引言
11.1.1

札幌旅游区包含两个主要区域：围绕札幌总站的周
边市区和城市南部的定山溪温泉。

基本介绍

札幌是日本北海道首府，也是日本人口数排名第5
的城市，在1121平方千米的范围内生活着196万居民。
札幌市于1869年建立，最早是作为北海道开拓使驻地，
对虾夷地和阿伊努人的传统居住地进行开发。自1922年
日本建立“市制”以来，札幌市不断合并周边城镇和村

除了定山溪温泉周围的国家公园以外，札幌还拥有
大面积的城市公园。市内不但有作为景点的莫埃来沼公
园，更拥有丰富的绿地空间。作为人口超200万的城市，
札幌市在日本所有政令指定都市中人均市区公园面积排
名第3。1

庄，面积与人口持续增长。

札幌的所在地是世界上雪最多的地区之一，年降雪
量约为6米。札幌市周围群山环绕，冬季漫长而多雪，但
外人通过国际机场又能够轻易造访此地，这些因素都使
札幌成为著名的国际滑雪胜地。这里共有5座滑雪度假

由于有着丰富且多样化的资源以及充足的基础设
施，札幌成功申办了1972年冬奥会，这也是亚洲第一
次举办冬奥会。直到今天，游客们还能见到这届奥运会
遗留下来的很多体育设施。这座城市正在计划再次申办
2026年冬奥会。

村，每年总共接待滑雪客700万人次。札幌就是通往这处
世界级滑雪胜地的门户。

另一方面，距离市中心30公里的定山溪温泉是日本
最著名的温泉景区之一。

定山溪温泉也是支笏洞爷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里
的活火山景观和火山口湖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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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11.1.3 主要景点概述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高度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是札幌作为旅游城市的
竞争优势之一。札幌总站的每日乘客数量超过95000人

札幌市拥有多种旅游资源，并且正在进一步多样化
自己的旅游产品组合。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有：

次，每天约有900趟列车进站。2030年，北海道新干线
子弹头列车将延伸到札幌，把东京到札幌的行车时间缩

■

札幌钟楼——这座建筑是札幌市的象征，也是最重
要的文化遗产，最早作为札幌农业学校的军事训练

短到5个小时。

礼堂而建造。
札幌地铁系统拥有三条线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高
效无障碍的交通服务。有轨电车是这座先进、紧凑又环

■

旧北海道政府办公楼——这是一座美国新巴洛克风
格的红砖大楼，始建于1888年。

保的城市中又一大特色地标景观。电车线路围绕市中心
运行，也是一种十分方便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和多条
公交线路全年提供高质量的可靠服务，即便在降雪量高

■

札幌电视塔——电视塔矗立在大通公园东端，位于
城市中心，可以俯瞰整个市区。

达6米的寒冬也不例外。

另外，札幌的航空交通也很发达。这里现有两座机

■

定山溪温泉——这是一处有着150年历史的温泉胜
地，位于城市南部。

场，分别是札幌机场和新千岁机场。札幌机场位于市区
东北部，仅服务国内航线。新千岁机场位于札幌以南约
50公里，因其较大的运力成了日本北部的门户。

■

羊丘展望台——这是札幌市的代表性旅游景点，位
于一大片绿地区域的山顶上，这片区域里还有国家
农业测试场、各种饭店和纪念品商店等。

这里每天起降177架次国内航班和16架次国际航
班，繁忙程度在日本居第6位。2015年，新千岁机场共
接待了超过2000万人次旅客。2不过，札幌机场的旅客人

■

地下人行道——这条长1.5公里的地下人行道是札幌

数和降落航班数正在减少。特别是2010年全日空退出这

市的独特景观，也是为了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所修

座机场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因此，札幌市正在推广

建。人行道中还设有多种功能空间，例如购物中心

人们多使用交通相对方便的札幌机场。这两座机场在功

和艺术画廊等。

能上存在差异，因此都希望能够共存：札幌机场起降螺
如上所述，札幌市丰富的绿地也是这里的一大景

旋桨飞机，新千岁机场起降喷气机。

观。当人们置身于各种公园和绿地中时，常常会忘记自己
所在的其实是人口200万的大城市。这里的公园主要有：

■

莫埃来沼公园——由野口勇设计，也是札幌“环形
绿带概念”的基础。

■

大通公园——横跨市中心，会举办各类季节性活
动，如夏日啤酒花园和冰雪节等。

■

藻岩山——山高531米，从这里可以欣赏到壮观的城
市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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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公园和电视塔

30000多名舞者。

另外，札幌市还拥有包括1972年奥运场馆在内的多
处体育设施：
■
■

大仓山跳台滑雪场——这是1972年冬奥会的标志性

札幌夏日祭——为了享受短暂夏日而举办的祭典，
近年来因为大型啤酒花园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场馆之一。
■
■

■

札 幌 白 色 灯 树 节 —— 是 日 本 最 早 的 灯 节 （ 1 9 8 1

各大滑雪度假村——据市中心不到60分钟路程，是

年），也是日本三大灯节之一，举办时会点亮52万

冬天吸引游客的热门景点。

个灯泡。

札幌巨蛋体育场——这是一座可容纳超过50000人的

最后，札幌美食也很有名气，在日本国内更是无人

全天候体育场，也是两支职业运动队伍——北海道

不知。札幌也是最受欢迎的美食胜地之一。这里是寿司

日本火腿斗士棒球队和札幌岗萨多（Consadole）

和拉面的圣地。这两种食物都已经成为国际上名气最大

足球俱乐部——的主场。

的日本美食。这里使用乳品、蔬菜和海鲜制作的其他美
食也因其高品质而广为人知。以下几种美食和场所尤其

在札幌的旅游城市管理工作中，各类活动扮演着重

值得一提：

要角色。市中心大通公园举办的主要活动有：
■
■

札幌啤酒——行销世界的本地酿制啤酒。游客们可

札幌冰雪节——届时将展出不计其数的雪雕作品，

以通过去市内的啤酒博物馆或者参观酒厂来了解啤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在为期两周的时

酒的生产过程。

间里能吸引260万游客前来观看。
■
■

YOSAKOI索朗祭——舞蹈庆典活动，现已发展成为
大型国际庆典，每次举办都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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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以拥有众多高品质甜食生产商而闻名，这些
厂家的旗舰店都集中在札幌。

■

11.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白色恋人公园——由本地巧克力公司石屋制菓株式
会社运营的主题公园，展出各种巧克力和饼干，并

如上所述，过去五年里札幌的旅游业发展趋势表面

有样品供游客品尝；公园内还设有游览小火车和花

上看似乎比较稳定；然而，不同客源市场的数据表明巨

园区域。

大的变化已经发生。
■

中央批发市场——也被称为“北海道冰箱”，这里
看一看快速增长的札幌入境市场结构就会发现，东

出售最新鲜的鱼类；这里的优质螃蟹也特别出名，

亚四大主要市场——中国、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

非常受欢迎。

港——占据了总量的75%。和其他日本旅游地的情况一

11.1.4

样，札幌的入境游行业要依托东亚市场。由于经济快速

旅游客流

和稳定的增长，中国从2015年开始就居于首位。同时，
2015年，札幌市接待了近1360万游客，其中包括

近几年东南亚市场的需求有所上升，札幌市政府也对这

一日游旅客和过夜游客（见图11.1）。来自国外的过夜

一新兴市场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游客数量稳步增长，与之相比，国内过夜游客的数量则
出现轻微下滑。外国游客对札幌旅游业的重要性正在增

另一方面，在更加成熟的非亚洲市场上札幌的表现

加。2015年12月，入境市场占了札幌酒店业全部市场份

较为弱势。即便是亚洲以外最大的市场美国，其所占比

额的一半左右。

例也仅有2.3%（见图11.2）。

图11.1 2011—2015年札幌游客人数（百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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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总数可能有变化。
来源：区域旅游观光（年份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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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四年里，来自外国游客的住宿需求一直在

11.1.7 旅游企业

增加，很多酒店得以维持较高的入住率，特别是在夏季。
札幌市共有11405家旅游业相关企业（见表11.1）。

鉴于需求的增多，札幌市内的住宿场所数量也有轻微上

其中大部分为餐饮行业，共有9777家，将近一半聚集在

升。

薄野——日本最受欢迎的著名娱乐区之一。另外，位于
不过，在游客集散地定山溪温泉地区，住宿设施数
量近几年有所下降，这是组团游客减少的结果。鉴于
此，札幌试图进一步开发各类活动项目，鼓励游客享受

大通公园和薄野之间的狸小路商业街上众多的小饭馆和
杂货店吸引了许多游客。这几个地方都位于札幌车站南
侧，形成了这座城市的游客聚集区。

丰富的户外休闲生活（见图11.3）。

11.1.6

经济影响

根据最近一次的2011年札幌市旅游业消费调查，仅
“游客直接消费”一项就为旅游业带来了约28.4亿欧元
的收入。3此外，旅游业创造了札幌市3.8%的GDP，贡献
了全部就业岗位的4.1%。

图11.2 2016财年入境过夜游客数量比例（%）
其他（7.5）
美国（2.3）
新加坡（3.9）

中国（24.2）

马来西亚（4.1）

泰国（7.1）

中国香港（10.1）
中国台湾（21.5）

韩国（19.3）

注：年度数据基于日本财政年度（4月到次年3月）。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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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市区入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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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度数据基于日本财政年度（4月到次年3月）。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6）。

表11.1

2014年旅游业相关企业数量
城市

企业数量

住宿

391

酒店和旅馆

225

其他

166

饮食

9777

饭店

9166

外卖/简餐

611

交通

1048

铁路

530

公路

43

航空运输

475

旅行社

12

娱乐

177

合计

11405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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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札幌

11.2 关键业绩领域
11.2.1

札幌旅游协会是唯一一个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都参
与的组织。札幌市政府会提供49万欧元的经费补贴以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在国家一级，日本观光厅正在依托北海道交通局实
施多种旅游业政策。日本国家旅游局主要通过海外办事
处、旅游展和网站等渠道展开宣传推广活动。在县一

支持札幌旅游协会协调的各类活动，私营企业则缴纳会
费。另外，札幌市政府和北海道政府还会向北海道札幌
游客信息中心管理委员会支付一笔合同费用，用于外包
火车总站游客信息中心的管理工作。因此，游客信息中
心的管理工作涉及性质和行政级别均不相同的四个实
体，其中札幌旅游协会居于核心位置（见图11.4）。

级，北海道政府下属旅游局负责政策制定，同时通过北
海道官方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北海道观光振兴机构运营
各类公私合作项目。

在市一级，观光和会展旅游推进部管理着最多的预
算。该部门作为行政机构负责各类政策的制定，同时还
负责宣传推广活动、旅游资源管理和会展活动推广等
工作。

2016财年，札幌旅游协会自身通过市内最受欢迎
的景点羊丘展望台的门票、商品销售和租金等，共获得
了233万欧元的收入。札幌旅游协会本身也经营着各类
业务，以保持财务收支平衡、保障商业战略的实施以及
自身存续。尽管札幌旅游协会接受市政府的经费协助，
但2016年拨付给协会主体的直接补助仅占15.6%，与东
京、名古屋、大阪和京都等城市类似机构超过60%的比
例相比，这一补助水平很低。这类协会在日本相当普

虽然相比札幌市政府为旅游业投入的经费，札幌旅
游协会（STA）的经费规模较小，但该组织在札幌旅游城

遍，然而从财务结构上来说，札幌旅游协会却是独一无
二的。

市管理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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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展活动方面，观光和会展旅游推进部依托札幌

札幌市本身还拥有一个志愿者导游体系，共有约200

国际广场对宣传推广活动的实施及协调提供协助。国际

名正式导游。该体系始于1986年建立的志愿者导游培训

广场的主席由札幌市长担任，其经费预算大部分来自市

系统。自1994年起，札幌市开始拨款维持该体系的运

财政预算补贴。其年度预算在84万欧元上下，用于国际

作，在游客信息中心提供免费导游服务。

交流活动的推广以及外国居民的资助；不过，项目开支
的80%都用在了会展活动的推广上。

札幌商工会议所每年给城市导游发放资格认证。

图11.4 旅游城市管理架构

日本观光厅

北海道经济部观光局

日本国家旅游局

外包费用
北海道交通局
北海道札幌游客信息中心管理委员会

外包费用：
13万欧元

外包费用

北海道观光
振兴机构

札幌市观光和会展旅游推进部
■

Outsourcing fee

预算：1091万欧元

札幌旅游协会
补贴：
49万欧元

■

预算：316万欧元

■

活动管理

■

政策制定

■

宣传推广活动

■

游客信息中心

■

旅游资源管理

■

游客设施管理

■

会展推广

■

官方旅游网站
捐款

自营业务：233万欧元
补贴：
77万欧元

捐款
活动执行委员会
赞助

札幌国际广场
■

预算：84万欧元

■

会展推广

■

国际交流

会费：
21万欧元
旅游城市管理方案

私营企业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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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机构提供两种类型的导游服务，分别是依照

■

旅行社要求提供的服务以及市内景点提供的免费导游服

旅游业通过旅游行为将本地产业和创意产业联系起
来。

务。据该组织透露，他们准备开展夜间导游服务，并提
高以外语进行导游的服务水平。

札幌是一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北海道的

■

加强与北海道其他城市的协作。

■

旅游业是城市振兴的核心之一。

■

改善公共交通对于提高旅游城市竞争力和促进城市

行政首府。从这一点来看，札幌旅游城市管理工作的独
特之处在于其多层级框架，不但横向上分为公共和私人

发展来说都很重要。

两大部门，纵向上还要处理国家和县两大行政级别的关
系。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框架里，札幌旅游协会发挥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个多层级、多方面

■

市区功能的整合与成熟有助于旅游业。

■

推广和发展农业旅游，可以有效保护农业用地。

旅游城市管理方案的典范。它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采
用的通过整合与集中方式构成的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结构
完全不同。虽然札幌旅游协会尚未申请成为日本式旅游
城市管理组织（这是日本观光厅作为国家政策在全国推

产业规划愿景从经济视角看札幌旅游业，明确强调

广的一个创新概念），但事实已经证明，札幌旅游协会

旅游业是与食品、环境（能源）、健康和福利/医疗、信

在很大程度上行使了旅游城市管理组织的职能。

息技术和创意产业同等重要的优先领域。

旅游业发展政策

札幌市的旅游城市管理政策载于2014年的《札幌市

此外，以下几点也是旅游业领域的基本战略：

■

基本政策1：开发更本地化且更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

基本政策2：利用多种媒体进行宣传推广，改进面向

观光城市发展计划》，包含两大政治愿景：（1）城市规
划战略愿景；（2）产业规划愿景。

外国游客的设施和服务。
城市规划战略愿景的目标是要提高城市吸引力、活
力、生活质量以及提升战略前景所力图实现的城市形

■

基本政策3：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市区功能进行会
展行业推广。

象。这一形象的定义为：“一座引领北海道的未来、
受到全世界喜爱的城市”以及“多元化的幸福共生型城

另外，札幌市还制订了旅游城市管理工作计划。这

市”。在此基础上，这份愿景包含8大基本战略和25条具

项计划从2013年开始，到2022年止，为期十年，其中明

体政策。

确了旅游城市管理工作的目标：通过公共、私人及学术
旅游业是这份愿景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关键词之一：

三方面合作，实现全面协调的旅游业发展。旅游城市管
理工作相关政策和战略框架（2000—2017）见图11.5。

■

通过利用本地资源以及提高城市竞争力，让旅游业
成为引领产业进步的推动力量。

在这份计划中，札幌市政府总结了该市旅游业目前
的状况，如下：

■

札幌必须动员多种资源来创造新形式的城市旅游，
并最大化旅游业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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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旅游城市管理工作相关政策和战略框架，2000—2017
2000年1月

2013年10月

长期综合计划

城市规划战略愿景（—2022）
2011年3月

2017年1月

产业规划愿景

产业规划愿景（修订）（—2022）

2012年1月
城市振兴战略
2014年3月
国际战略计划（—2022）
2014年3月
札幌市观光城市发展计划（—2022）
2015年3月
定山溪观光魅力提升构想（—2022）
2015年4月
札幌MICE总合战略（—2019）

20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6）。

■

鉴于北海道人口数量下降，县内旅游市场将日渐萎

■

缩，必须开发新市场。

■

增加直飞国际航班数量，提高往来札幌的交通便利
程度，强化这座城市作为交通枢纽的功能。

由于未来入境游客市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札幌

■

市将与日本观光厅和北海道政府协作，实施有效的

为了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有必要增加游客数量
并延长游客在市内停留的时间。

推广宣传活动。
■
■

为了规避经济和政治风险，目标市场必须多元化，欧

与此同时，市民自身也要发现旅游资源并提高其吸
引力，以维持内需。

洲、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将是下一个目标。
■
■

会展对于建设更加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旅游行业来说

为了保证旅游城市的高效和持续增长，必须提高游
客的满意度和再次到访率。

至关重要，因此札幌将对会展活动的举办给予政治
上的支持，并对会展场所予以改善。

■

市民为旅游资源多元化做出的贡献将满足游客需
求，也将增强札幌作为旅游胜地的竞争力。

■

提高人们对于知名旅游活动以外其他各类活动的认知
度，以便让札幌成为外界眼中全年皆宜的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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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认识，札幌市将旅游城市管理工作的基本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政策制定为“寻找具有札幌风格的旅游业”。
鉴于旅游业的季节性变动规律富有挑战性且无法改
“札幌风格”包含三个基本原则，分别为：

变，各类活动和祭典在札幌市的发展战略中占据了极为
重要的地位。在特定季节举办短期活动以招徕更多游客

■

本地人在发现、学习和享受札幌的过程中成为关键

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札幌在尝试让一年四季中时时刻

参与者。

刻都有活动在市内举办。札幌施行这套战略有两个有利
条件，一是模仿京都的网格式市区规划所诞生的大通公

■

更多信息为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情感。

■

为游客提供畅享札幌旅游的各类提示。

园，二是这座城市200万人口的经济体量。

由于各类活动总是在市中心举办，这也把活动与这
座城市的娱乐和动力联系在了一起。这一形象得到了媒

公共、私人及学术合作关系

体的传播，游客的口口相传更是传播效力的倍增器。与
此同时，市民掌握着各类活动的主动权和所有权，也创

札幌是北海道的主要城市，也是很多企业的总部所

造了丰富的都市生活形象。

在地。各大企业在这一地区有着很深的根基，它们坚信
本地发展并积极与公共部门展开协作，近几年这种协作

如前所述，札幌旅游城市管理工作的概念是“寻找

关系尤为紧密。例如，Porocle是札幌市的自行车共享体

具有札幌风格的旅游业”。各类活动的首要功能并非吸

系。该体系由札幌市的一家综合建筑咨询公司Docon株

引很多游客，而是通过创造一个拥有丰富卖点的宜居城

式会社自2008年起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形式运营。另

市形象来塑造札幌市区、国家公园以及温泉区域城市生

外，北太平洋银行和本地信用卡公司Nissenren S-CORT

活和城区特色的吸引力。旅游城市管理工作涉及的所有

株式会社从2015年开始通过创意旅游促进协会参与制作

利益相关方都把生活方式看作札幌旅游营销和定位中最

面向外国个人游客（FIT）的导游地图。

大的一个吸引点。

作为明治政府设立的七所旧帝国大学之一，北海道
大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其他各大学

近几年里，札幌将其夜景作为了新的旅游卖点，然
而这并非专门为游客们打造景点。

以及公私研究机构也都参与了制定。学术界对札幌旅游
城市的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

市民们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就很享受“城市的灯
光”，现在他们把这种体验的一部分向游客开放。

例如，创意观光促进会的建立就是札幌一项独特的
公私学术合作举措。

建立该机构的初衷是展开研究工作，让个体协作
者如学生、教授、市政当局官员和各类私营企业的员工
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研究人员身份加入协会组
织。这一举措使得参与者能够从学术角度去接触城市的
旅游业政策，促进城市地标、战略性景点和新型商业模
式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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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野区

11.2.2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业绩评估工具

在札幌，每年都会进行针对游客满意度的调查工
作。札幌市对每种市场都采取了两种调查方法：（1）对
日本旅客的网上调查研究；（2）对外国游客的面对面访
谈。下一财年对旅游业政策的优先事项做出决策时，会

共享经济
2008年“环境首都·札幌”宣言4发表之后，札幌市
连续多年实施了多种措施和战略，降低市区生活给环境
造成的影响。提高生产力和市民生活的效率是札幌市的

以调查结果作为参考。

重要工作，而推广共享经济则是市政府这一政策不可或
对于国际游客，除了wifi之外，几乎所有项目的满意

缺的一部分。

程度都达到了95%。与之相反，国内游客的满意度则有
然而由于政府的各项规定，诸如优步等共享汽车服

轻微下滑的趋势。

务受到了限制，或仅限于参加示范项目。虽然札幌市非
调查显示，过去5年里，外国游客的再次到访率有所
增长。2012年这一比率仅为30%，到2016年则增长到了

常积极地推广共享经济，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札幌的共
享经济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41%。70%多的国内游客曾经不止一次造访札幌。很多日
本企业在札幌设有分支机构，商旅需求相对较高，也推
高了再次到访率。另外，北海道在教育修学旅行方面所
占的份额也为这一数据做出了贡献。

共享住宿是日本旅游业目前最热门的话题。多年
来，国家法规不允许在一般住房设施内开办住宿业务。然
而2017年的法律修正案放宽了部分条件。2017年11月，
这类住宿场所的数量达到了1263处，且预计还会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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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车服务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虽然札幌市作

入。札幌开始利用wifi的接入信息，对数据进行分析，

为总务省2005年指定的共享汽车特别法规地区在这一领

并启动了一项试验性计划以便更好地理解并影响旅客人

域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但目前通过服务供应商提供的

流。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详述。

汽车数量仅有360辆。
智能传感器也用在了交通管控工作中。交通局根据
共享单车服务由一家名为Docon株式会社的私人

收集到的数据，安装了关于有轨电车的实时信息服务装

企业负责提供。这是一家建筑咨询公司，于2011年开始

置。所有有轨电车和站点都装有连接互联网的传感器，

这项业务。这个项目最初是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SR）

并可上传位置信息。这不但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

项目，在经过为期两年的试运行和讨论之后定名为

等待时间，还能提升无障碍公共服务水平。

“Porocle”。从一开始，Porocle就是由公司经营的商
业项目，同时也是公共、私人、学术合作项目。自行车

为了控制交通以及空气和水的质量，札幌安装了各

站点设在公共道路等公共区域内，靠近市政府和游客信

类传感器以提供实时信息。另外，关于救护车、紧急事

息中心。另外，大学生也参与了运营活动，例如售票、

件、消防、天气以及空气质量的实时信息都可以通过市

推广活动和自行车维护等。

政府网站以及电子邮件服务来获取。通过这些传感器获
得的交通相关信息都接受县一级的监控。ICT活用战略见

智慧城市

图11.6。

为了应对社会老龄化的挑战，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数据公开

“智慧城市概念”成为札幌的一项基本政策。具体来
说，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成为札幌市竞争力的一个根

以ICT活用战略为基础，札幌市政府与各大学、公共

本来源。2013年11月，札幌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

研究机构和私人企业一道大力推广数据公开概念。札幌

意城市网络，成为亚洲首座“媒体艺术之都”，也是继

数据公开委员会是一个公私合作机构，在其网站上推出

法国里昂之后世界上第二座“媒体艺术之都”。

了多种应用。目前共有5款iPhone应用上线。此外，市
政府自身也开发了7款覆盖多种事务的手机应用，包括旅

在此基础上，札幌市设立了一个负责ICT战略的特别

游信息、儿童抚养支持以及垃圾回收信息等。

部门，并制定了ICT活用战略以增强智慧城市概念的延续
性。这项战略包含6条实际措施以实现城市规划战略愿
景中总体前景所提出的目标。为了对各项措施的效果加

与此同时，札幌市完全遵守关于数据保护和保密方
面的严格法规。

以评估，该战略中设置了3个关键业绩指标（KPI）。这3
个指标强调了“公私合作对于实现智慧城市目标十分重
要”这一基本概念。

在这一政治导向的基础上，各个旅游业相关的市政
部门都实施了若干项目。

例如，观光和会展旅游推进部在市内设立了387个
wifi热点。游客和居民都可以使用这项服务。其服务区域
几乎覆盖了市内所有旅游景点，向人们提供智能信息接

19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图11.6 ICT活用战略

战略目标
受到全世界喜爱的城市
引领北海道未来的城市
多元化的幸福共生型城市

关键业绩指标

2015
（%）

2019
（%）

过去一年使用过电子行政服务的民众比例

56.8

65.0

计划利用ICT对自身业务进行创新的企业比例

15.3

18.2

有意对公开数据加以利用的企业比例

35.9

50.0

基本措施
通过ICT改善生活质量
■

通过ICT提高行政服务水平

■

通过ICT提高居住者的生活舒适度

市民较强的安全感和较高的治安水平
■

开发用于灾害控制的先进管理系统

■

通过ICT提高医疗服务和福利水平

产业振兴
■

拓展ICT行业内的私人计划

■

通过ICT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

就业模式的多元化
■

提倡在家办公

■

支持招募本地人员

能力建设
■

发展ICT教育项目

■

建立用于民事活动的公开数据平台

高效行政服务
■

简化行政手续

■

开展ICT方面的公私学术合作

来源：札幌市政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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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冰雪节

11.3 成功案例
11.3.1

成果和影响

札幌冰雪节

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参加冰雪节的游客数量达到
了260万人，近几年来一直稳步增长。尤其对于来自从不

引言

下雪的东南亚地区的游客来说，冰雪节的存在是造访北
札幌冰雪节首次举办于1950年，当时在大通公园内

海道的一大动机。

摆放了由初高中学生制作的6座小型雪雕。50000名市民
在广场上愉快地跳舞并观赏电影，周围雪雕环绕。在札
幌黑暗寒冷的冬天，这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规模逐渐扩大。第六届冰雪
节举办时，自卫队参与了大型雪雕的制作。冰雪节最早
只有一处场所，活动时间也仅限一日，现在则发展成为
持续两周的节庆活动，在三个不同地点举办。因此，札
幌冰雪节现在是世界闻名的最大的冬季活动之一。活动

另外，冰雪节还有助于在国际上塑造札幌“冰雪旅
游城市”的形象，增进公私合作。2016年，冰雪节的总
预算为339万欧元，而活动的主要举办方札幌旅游协会
只承担了其中的一部分。札幌市政府出资比例最高，占
78.3%，剩余部分则由私营企业以直接赞助形式或由札幌
商工会议所负担。札幌冰雪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外部，这是札幌的一大品牌；在内部，它是促进公私
合作的一大助力。

期间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雪雕、饮食摊位、溜冰场和
表演，无一不让游客流连忘返。

冰雪节已经成了札幌旅游营销的一大战略手段。冰
雪节不仅能在两周的时间里吸引游客到来，还发挥着中
长期旅游城市管理以及市场营销工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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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滑雪

■

冰雪节的战略目标是要吸引国内外媒体和潜在游客
的注意。很多时候，雪雕作品展现的是世界遗产、
著名建筑、当年大事件以及热门电影场景等。雪雕
的制作汇集了各地政府、各旅游机构以及多国私营
企业的力量。

■

1972年举办冬奥会期间，巨大的格列佛游记雕像通
过电视展现在了世界观众面前，给全世界人民都留
下了深刻印象。

■

由于活动举办场所位于城市南北两端，旅游客流从
地理上就完成了去中心化，减少了本已拥挤的市区
内交通拥堵情况，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效益。

■

札幌冰雪节最初就是由札幌市民创办的，也是以札幌
市民为对象的，现在依然秉持着这一宗旨，为营造身
份认同、提升居民对城市的感情不断做出贡献。

■

由于活动经费由多方承担，札幌冰雪节还发挥着公
私合作关系平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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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埃来沼公园里的雕塑

11.3.2

基于大数据分析推广的市内往返旅行

成果和影响

引言

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到中岛公园参加滑雪活动的人数
较上年同比猛增218%。
札幌和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正在实施

一个旨在通过提供实时信息来引导客流的项目。项目
通过手机GPS、城市免费wifi服务的定位追踪以及分析

该项目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些
令人感兴趣的结果：

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来获取必要数据。
■

以下数字为2016年冬季中国台湾游客在不同地点或

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实时推广在某些领域可能非常
有效。

景点的停留人数和停留时间。其结果显示，造访中岛公
园的台湾游客人数相对较少，不过游客在这里的停留时

■

间较长。通过分析社交媒体活动，项目组得出结论：很

对于旅行时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的亚洲旅客来说，通
过智能机来推送实时信息尤其有效。

多中国台湾游客喜欢免费滑雪活动（见图11.7）。
■

基于这个结果，札幌市准备在2017年的一项实验计
划中对台湾客流实施主动干预。在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
社的协作下，市政府通过智能手机向中国台湾游客推送
了滑雪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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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札幌这个范围相对较广的旅游区域，可以有助于
减少交通拥堵，提高旅游客流的去中心化水平。

图11.7 对中国台湾旅游客流的大数据分析，2016年2月

札幌市钟楼（Sapporo Clock Tower）

白色恋人公园（Shirai Kaibita Park）

札幌站（Sapporo Sta.）

北海道大学（Hokkaido University）
大通公园（Odon Park）
薄野（Susukino）
圆山公园（Maruyama Park）

Visitors（%）
20%

中岛公园（Nakajima Park）

10%

0%

0

30
60
90
Duration of stay
（minutes）

来源：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

第11章尾注
1

Parks and Open Space Association of Japan (2016).

2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 and Tourism (2016).

3

1欧元 = 130 日元。

4

City of Sapporo (2008).

5

数据参照AirLABO (http://airlabo.jp)，截至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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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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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天际线和彩虹大桥

12.1 引言
12.1.1

东京在“经济”类42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3。 这个城市
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枢纽，也是高度多元化的制造业基

基本介绍

东京拥有135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

地。在该国其他地区设有总部或生产基地的公司往往在
东京设有大型办事处。

一。 东京位于本州岛关东平原东南侧，总面积2190平方
千米。

东京集成了超现代景观和传统旅游景点。从霓虹灯
摩天大楼到历史悠久的寺庙，这些景点使该市获得“最

这座城市是日本政府的所在地，也是日本皇室的所
在地。1603年，幕府将军（武士将军）德川家康在这个
地区设置了政府，后来将它正式命名为“江户”。 1868

受欢迎国际旅游目的地”之一的声誉。游客常常被其市
区景观、独特的文化、自然风光和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
所吸引。

年，明治天皇从旧都京都迁址于此后，将这座城市从
“江户”更名为“东京”。

东京都区部由东京23个特别区（各个区以独立的城
市进行管理）、区内西部39个市（多摩地方）和2个岛
屿链（伊豆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组成，2011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东京为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提供从市区生活到自然风光等各种各样的极致
体验。

众所周知，东京是全球最富有的城市群之一，产值
约94.9万亿日元（约合8440亿美元），占日本国内生产
总值（2014年）的19.4％ 1。根据全球能源城市指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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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一个由东京市中心的护城河和大石头围成的大型公
园区，是日本皇室的住所。

这座城市拥有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公
路和公共交通，以及对国内和国际游客开放的铁路。 东

■

京有两个主要的国际机场：成田国际机场和羽田国际机

新宿御苑：本园有许多种类的树木、鲜花和温室，
还有美妙的兰花和热带植物，是樱花会（樱花观

场。 距离东京中心60公里的成田国际机场仍然是国际抵

赏）的知名景点。

达的领先机场。
主题公园和动物园
考虑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羽田国际机
场的2号航站楼将从2020年开放其国际航班。2016年，

■

1080万名外国游客进入成田国际机场和羽田国际机场，

东京迪斯尼度假村®：领先的主题公园之一，每年
吸引3000多万游客。

占通过国家机场和港口进入日本的2310万外国游客的
46.6％。

■

多摩动物园：在这个距离东京市中心仅一小时车程
的独特动物园内，动物们徜徉在52公顷广阔的大自

东京拥有最先进和现代化的铁路和地铁网络。10多

然和壮观的栖息地中。

家铁路公司提供了60多条线路。东京站是连接东京与
京都和大阪等国内其他重要站点的子弹头列车网络的中

其他

心。 考虑到未来的奥运会，东日本游客铁路公司计划在
2020年之前在田町和品川站之间预先开通一个火车站。

■

此外，东日本游客铁路公司正在翻新东京最接近体育场

浅草：东京的一个热门地区，有步行街、旧式建
筑、食品店、庙宇等。

的其他7个站点。
■

12.1.3 主要景点概述

秋叶原：最繁华的电子商品和动漫（漫画）商品购
物中心之一。 此外，秋叶原芙郎这个拥有不同种类
猫头鹰的漂亮地方也很受欢迎。

寺庙和圣地

■

■

东京塔：著名的城市塔楼之一，服务数百万游客。

■

两国国技馆：相扑摔跤的传统室内竞技场。

■

江户东京博物馆：在新宿了解江户武士文化历史的

增上寺（寺院）：作为日本佛教寺院建筑的完美示
例而保存的重要文化遗迹。在江户时代，寺院是德
川家族（从1602年至1867年统治）的礼拜场所。

■

博物馆。

明治神宫：明治神宫是神社。神道是日本古老的原
始宗教，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生活。明治天皇在
1912年去世，昭宪皇太后在1914年去世，人们希望

■

机器人餐厅（新宿）。

■

新宿VR区域：东京娱乐的新虚拟现实设施。

在此纪念他们的美德并永远供奉他们。

日本的花园和公园

■

皇宫（国景）：现在的皇宫位于江户城的旧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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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穿涩谷

12.1.4

旅游客流

根据日本国家旅游组织（JNTO） 3的统计数据，在

是新宿和新大久保、银座、浅草、涩谷和秋叶原。这些
地方位于东京中部地区，以购物、食品店、电子产品和
奢侈品牌为特色。

过去的12年中，到东京的游客人数（国内和国际游客）
绝对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

东京游客往往拥有一个忙碌的假期，包括观光和游
览不同的景点，如游乐园、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数据显

2009年，国际抵达人数减少，主要是由于雷曼兄弟
在2008年倒闭。

示，超过88％的成田国际机场和羽田国际机场的游客抵
达的目的是观光。约35％的国际游客入住4～6晚，约
28％的游客与家人到东京探亲。

随后在2011年，国际游客人数减少了31％，国内抵
达人数减少了8.8％，这主要是由海啸、地震以及随后发

12.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生的核灾难导致的。这次自然灾害发生后不久，旅游业
迅速反弹。2012年，国际入境人数增长率达到最高峰，

根据2016年国际机场游客人数，中国排名第一

增幅达36％，而国内入境人数则增加了10％。（见图

（220万），中国台湾省第二（140万），韩国第三

12.1）

（120万），美国第四（100万）。紧随其后是中国香
港、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英国和法国

根据欧睿国际的数据，东京吸引了约51％的国际游

（见图12.2）。

客；其次是大阪，约24％。4欧睿国际表示，东京国际游
东京被视为全球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吸引力的休闲旅

客增长是由航空公司座位容量增加、航班成本低，以及
签证放松促成的。

游城市，因此这座城市的旅游业不会经历重大的季节性
变动。 除了樱花和秋叶季节的高峰期之外，全年需求相

东京都政府发布了一项研究，列举了国际游客访问

对稳定。

量最大的旅游景点。它指出，在2014年，访问量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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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东京国际游客人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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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日本国家旅游组织（2017年）。

图12.2 2016年抵达城市主要收入来源市场游客数量（×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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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入住率，史密斯旅行研究公司（STR） 5数据显

店。这种扩张部分是由于中级酒店的开发，如阿帕度假村

示东京酒店入住率有长期上升趋势。截至2016年，4月

（APA Hotels＆Resorts）新开了6家酒店，共计1800间

和10月是酒店入住率的两个高峰（见图12.3）。

客房，全部位于东京中心地区。为迎接奥运会，预计奥运

12.1.6

村附近地区（如汐留）的酒店开发活动将增加。

旅游企业
Airbnb在东京也有重要的地位。涩谷、新宿和港区

截至2014年，东京市有700多家酒店，10万多间酒

在Airbnb排名东京前三甲。今年6月，日本立法机构批

店客房。根据HVS的数据6，东京的酒店住宿供应历来保

准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Airbnb宿主在该国租用住房和

持稳定，在2005年至2014年期间，酒店房间供应量增长

公寓。

率低至2％。然而，2014年，东京的酒店客房供应量从约
8.7万间增加至10万多间。中央东京地区开设了许多新酒

图12.3 东京酒店入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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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密斯旅行研究公司（STR），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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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公园的秋天

12.2 关键业绩领域

经济影响

12.2.1 经济视角

2015年旅游业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
25.4万亿日元（2258亿美元），而在2010年为23.8万亿

旅游就业

日元（2126亿美元）。日本国内的过夜旅行和一日游贡

日本旅游局表示，2015年有630万个就业机会与日
本的旅游活动直接相关。7｜8在这些职位中，食品和饮料
行业占的份额最大，即340万份工作。按照就业人数计
算，体育和休闲（70万人）、道路交通（60万人）和住
宿（60万人）紧随其后。

包括东京商会在内的几个政府利益相关方在加强当
地经济就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对东京商
会的采访9，为了保持旅游企业的竞争力，从事住宿、餐
饮和其他旅游相关服务的9家中小企业得到了支持，包括
就业、财务、法律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献总额的82％以上。国际游客的消费（入境消费）几乎
翻了一番，从2010年的1.3万亿日元增加到2015年的3.3
万亿日元（293亿美元）。国际旅游业被认为是日本经济
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预计将继续在国家和地方经济振兴
中发挥重要作用（见图12.4）。

活动的经济影响

东京都的国际会议数量比2006年增加了26％。与
此同时，在日本举办的国际会议的数量同比增长了近
71％，因为乡村和市政府近期都积极推动对国际会议的
接待工作。扩大东京都地区国际会议规模或提高东京都

根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RENGO）的调查，
2016年，岗位总人数中有60％是永久合同，40％是定期

区国际会议接待能力的计划需要经过仔细考量，以便赶
上国际需求以及符合既定的住宿能力。

合同，64％的定期合同工人的合同期限少于一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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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东京举办活动总数的数据，但2016年东京

旅游支出

最大的会展中心—东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活动总数
2015年东京的外国游客平均消费为151626日元

量（展览）达到了304场，接待了1460多万参与者。

（1348美元），比上年增加12.3％。中国游客的平均消
为了推广这个城市的活动，东京都政府针对活动组

费超过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在亚太地区，中国香港、

织者以及推介活动的组织会有一些支持计划。东京都政

新加坡和印度在支出方面排在中国内地游客之后。就来

府1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正在为组织者提供财政支

自欧洲客源市场的游客而言，与其他来自欧洲的游客相

持，以将他们在日本的活动推向日本以外。

比，俄罗斯游客的消费额要高得多（见图12.5）。

此外，东京都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将东京的艺术博物

根据选定的来源市场分析东京从每个游客身上获得

馆、花园以及会展设施等场馆作为独特的活动场地来

的收入细目，亚洲游客（特别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

使用。

新加坡）的纪念品和购物消费是最高的。不过，印度游
客在纪念品和购物方面的花费少于亚洲同行。至于住宿

为了配合这一努力，东京会议和旅游局制作了针对
本地和海外业务的小册子，展示了这些独特的场所及其

收入，来自北美和欧洲等长途客源市场的游客给东京带
来的收入较高。12

诠释的东京各个方面的魅力。

图12.4 2015年旅游业对日本经济（总量为25.4万亿日元/2258亿美元）的贡献（%）
国际游客在日本的旅行（13）

日本出国旅行的国内支出（5）

日本国内过夜旅行（64）
日本国内一日游（18）

来源：日本观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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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选定客源市场每位游客给东京带来的旅游收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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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京都政府提供的数据，因过夜商务目的前往
东京的外国游客每天的消费最高。一般来说，外国游客

月都有贸易顺差，导致自1962年来53年首次出现年度总
贸易顺差1.9万亿日元（169亿美元）。

的日常消费比日本游客多。这适用于过夜游客和一日游
2016年盈余进一步扩大至1.3万亿日元（合116亿

游客（见表12.1）。

美元）。
旅游服务出口
2015年入境旅游支出为3.3万亿日元（合293亿美
根据日本旅游局（2017） 13的数据，日本在旅游方
面的国际收支平衡有所改善。 特别是日本在2015年每个

元），同比增长49.8％。2015年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入境
旅游支出率为3.5％（见表12.2）。

2016年每位游客每日消费（美元）

表12.1

根据居住地区分游客类型

在东京过夜的游客

东京一日游的游客

日本居民

外国游客

休闲目的

297

816

商务目的

375

945

休闲目的

78

277

商务目的

59

275

来源：东京都政府 (2016)。

表12.2 入境旅游支出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入境支出（亿美元）

11.94

13.06

12.75

10.4

11.97

8.87

11.5

14.67

19.62

29.39

与上年相比的变化（％）

24.40

9.40

-2.40

-18.40

15.00

-25.90

29.60

27.70

33.70

49.80

货物和服务出口（亿美元）

743.73 827.13 806.84 545.04 669.07 652.11 640.09

712

801.38 831.89

与上年相比的变化（％）

13.90

11.20

-2.50

-32.40

22.80

-2.50

-1.80

11.20

12.60

3.80

入境旅游支出/货物和服务出口（％）

1.60

1.60

1.60

1.90

1.80

1.40

1.80

2.10

2.40

3.50

来源：日本观光厅（2017），日本旅游业经济影响研究。

212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目黑河边的樱花树

12.3 成功案例
12.3.1

关键策略及举措

2020年以后

为了融入社会各方面的每个人（包括身体有障碍的
人和来自国外的游客），“2020年以后”为以下方案和

引言

活动提供认证，以鼓励组织和私人合作社的参与。
“2020年以后”是日本内阁秘书处东京奥运会残奥

会组委会制定的文化体育认证体系。第一次认证于2017

■

化的多样性，如传统艺术、现代表演艺术、现代科

年1月颁发，截至2017年3月已有70多个项目获得认证。

技艺术、代表“酷酷的日本”的设计、当代媒体艺
术、时尚、washoku（日本料理）或清酒（日本

为了迎接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2020年

酒）等美食、节日、传统工艺品、传统服饰、传统

以后”在全日本组织各种独特的文化活动，为后代创造

建筑。

遗产。通过将这些项目认定为具有特定标志的“2020年
以后”项目，来获得日本公众的关注，促进东京的短途
旅游。

■

包容性视角：项目和活动应该采用包容性的视角，
为后代创造成熟的社会文化遗产。

日本的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
组织都可以申请该证书并使用该徽标推广其项目。

促进日本文化：项目及活动需要有助于推广日本文

—残疾人无障碍运动项目和活动等。

—为海外游客消除语言障碍的项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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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

成果和影响
■

以下是一些突出的重要项目案例。

Ozumo Beyond 2020 Basho：观看日本的相扑
运动已成为国际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项目之一。
Ozumo Beyond 2020 Basho于2016年10月举行，

■

鹿沼秋季节：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
产认证，传统上由当地社区组织的栃木县鹿沼秋季
节现在得到国际旅游市场的高度认可。在节日期
间，有20多辆雕刻传统纹样的车被带到当地的神
社，并且演奏宫廷音乐Buttuke。节日的组织者集
体努力制作四种不同外语的小册子，以吸引国际
游客。

■

日本和世界“干杯”：日本酒和烧酒制造商协会在
几个国际机场推出了“畅饮日本”促销活动，介绍
日本传统的酒，如清酒、烧酒和泡盛。在机场的游
客可以在摊位前品尝和咨询这些酒品。摊位有双语
工作人员以满足国际客户的需求。

■

日学甲子园黑板画比赛®：由日学公司（Nichigaku
Co.，Ltd.，一家生产黑板等教育设备的私人公司）
组织的一个使用黑板（kokuban）和彩色粉笔绘画
的当代艺术比赛。艺术比赛的活动管理使用几种语
言，鼓励国际游客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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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20年以后”计划的重要启动活动。包括海
外参观者和残疾人在内的3000名观众受邀参加了
活动，活动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如英语小册子和招
牌、手语翻译和触点系统翻译。

江户时代的和服

12.3.2 Mori no Nigiwai活动

关键策略及举措

引言

日本一直饱受城乡人口失衡的困扰，最近一些市区
和农村地区也面临日益严重的人口稀少问题。日本政府
东京工商会与日本交通公社（JTB）一起在东京举

办了社区表演艺术活动Mori no Nigiwai（神圣树林节
日），该活动是“2020年以后”授权活动之一。

在首相安倍晋三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一直在加强旅游部
门的力量，推动以公私营合伙的形式振兴农村社区。在
上述背景下，东京的Mori no Nigiwai活动有以下四个
优势：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活动。当
地社区崇拜深山里的森林，认为它们是神圣而隐蔽的
避难所，活动无形中拉近了该地区人民的心。Mori no
Nigiwai的表演艺术和仪式活动将在JTB公司旅游专家精
心挑选的社区开展，时间为2017年10月，地点在东京，
将成为自1981年以来的第130次同类纪念演出。此次活
动由JTB集团现任董事长田川先生发起。

■

邂逅当地社区隐藏的珍宝：这个节日符合当地自古
以来的传统。这种特别的文化资产活动为游客提供
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邂逅当地隐藏的珍
宝，并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真实生活中去。该活动不
仅介绍了东京当地的仪式和传统，还介绍了市区以
外的乡村节日和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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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参与：培养当地民众的自豪感和价值观：作为

成果和影响

发起方合作伙伴之一的JTB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公
民，为他们提供表演机会。当地居民也可以通过回

JTB的Mori no Nigiwai活动通过旅游业在经济、文

顾过往，与家人、邻居一起认识和反思他们的文化

化和社会方面为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其

背景，从中受益。作为东道主的社区能获得自豪

基本理念通过以下三大方式实现：

感，并借此重申当地价值观和传统的重要性。此
外，这些活动为年长者创造了通过分享和普及文化

1.

通过旅游产品的销售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2.

通过促进传统文化和娱乐的积极实践来实现文化可

遗产知识教育年轻一代的机会，以确保他们的传统
和当地文化能传承给下一代。

持续发展。
■

加强当地社区与游客之间的交流：当地社区在活动
前后也有各种机会与游客互动。JTB为农民、渔民、

3.

工匠和其他各行业的当地人建立了一个交流区，以
便他们能够在表演前后直接在展会现场展示他们的
特产。这是推广手工艺品和有机食品的理想场所，
并为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活动结束后，演出团体
都会在观众（无论其是否居住在社区中）中招募
新成员或未来演员，以更好地传承当地的非物质文
化，并让当地社区的长者更好地享受到传递这些文
化时的快乐。

■

通过传统创造新的价值观和文化：最后，JTB还通过
上述交流活动加速价值的创造创新过程。歌舞伎表
演艺术是日本传统表演艺术之一，是江户时代（17
世纪）人们的表演艺术，但现在它仍然是一个高端
的表演艺术。 因此，Mori no Nigiwai也提供了一个
平台，让当地人挑战一把根据当地的传统和文化遗
产创造最具创新性的表演。

216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通过促进不同世代之间的交流实现社会可持续
发展。

Dori 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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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
摩洛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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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若雷勒花园

13.1 引言
13.1.1

马拉喀什成为摩洛哥的时尚之都，吸引着众多游客，特
别是来自欧洲的游客，并且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

基本介绍

游目的地之一。

马拉喀什是摩洛哥第四大城市，仅次于卡萨布兰
卡、非斯和丹吉尔，是马拉喀什—萨菲地区的首府。位于
摩洛哥南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阿特拉斯山脉的山

作为充满活力的景点，马拉喀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发展迅速，在新城郊区和新的旅游区出现了住宅区。

脚下，面积达2625平方公里，总人口数量为133.1万（市
区人口数量981000，农村人口数量350000），占摩洛哥
总人口的29％。

马拉喀什阳光充足，夏天炎热干燥，冬天则相当寒
冷，夜间经常出现霜冻。春季和秋季温和，是参观的绝
佳时期。

这个城市在历史上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包括由
城墙包围的古城麦地那和由格力兹和沃纳格组成的新城。

格力兹建于法属摩洛哥，如今构成了该城市生活的
重要中心，拥有许多商店、餐馆和休闲场所。作为旅游
之都，马拉喀什也见证了许多酒店和休闲设施的建造。
由于过去几年旅游业迅速发展，著名的酒店和酒店品牌

马拉喀什由阿尔穆拉比特于11世纪末建立，1985年

现已进驻沃纳格地区和阿格达勒新旅游区。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长期以来一直是
西非穆斯林的主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马拉喀什王
国统治着北非和安达卢西亚。

被称为红色城市的马拉喀什是一个文化丰富且多元
化的城市，拥有深受居住过的商人、居民和统治者影响
的纯粹的文化、建筑、美食和人民。由于其文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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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13.1.3 主要景点概述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马拉喀什—萨菲地区有两个机场：主要运送游客的

200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城

马拉喀什—梅纳拉机场以及索维拉机场。马拉喀什—梅纳

市的生活中心麦地那以及德吉玛广场、巴伊亚王宫和巴

拉机场的全球运力达到每年900万人次，距离市中心6公

迪皇宫、阿里班约瑟夫神学院、库图比亚清真寺、阿尔

里。

摩拉维圆顶教堂、Dar Si Said摩洛哥艺术和手工艺博物
馆、萨第安墓等历史古迹，以及马洛雷勒花园、马纳拉
与2015年相比，2016年马拉喀什—梅纳拉机场的空

花园和马拉喀什棕榈树林等特别的花园，使马拉喀什成

中交通（乘客）数量下降2％（见表13.1）。

为摩洛哥的文化首都。

除了国家航空公司——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之外，

马拉喀什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切换自如的独特的

许多国际航空公司每周都有几班航班飞往马拉喀什，连

魔力，致力于成为以生活文化为中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

接马拉喀什和欧洲各国首都。2015年航线运送人数前
几名是马拉喀什—巴黎（613000人次），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的美食，从高端米其林星级餐厅到街头小

伦敦（304000人次），马拉喀什—马德里（276000人

吃，融合了非洲和中东风味，令这座国际旅游城市产生

次），马拉喀什—马赛（139000人次）和马拉喀什—里

了令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

昂（135000人次）。

1

游频道（CNN Travel）的报道，马拉喀什在2017年CNN
Travel美食旅游城市排名中，位列全球23个最佳街头食品

新航线目前正在持续开发中，包括飞往中东（卡

城市的第11位。2受欢迎的一日游包括图卜卡勒国家公园

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俄罗斯联邦

（点缀着悬崖、湖泊、峡谷、山脊和溪流）、斯蒂法德

（俄罗斯航空公司）、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的

玛、Aguergour高原、Ait Mizane山谷和高阿特拉斯山

航线。

脉的最高点图卜卡勒峰。索维拉市（生活艺术）也位于大
西洋海岸附近，其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

马拉喀什第二个国际机场也在筹划中，总投资达

麦地那一样拥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43亿马克（4.55亿美元）。未来的马拉喀什机场将拥有
1000万乘客的年吞吐能力。

目前，除新机场外，其他地区相关项目也正在建设
中，包括新的萨菲港和萨菲贝尼梅拉高速公路。

表13.1

2015—2016年马拉喀什—梅内拉航班及乘客数量
年
变化（%）

2016

2015

乘客

3891761

3979823

-2

空中交通

28998

30792

-6

来源：旅游地区评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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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旅游客流

国内旅游的增长（抵达比率增加13％，多日游住宿
比率增加11％）部分抵消了国际抵达旅游人数的下降。

2016年共有1030万游客造访了摩洛哥，与2015年相
3

比增加了1.5％。 2016年，马拉喀什和阿加迪尔两个最

2016年各客源市场住宿情况所占比重见图13.1。

主要的旅游城市占2016年多日游游客总人数的60％，分
别增长了6％和4％。

2016年底酒店床位总量估计为68667张，与2015年
相比增长4.3％。就入住率而言，2016年达到47.5％。

在马拉喀什市，2016年游客人数达到190万人次，
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6.5％，而2016年在各种住宿设施
4

过夜的人数比2015年增加了6.4％， 主要得益于2016年
11月召开的COP22会议。

13.1.5

由于夏季高温和冬季气温相对较低，马拉喀什的游
客人数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变动。目前的促销策略也更倾
向增加星期一至星期三的入住率，因为这是一周中入住
率较低的时段。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13.1.6 经济影响

2016年，外国游客占住宿游客总人数的72％，其中
法国游客占28％，其次是英国和德国游客，分别占16％
和4％。其他国家的游客分别来自比荷卢、意大利、斯堪
的纳维亚和美国。

马拉喀什—萨菲地区的酒店占全国酒店总量的20％，
拥有近60000个床位，其中20000个床位属于分类酒店，
可容纳约600万位留宿旅客。该行业创造了近55000个
就业机会。从全国来看，旅游活动所创造的增值比重为
9％，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几乎所有客源市场的占比都
有所增长，除了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分别下
降了28％、30％、18％和12％）。

图13.1 2016年各客源市场住宿情况所占比重（%）
其他（19）

意大利（1）
荷兰（1）
比利时（2）
西班牙（2）

摩洛哥（28）

德国（4）

英国（16）
法国（28）

来源：马拉喀什—萨菲地区经济事务和协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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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的拉玛穆尼亚酒店建筑

13.1.7

旅游企业

这座城市融合了多种酒店设计理念，从马拉喀什棕
榈宫的新现代风格酒店到设计和装饰呈艺术风格的酒
店，再到格力兹近现代风格酒店和充满艺术气息的精品
酒店，都是城市旅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马拉喀什也
拥有众多商店 、餐馆和休闲场所。

马拉喀什现在也拥有一些著名的国际连锁品牌酒
店，包括四季酒店、丽笙酒店、凯悦酒店、文华东方酒
店等，以及来自马拉喀什的传统豪华酒店，如拉玛穆尼
亚（La Mamounia）和皇家曼苏尔。
2016年计划建设的旅游基础设施项目总数为38个，
包括26个酒店和宾馆5，这意味着可以增加2829个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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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本·优素福

13.2 关键业绩领域
13.2.1

■

艺协会，均由其总裁或副总裁任代表。

旅游城市管理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马拉喀什区域旅游理事会（简称CRT，全称为
Conseil Regional du Tourisme de Marrakech）是负

■

■

常任理事，如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摩洛哥国家旅
游局、信托管理局、国家机场办公室、房地产和酒
店信用，以及马洛克群岛专业组织常设成员，分别

组织。

由其主席、秘书长或经正式授权的代表参与。

按照2001年摩洛哥国王主持签署的《2001—2010年
框架协定执行协议》第57条，CRT以协会形式设立：

■

“在地区建立联合机构，组织公私合作，确保规划
的严谨性并确保新旅游政策的协调实施。 ”

该协会由名誉会员和正式会员组成。正式成员由三
个社团和常任理事的代表组成：

由地方和相关旅游专业协会建立的私人社团，由各
自的主席或秘书长任代表。

224

由自然人和法人组成的民间人士社团，直接或间接
参与旅游业的宣传推广和发展建设。

责促进马拉喀什—萨菲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旅游管理

■

地方和地区官方社团以及商业、工业、服务业和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其他正式成员由希望为马拉喀什做出贡献的所有团
体或个人组成。

除了协会代表的贡献，协会活跃成员以捐款的形

—捍卫旅游业利益并向主管当局争取可以使旅游

式做出贡献，每年的捐款用于协会执行委员会提案的

业受益的特殊举措；

预算。
—开展各项调查、研究、统计，收集信息，组织
根据CRT主席的提议，执行委员会任命一名主管协

宣传，在旅游业框架内采取所有可能促进其发

助主席管理该协会。

展或解决问题的举措。

目标

活动领域和原则

作为反应情况和提出建议的主力，CRT的主要任务是
为促进和支持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建议，具体为：

■

其主要活动领域是：旅游推广，便利航空，产品开
发和招商引资。
CRT的主要行动原则是：

指导和鼓励其成员开展活动，并研究道德、经济、
社会、技术、财务、法律、财政、海关和其他事项

■

的影响。

■

动员三方（公共行业、私营公司和民选官员）。

在国家总体经济范围内为旅游业做出贡献，促进其

■

加强组织结构管理，建立强大的专业协会。

■

提高集体效率（马拉喀什拥有行业和相关市场方面

发展。

■

全力为实现旅游业快速和谐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

的专家和人才）。

通过利用本地储蓄、吸引外资、组建国内公司或签
订有利于发展的协议、区域规划、投资选择、建立

■

有共同和一致的愿景。

■

为提高城市旅游吸引力做出贡献。

必要的基础设施，发现并规避阻碍发展的因素和任
何不足之处。

■

与区域投资中心（CRI）密切合作，向公众和当局提
供关于新投资和旅游活动的所有咨询建议。

■

为马拉喀什及其腹地的未来发展定位：

—标准化其环境产品；

—推广马拉喀什城市旅游；
—发展与Operator Towers的关系；

—开展与旅游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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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夫人的瀑布

旅游业发展政策

2 . 马 拉 喀 什 —坦 西 夫 特 —豪 兹 地 区 的 区 域 项 目 合 同
（CPR）

1. 摩洛哥的旅游发展战略：2020年愿景
为了实现2020年远景框架中确立的愿景，马拉喀什—
摩洛哥的整体旅游发展战略与区域发展计划相关，

坦西夫特—豪兹地区的具体目标将通过实施若干行动计划

由旅游部制定的“2020年愿景”和包括马拉喀什在内的

来实现，该计划经与各方协商得以确定，并在本区域计

特定旅游地区确定。每个地区都由自己的旅游发展局领

划协议 （Contrat Programme Régional, CPR）中有

导，并明确规定了建设新的旅游设施、景点和基础设施

所描述。 该地区的行动计划围绕9个方面进行：

的目标。
■

轴心1：产品开发。

■

轴心2：支持投资。

■

轴心3：推广和营销。

■

轴心4：航空运输。

■

轴心5：旅游者行为结构的竞争力。

■

轴心6：人力资本。

■

轴心7：可持续性。

“2020年愿景”的目标是“继续使旅游成为摩洛哥
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在GDP增长方面；地区参与价值创
造；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摩洛哥的现代化；保护、增值
和推广自然和文化遗产”。

该愿景旨在“在2020年将摩洛哥提升为全球前20名
旅游目的地，同时确立为地中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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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有必要提高服务培训的质

轴心8：旅游环境和基础设施。

量和能力。该地区还需要持续考虑其自然环境的相对脆弱
■

性，包括棕榈树林（Palmeraie de Marrakech）进一步

轴心9：CPR的治理和管理。

退化的风险；城市化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城市、农
马拉喀什—坦西夫特—豪兹地区拥有马拉喀什和索维

业、酒店和高尔夫运动造成的水资源枯竭问题； 以及索

拉的景点以及图卜卡勒峰和山谷。根据区域项目合同，

维拉沙丘环境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旅游活动的可持续和有

鉴于其旅游资源的多样性，以及为旅行者带来的异域环

控制的发展对于该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至关重要。

境之美及真实切身的旅行体验，该地区可充分满足游客
想要在旅行过程中探索发现，同时又观赏文化景观以及

4. 2011—2016年马拉喀什市发展和市区规划战略计划

沉浸在大自然中的愿望。
回顾过去，该市制订了2011~2016年马拉喀什市发
马拉喀什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基于其可以提供的非

展和市区规划战略计划，为马拉喀什制定的战略愿景是

物质文化遗产（本地文化及其历史文化的实时体验），

“马拉喀什，一个可持续和具有吸引力的智能世界大都

依赖于一群特定的旅行者，他们喜欢贯穿在整个旅行过

会，为马拉喀什人服务，同时为国际对话提供包容性的

程中的文化，喜欢在散步和购物等娱乐性和放松性活动

空间”。6

中感受文化，而不喜欢在特定的时间集中所有注意力去
旨在赋予马拉喀什更多活力的市区规划战略包括各

体验当地文化。

类不同的项目，其主要目标有两个：保存和传承马拉喀
就供求结构而言，这尤其意味着应该努力发展马拉

什的传统并让当地人成为发展的中坚力量。

喀什及其腹地和索维拉基地之间的协同发展，联合酒店
和交通运输以发展短途旅行。还有必要扩大旅游区（麦

这些项目覆盖五个主要领域：

地那和周边地区），并加强其旅游产品的开发和优质服
1). 遗产和文化：对马拉喀什遗产的估价。

务的提供。

总的来说，该地区在CPR中的目标是到2020年吸引
390万游客。为此，市场上将增加36000张床位，使床位

2). 出行便利性和可达性：市区出行的便利性（包括市
中心的可达性）。

总供应量达到96000张。
3).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绿色框架项目（Le Trame
Verte），包括马拉喀什棕榈宫的开发和保护。

3. 旅游发展主要的制约因素

“2020年愿景”规划中明确了马拉喀什—萨菲地区旅

4). 不同市区的社区融合。

游业发展和增长的两个主要制约因素：
5). 大型设备。
■

酒店和酒店行业目前的培训报价低，缺乏训练有素
的人力资源。

■

酒店服务质量达不到国际旅客的期望、要求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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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旅游推广

CRT提供的数据显示，到马拉喀什旅游的十大理由

CRT负责城市和地区旅游的营销和推广工作，并与

包括：亲近度、真实性、安全性、良好的天气、航班便

市和区的主要利益相关方一起在全年开展不同的线上、

利性、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商务行和休闲旅游的组合、

线下促销活动。

物有所值、国际品牌的酒店和可持续性。
这些宣传方法包括开发和管理官方区域旅游网站；
组成马拉喀什地区的“DNA”互相冲突：

开发教育旅游、家庭旅行和为不同领域（古典、会展、
生活艺术、美食和健康、高尔夫、自然和探险等）的舆

■

“历史、文化遗产”与“时尚、别致”。

论领袖和博主安排的新闻之旅；参加摩洛哥和国外的活
动，等等。

■

“适于各类预算的城市旅游”与“奢侈品收藏”。
业绩评估工具

■

“山、雪”和“棕榈林、骆驼”。
虽然CRT没有旅游行业监管或类似部门，但该组织

■

“接近欧洲”和“风景多样”（景色各异）。

也负责处理不同的旅游信息和统计数据，而这些信息和
数据是由他们自己或由不同组织和旅游利益相关方提

马拉喀什打算在其定位中将互补的方面结合起来：
一方面可以成为休闲旅游城市，另一方面可以发展成为

供的。其中一个组织是来自摩洛哥的旅游行业观察站
（Observatoire du Tourisme du Maroc（OT））。7

会展旅游城市。
OT的功能主要有四个：
■

休闲旅游城市：马拉喀什的休闲旅游城市定位非常
1.

作为信息来源；

2.

作为管理工具和交流平台；

增开航线和提高航班频率也是优先要考虑的问题。

3.

作为分析和监测工具；

会展旅游城市：如果以举办活动的承载力和数量来

4.

作为预测工具和决策指南。

准确。为进一步扩大这一优势，近年来该市推出了
多个项目，目的是创造更多的娱乐和休闲产品，从
开发新的文化选择（如博物馆和剧院）到美食，再
到加强建筑多样性、提高零售和购物服务的质量。

■

衡量，马拉喀什是摩洛哥会议、年会、论坛和展览
的首选目的地。根据CRT的数据，会展旅游业收入占
马拉喀什旅游业收入总数的15％~20％，仍有很大的
增长空间。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或机构来专
门负责国际活动和会议业务的宣传和推动（目前由
包括CRT在内的不同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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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图比亚清真寺

13.2.2 社会和文化视角

景点

文化发展策略

马拉喀什拥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和景点，包括文化
遗产、博物馆、博览会、当地传统表演和国际文化活动。

马拉喀什作为旅游城市有其闪光点，那就是在社会
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和旅游业的管理及推广。

马拉喀什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旅游资源之一也许是
其工艺品。在这一行业中有114000名工匠，占就业人口

意识到马拉喀什有着众多多样和真实的文化遗产和

的50％，其中女性占34％8，37％在专业工作坊内工作，

文化资源，以及当地人的包容和善良，马拉喀什—萨菲采

63％在家工作。46％的工艺品制作场所集中在麦地那，

取不同的公、私举措，将其文化和真实性培养成增加旅

80％的工匠年龄在40岁以下。

游吸引力和差异化的关键因素，同时确保现有文化遗产
得到保护，并且让民众参与旅游行业的发展，以满足旅
游业的基本需求。

工艺品也是该地区重要的出口行业，2015年出口额
为20亿迪拉姆（2.12亿美元）。生产和出口的主要产品
为锻铁、木材、皮革和陶器。主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

不同公共利益相关方（马拉喀什省、马拉喀什城市

法国和德国。

公社、文化部、摩洛哥工匠部、哈布斯和伊斯兰事务部
等）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到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景点建
设以及现有文化基础设施的保护和加强中，包括马拉喀
什的一些最重要的景点，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的马拉喀什麦地那和贾马夫纳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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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汁摊位

考虑到手工业在经济、出口贸易、就业、性别平等、

2016年11月7日至16日，该市举办了COP22联合国

旅游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作用，政府采取

气候变化大会，这一全球重大活动将世界的目光引向马

了不同的举措，如工艺品地区评议会及其他公共、私人活

拉喀什。

动项目（马拉喀什工艺品技能中心，马拉喀什梅迪纳电路
马拉喀什还以一些国际知名的文化、休闲、体育和

巡回赛和阿萨富发展协会项目）。

专业活动而闻名9，如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01年创建
活动

的马拉喀什国际电影节—该电影节旨在促进摩洛哥的
艺术和电影业，今年将举行的第12届马拉喀什国际当代
马拉喀什为提高文化活力、旅游吸引力和加速经济

舞蹈节，马拉喀什最古老的节日全国大众艺术节，绿洲

发展的重要举措包括举办和组织各种各样的地方以及国

电子音乐节，马拉喀什高尔夫球节，马拉喀什当代艺术

际商业、休闲和文化活动。

博览会双年展，马拉松和国际马拉松赛以及许多其他文
化、休闲、体育和职业节日和活动。

该城市热衷于主办国际活动，并拥有该国最大的会
议和展览中心（即2013年成立的莫加多尔宫会议展览
中心、马拉喀什棕榈宫的国会宫会议中心、棕榈宫高尔
夫宫殿等）。随着旅游景点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落
实，每年都有新的专业会展基础设施和场所投入使用，
其中包括马拉喀什—萨菲地区新的会展中心，投资额约
6000万美元（63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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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诺门

13.3 成功案例
13.3.1

当局意识到这种破损的严重性，以及建筑物崩塌的
危险，便立即采取了一些行动。在该背景下，重建麦地

马拉喀什麦地那的复兴

那的计划开始启动。

引言

关键策略及举措
作为社会融合和各种人类祖先活动的伟大遗址，麦

地那是一处真正的却又充满活力的遗产。住宅、经济、
社会、文化和艺术功能汇聚一堂，伟大的遗产价值使其
具备不可否认的旅游吸引力。

麦拉区的恢复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因其历史意
义及其位于麦地那门户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这个项目框架涉及的主要参与者有马拉喀什城市公
社、内政部、住房和市区政策部。

马拉喀什麦地那的自然环境也是一项重要资产。其
占地600公顷，被认为是摩洛哥麦地那地区面积最大的
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北非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它是王
国的象征性地标之一，也是马拉喀什的主要旅游景点
之一。

这个宏伟的马拉喀什麦地那综合管理计划的核心
是，通过修复某些破旧地区和开发旅游广场、环路，以
及采取干预措施，促进其经济活动的发展，使麦拉区与
麦地那的发展与城市和经济活力相结合。

麦地那圣城周围环绕着19公里长的门墙，其壮观的
泥城墙根据灯光的变化反射着令人赞叹的光芒。由于长
时间未受到保护，这一遗产破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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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穆罕默德六世博物馆

工作重点是：

■

13.3.2 摩洛哥阿曼穆罕默德六世水文明博
物馆

拆除废墟、清空瓦砾。
引言

■

通过修复、整合建筑物，对旅游线路进行评估。
摩洛哥阿曼穆罕默德六世水文明博物馆（Musée

■

建设人行街道、广场、停车场和公共工程。

Mohammed VI pour la civilisation de l'eau au
Maroc - Aman）由哈布斯和伊斯兰事务部创立，是马

■

恢复6个“集市”以鼓励手工和商业活动。

拉喀什史无前例的项目，该项目的发展归功于摩洛哥人
千年来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杰出成就。新一代博物馆同

■

加强绿化，并整合美化街景。

时具备历史、科学、文化、教育和趣味性。该博物馆于
2017年5月向公众开放。

马拉喀什麦拉区的修复工程是马拉喀什城市公社
该博物馆是王国新愿景项目（投资巨大的文化和创

委托的一个项目，由Al Omrane 集团马拉喀什公司开
展，该公司是负责住房部门和城市规划方面新的国家政
策的实施者。该项目预算总计1.94亿马拉加（2050万美

意产业）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文化机构，职责是保存记
忆、推广并突出摩洛哥世界级水平的水利遗产。

元），由住房和城市政策部资助。
该博物馆同时关注水的精神层面、水的健康使用和
麦拉区得益于有针对性的措施， 这个区域的复兴使
其成为 “活遗产”。

使用习惯、水的经济用途和传统用水技术、前人在水域
方面的法律和谈判知识，发现水经济中的传统智慧，以
及回忆与水相关的传统信仰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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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博物馆、当代和交互式口译中心、教育和

该博物馆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常设展览，提供一个

培训场所，摩洛哥阿曼穆罕默德六世水文明博物馆希望

贯穿摩洛哥传统和现代水利工程的参观行程，并且引发

成为关于“非洲水”这一主题的最大的博物馆。

对有关当前和未来挑战问题的思考。

关键策略及举措

它也具备研究和活动的基础设施：

为了更好地履行其使命，该博物馆创建了一个切实

■

用于临时展览、研讨会和论坛的多功能室（300人）。

■

供研究人员使用的媒体库和档案室。

■

用于教育活动的工作间。

的博物馆资源框架，框架包括：舞台布景、展品、模
型、地图、照片、展品介绍、多媒体视听支持等。

该博物馆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和创新的公
众场所，它的目的是纪念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摩洛哥天
才—哈布斯所做的历史贡献，并且以国家的名义向国

该博物馆还计划开发水上主题公园项目。建筑旁边

王哈桑二世和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在政治和水利方面的政

占地3公顷的公园将成为恢复马拉喀什棕榈树林活力的

绩致敬。

典范。

该旅游景点提供了一个以水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

■

除了已经安置在博物馆入口处的水磨坊、配电器和

经过差异化布景处理，通过壮观的声音和灯光表演突出

戽斗水车三种元素之外，还有传统水利遗产的复制

该主题。该博物馆建地面积5公顷，由公园和建筑物两部

品：灌溉渠、matﬁas、喷泉。

分组成。
■

良好的生态实践示范：雨水管理、废水处理和再利
用、光伏支架、生态农业、节水装置等。

作为非洲最具现代化的文化遗址之一，位于摩洛哥
阿曼的穆罕默德六世水文明博物馆是马拉喀什地区最重
要的景点之一。由于其建筑的多样性及通过装置、模

■

音乐会和表演的露天圆形剧场，用于展览和典礼的
室外广场，以及一个教育游戏区。

型、新技术、历史重建以及最重要的独特氛围传递出来
的信息—摩洛哥的人和水，再创造与传统，穆罕默德
六世水文明博物馆再现了人类的智慧和传统，使得参观
者沉浸其中，游览摩洛哥的水利史诗及其经历过的困
难，体验摩洛哥的水政策和摩洛哥的创业精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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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 from the ‘Ofﬁce National des Aéroports’ (2016).

2

CNN Travel (2017), Best 23 cities for street food from Miami to Tokyo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

3

Observatory on Tourism in Morocco.

4

根据旅游地区评议会的统计。数据由马拉喀什省提供。

5

www.observatoiredutourisme.ma.
Wilaya Région Marrakech – Saﬁ – Division des Affaires Economiques et
Coordination and Délégation Régionale de l’ Artisanat.

8

Wilaya Région Marrakech – Saﬁ – Division des Affaires Economiques et
Coordination and Délégation Régionale de l’Artisanat.

9

Plan stratégique de développement et d’ aménagement urbain de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Film de Marrakech, available at: www.
festivalmarrakech.info.

la ville de Marrakech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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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
韩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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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盛开的景福宫

14.1 引言
14.1.1

江南区因2012年轰动一时的《江南style》闻名于
世，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韩国流行音乐（K-pop）歌

基本介绍

大韩民国的首都首尔是集古代和现代之美为一体的
独特城市，拥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首尔市总人口约为

迷钟爱的旅行目的地，他们热衷于参观那些餐厅、酒
吧、俱乐部、咖啡馆，甚至会去他们最喜爱的韩流明星
（hallyu）常去的美发美甲店以及药店。

1020万（2015年估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GDP
约占全国GDP的22％（3160亿美元）1。

首尔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600多年前成为首都，
一直是朝鲜半岛繁荣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心。其保存完
好的国家古迹宫殿彰显出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同时它
也是国内和国际旅游的焦点。作为世界超级大都市，首
尔将国家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与21世纪迅猛发展的现
代化生活毫无违和感地融为一体。

然而，在文化古迹和未来主义的设计之中，透过首
尔的水道、公园和其余绿地的建设和维护，游客还能体
会到整个城市保护自然资源的决心。 近年来，首尔市高
瞻远瞩，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措施，在保护汉江及
其岛屿和支流的同时开发沿岸休闲区，确保本地人民和
游客依旧能够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类似举措还包括
在保护和开发许多徒步登山小径和公园的同时保护斜坡
上的动植物资源，实现首尔市对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的
坚定承诺。

首尔被流经市中心的汉江（Hangang）一分为二。
一边是江北区（Gangbuk），即“汉江以北”，可以看
到首尔的五座皇家宫殿、传统市场和许多朝鲜王朝时期
遗留下来的文化景点，当时汉城（如今的首尔）刚刚成
为这个国家的首都。另一边是江南区（Gangnam），

自然与科技、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微妙平衡赋予首尔
独特的风格。它将游客与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游客
在同一个地方体验到一切：上一秒还在宁静古老的宫殿
花园，下一秒就到了交通便利的地铁站。

即“汉江以南”，是该国潮流的发源地，也是其现代化
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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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以江南区和数字媒体城为中心的首尔已经成为世界
领先的技术中心，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设计

首尔拥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设有港口、仁川国

之都7并入选“世界设计之都”8。

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全面一体化的现代道路及公交
和铁路交通网络，为居民和各国游客提供各项服务。仁

14.1.4 旅游客流

川国际机场距离首尔市中心约60公里，是主要服务于城
市和国家的国际门户机场，而金浦国际机场主要面向国

2015年，首尔大都会区接待游客2290万人次，其
中1040万人次为国际游客，主要来自东亚，特别是中

内和区域提供服务，是韩国第二大繁忙的机场。

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2016年每月国际游客量见图

14.1.3

14.1）。

主要景点概述

首尔市主要景点包括景福宫和首尔城墙等历史景

14.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点，南大门市场（Namdaemun Market）和南山谷韩
屋村（Namsangol Hanok Village）等文化景点以及

2016年，首尔国内游客估计达到1320万人次，比

MBC World、K-Live、特丽爱（Trickeye）和冰雪博物

2015年增长8％。约35％的国内游客在首尔住宿，其中

馆（Ice Museum）等娱乐景点和休闲场所。

约有30％的游客以休闲和娱乐为目的；另外，日间游览
的游客约35％以休闲和娱乐为目的（见表14.1）。

首尔为全国各地前来休闲、洽谈商务、参加会展的
人们以及对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游客提供韩国经典美食以

2015年游客酒店住宿总次数中，570万次来自国内

及各种国际美食、购物服务、夜生活和休闲娱乐活动。

游客，420万次来自国际游客。国际游客到首尔的主要目

这座城市是韩国流行音乐和韩流的诞生地，而流行音乐

的是休闲（88％）和商务（22％）。

和韩流创造了新的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千禧时代。
商务住宿接待的旺季为4月和5月，以及8~11月。每
首尔市被公认为全球优秀城市。2016年，它凭借
“全球数字首都”和“数字社会创新之城”项目获得
“全球智慧城市”入围奖，2017年再次入围（获奖者名
单将于11月2日公布）。2该市在“全球城市实力指数”3
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4的榜单中排名第六，是全球重
要会议的五大主办国之一，是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2015年，首尔被凯迪思评为亚洲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生
活质量指数位居全球第二。 52014年，首尔被公认为全
球网络覆盖最广的城市，技术准备度在普华永道发布的
《机遇之都报告》中排名第一。6

位在酒店住宿的国际游客人均开支为230万韩元。

14.1.6 旅游企业
2015年，全市共有126800处宾馆和餐饮场所，
480100个雇员，另设有2236个旅游景点，为国内外游客
提供服务。这些旅游景点中有1618处被列为文化遗产，
其中包括156个博物馆、381个剧院、81个电影院。此外
还有三处主要用于会议、公司奖励旅游、大型企业会议
和节事活动的场地，总面积达180536平方米，专为商业
和其他活动需求服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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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2016年每月国际游客量（×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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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韩国旅游发展局（年份不详），《韩国旅游业月度统计数据》（Korea monthly statistics of tourism）（在线），网址：https://kto.visitkorea.or.kr（2017年7
月11日）。

表14.1

2015—2016年首尔市国内游客量

年份

国内游客

国内游客（仅限旅游目的）

国内

过夜

日间游览

国内

过夜

日间游览

2016

13237854

4641069

10305213

4832245

1380701

3638997

2015

12451891

4492318

9328855

4213958

1207961

3123089

数据来源：首尔市政府（2016年），2015—2016年国内游客量估计。

图14.2 首尔旅游地管理组织

首尔市旅游局文化
体育观光委员会

首尔市政府市长办公室

旅游体育局

旅游政策与规划部

资料来源：首尔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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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旅游组织

旅游业务发展部

在Seoullo 7017（首尔中心的高架桥空中花园）看到的首尔站

14.2 关键业绩领域
14.2.1

首尔市政府旅游体育局有44名员工，首尔旅游组织
约有90名员工，分为10个团队。首尔市政府旅游体育局

旅游城市管理

同首尔旅游组织有直接的协作关系，同时通过市长办公
室与首尔旅游发展委员会进行协作。特别的是，根据合

旅游地管理组织架构

作决策方式，首尔市政府通过首尔旅游组织针对首尔会

首尔市政府认识到，旅游业是一个战略性增长型行
业，因为它与首尔市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有巨大的前向关
联和后向关联，为这个城市的人民创造了重要的收入来
源和就业机会。旅游也是令首尔兴旺的一种方式，可以
吸引人们前来居住和参观。

结果反馈。首尔旅游地管理组织见图14.2。

业绩评估工具

满意度并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首尔市获得了相当不错

首尔市政府新组建的旅游体育局内设有旅游部，下
设两个分部，分别负责旅游政策与规划和旅游业务
发展。

■

立了私人咨询机构，以便制定方案，扩大参与度并获得

首尔施行城市旅游满意度调查政策，借此了解游客

首尔市政府的旅游地管理组织由三个单位组成：

■

展联盟、韩流旅游、医疗旅游和展会旅游等重要立项成

的游客反馈，特别是在购物、食品、公共交通、景点、
住宿以及安全和保障方面。首尔市旅游满意度指数见
表14.2。

首尔旅游组织作为国有企业，负责在国内和国际市场
上为首尔做旅游和会展观光城市方面的宣传活动。

■

首尔旅游发展委员会是由工业组、社区组和学术组
构成的合作委员会，就旅游政策和措施向市政府提
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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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25000米的人行道，内含首尔城墙步道，游客在城墙之

社会和文化视角

上可以充分领略首尔魅力，探索首尔历史、文化和自然
景点

环境。步道长度逾157千米，内含85千米的森林/山区道
路，40千米的溪边小路和32千米的街区小道。12
2016年首尔市的年度预算（17亿美元）中，约4170

万美元（2.4％）用于文化资产的管理、运营和维护。10

即便需要改善的历史遗产占比不高，首尔市也积极
采取措施，实现文化遗产景点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首尔

该市实现了对地方遗产的高度保护，并致力于为
居民和游客创造新的文化基础设施，高架桥空中花园
“Seoullo 7017”就是一个例子。Seoullo 7017原本是
1970年建成的高架桥，后来改建为一条1024米长的人行

开展了一项计划，以以下三项举措为基础，使60年代至
80年代的现代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在未来得到传承：

■

通道。该人行通道于2017年5月开放，是首尔“首尔，

选择跟名人或者城市公民的故事有关的历史遗迹作
为未来的保护对象。

步行城市”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工程以城市再
生、适应性再利用和步行权利为重点，实现了传统和现

■

代元素的再次结合，让首尔市中心重获新生，是城市发

2014年，韩国第一首儿歌《半月》（Half Moon）
的作曲家Yun Geuk-yeong的故居被选为未来传承

展创新的实例。该项目将延伸至17条人行通道，连接主

保护的试点项目。

要地铁口与公交车站、购物区、办公区和山间步道。11
■

首尔文化和景点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

总共选定了345个未来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一家存在
已久的理发店和一家拥有100年历史的裁缝店。

分是市内的绿道开发，涉及四大门内铺设的一条长达

表14.2 首尔市旅游满意度指数
指标

2016

2015

入境流程（如步骤、签证办理）

3.95

3.91

购物（如便利程度、设施和服务水平）

4.13

4.08

食物（如味道、服务水平）

4.07

4.03

娱乐活动（如节日、表演）

3.96

3.72

公共交通（如便利程度、服务水平）

4.07

3.99

旅游信息服务（旅游信息询问台/中心、导游、指示牌）

3.86

3.77

用不同的语言沟通

3.49

3.37

旅游城市的魅力值（如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夜间观光）

4

3.85

住宿（如便利程度、服务水平）

4.1

4.01

旅行费用（如旅游产品价格、旅游景点的消费水平）

3.87

3.82

社会治安（安全）

4.2

4.14

综合满意度

4.15

4.14

数据来源：首尔市政府（2016年），首尔市旅游满意度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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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参考公民和专家的建议，首尔市已经确

社区态度与参与度

定了1600多个首尔未来传承候选项目，选中其中的345
项，然后同所有者签署协议并背书。发放证书后，会在

过去，韩国的旅游政策以入境游客的数量增长为关

这些地方贴上识别标记，提醒人们保护它们，并引导公

注重点。首尔旅游的几个目的地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

民认识到保护未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游客量大幅增长，当地居民越来越担忧，居
民对本地旅游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从2016年开

通过首尔工程（Seoul Project）的旅游城镇

始，首尔市政府旅游体育局一直在开发各种项目，确保

（Traveling Towns）项目，首尔市正计划将传统的旅

目的地旅游规划、开发和运营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社区

游村庄项目去集中化，缓解旅游村庄的拥挤状况。该项

的需求。2015年首尔市游客/访问人数与居民人数的比例

目鼓励当地居民、艺术家和商人探索他们社区潜在的、

为222:100。

独特的旅游资源，然后进行开发和推广。迄今为止，首
尔市在2013—2017年间选定了30个项目，投资16.5亿

鉴于越来越多社区居民担心旅游会对他们周围的生
活环境产生影响，首尔最近开始面向主要旅游中心，如北

韩元。

村韩屋村的居民进行定量和定性调查。居民越来越关注噪
音污染、拥挤堵塞、传统商店转变为旅游商店、商品和服

活动

务价格上涨以及居民空间占用的问题。结果表明，旅游强
为满足商业和其他活动的需求，首尔建造了三大场

度正在或已经超出了中央旅游区的承载能力。

馆，总面积达18.05万平方米，专为会展而设。这三大场
馆分别是COEX、aT Center和SETEC。另外，首尔有较

因此，该市正在重塑旅游城市政策，提高旅游质量
而非旅游人数，将游客分散到其他地区的旅游休闲区。

多的供会议使用的酒店设施。

以此政策为指导，首尔市支持地区办事处制定区域旅游
首尔市政府最近提倡发展COEX综合体，让其成为

内容和计划。

韩国会展业的新枢纽。再加上其他在建的会展项目，首
尽管没有详细数据说明首尔本地居民直接从事旅游

尔很可能成为举办全球会展的旅游城市之一。

业的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含外国人）的比例，但首尔
在首尔举办的所有商业活动中，国内活动占77.7%，
国际活动占22.3%。在2016年该市举办的所有休闲活

市政府旅游体育局估计，这一比例相当高，480090人中
超出95%的人口在126800处商业住宿和餐馆内工作。

动中，国内活动共占67.9％，国际活动共占32.1％。在
2016年举办的所有活动中，60.2%的活动聚焦传统和当
地的文化及遗产。2012—2016年，首尔因主办活动而获
得的年收益的平均增长率为27.4％，这部分收益是支撑
上述会展设施扩建的主要经济来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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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首尔会议中心

韩国政府法制处（Korea Ministry of Government

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Legislation ）数据（2017年）显示，全国商务酒店约有
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2015年就业人群中，

0.5％的房间可供残障人士使用。尽管首尔的相关数据尚

52.2%为男性，47.8%为女性。14根据韩国统计局的统计

不明确，但首尔市政府旅游体育局估计，该市的比例可

数据，2014年《旅游设施基本特征普查报告》显示，

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估计在3%~5%之间。

62.9％的住宿和餐饮生意以及42.8％的艺术、体育和休
闲服务由女性负责提供。15

首尔市政府的交通数据显示17，38.3％的公共交通可
供残障人士使用或加入了公认的无障碍信息计划。尽管

首尔市政府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传统商人、外

无法获取可供残障人士游览或是参与无障碍旅游项目的

国人、女性、青年、小型企业、文化艺术界、旅游、市

旅游景点的百分比数据，但景点样本表明残障人士可游

区安全、环保主义者和年轻人制定了积极的包容性社会

览的景点占全部景点的比例超过40%。18

政策。通过名誉副市长制度，首尔市政府将各领域的意
见收集起来并将其体现在城市的政策和管理之中。自

另 外 一 项 评 价 无 障 碍 程 度 的 指 标 是

2012年任命三位分别代表老年人、残障人士和青年的名

Wheelchairtravel.org为首尔提供的无障碍轮椅评分19。

誉副市长以来，共有12位代表不同领域的名誉副市长受

首尔的景点和旅馆在该指数评分中获得4分（满分5分），

到委任，积极参与了678项活动—包括参加会议和讨

表明该城市对残障人士的态度相当友好。

论、开设首尔老年人活动中心、检查传统市场等活动。

首尔重视与居民的沟通，不断创新方式让公民参与
决策，包括开放市长办公室、进行政策辩论、创办《今
日首尔》（Live Seoul）、设立街边意见收集亭和市民办
公室等。16

242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城市旅游绩效研究

安全和保障

真实性

韩国旅游警察分队于2013年10月成立。部署在明

上文提到，首尔市政府以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旅游项

洞、梨泰院、东大门、仁寺洞、弘大、清溪川、首尔市

目开发为基础，以首尔工程规划中的首尔城墙步道和旅

政厅等热门旅游区的这个特别的警察队为游客提供各种

游城镇开发为途径，实施多元化优质旅游政策。与此同

服务，负责预防犯罪和其他非法活动的发生，处理投诉

时，首尔市政府进一步鼓励开发兼顾会展、酒店、购物

并提供旅行援助。经过激烈竞争，共有101人脱颖而出成

休闲和娱乐的多功能综合场所。

为旅游警察，并且承诺尽力确保来韩国的游客都能享受
首尔美食是吸引游客前来旅游的主要因素之一。韩

安全、愉快的旅程。

国料理利用各种新鲜食材，制作出口味多样、营养丰富
20

韩国旅游警察的主要职责包括：

的健康餐食，深受游客喜爱。韩国料理物美价廉，即便
到了深夜也有餐馆营业，有的餐馆甚至24小时不打样。

■

巡逻首尔7大旅游区，保护游客，阻止犯罪行为。

绝大多数游客觉得韩国料理很合自己的口味，因此外出
就餐的次数也格外频繁。

■

同从事不公平和非法活动（如滥收商品/服务费用，
强迫游客购买产品和跑“黑车”等）的顽固分子斗
争到底。

首尔是一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之美的城市，拥有5座
古代宫殿和5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遗产，自
朝鲜王朝时期成为都城以来，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

提供旅游帮助和英文、日文与中文的翻译服务。

首尔游客可以在韩屋村（韩国传统民居）体验过去的生
活方式，学做泡菜（kimchi）和传统手工艺品，学习跆

■

快速处理旅游景点或附近出现的不便之处或投诉

拳道，尝试制作马格利酒（韩国米酒），也可以在寺庙

问题。

内借宿一晚。

大韩民国警察厅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5~10月的旅

总之，首尔有许多刺激、独特的项目等待游客前去

游旺季期间，所有犯罪案件中旅游犯罪占52.2％，而在

体验。首尔还拥有强大的信息技术基础，可以随时随地

1~3月和11~12月的旅游淡季期间，旅游犯罪占47.8％。

上网，同时会提供各类应用软件以方便人们的生活。这

21

2016年城市旅游中心的旅游犯罪占53.5%，其余地区的

座城市的特色随处可见——知识服务、数字馆以及三星

旅游犯罪占 46.5%。22该数据表明，旅游中心犯罪率较高

电子的展示区，为人们提供了未来高科技信息产品的全

的原因之一可能与旅游业有关，再者就是大多数旅游中

新体验。

心位于城市中心，上班族人数众多，流动量巨大。
对于韩国流行音乐、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粉丝来
说，游览首尔的理由格外充分。这里有电视剧《来自星
星的你》中千颂伊出入的美容院，李敏镐经常光顾的咖
啡厅，以及BigBang乐队钟爱的购物点！另外首尔各地
都在拍偶像剧，说不定能偶遇一位韩流明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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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

公共交通

共享经济

负责运营首尔综合实时交通管理系统的交通运营和
信息服务中心（TOPIS）表示，中心城区的所有交通灯均

根据各类度假租赁和房屋分享平台的数据，首尔约
有63600个共享房间。

23

与系统连接，TOPIS控制中心约30000台闭路电视系统会
显示出相关信息。27

首尔市政府有两个共享平台：汽车共享平台
（www.seoulnanumcar.com）和自行车共享平台
（www.bike.seoul.go.kr）。首尔市设施管理公司发布
的《公共自行车综合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人均共享
自行车0.08辆。

24

首尔市高速公路交通控制中心通过可变交通信息标
志（VMS）、互联网和无线电为市民提供实时交通信
息，利用高科技视频仪和安装在道路上的闭路电视收集
数据并进行分析，解决主要公路通行不畅的问题，缓解
交通堵塞情况。

首尔市政府发布的文章25指出，2016年共有3377辆
共享汽车，注册用户达到897000人，平均每天约有4200
26

个用户使用，或每年有153万用户使用。韩国Bizwire 引
用的一份报告显示，共享汽车的使用数量以每年60％的
速度持续增长。车辆分为普通车辆和电动车辆，共享电

首尔TOPIS为用户提供巴士路线图和实时巴士出发
及到达信息，并根据每条道路交通状况的实时信息提供
“最快路线”搜索服务，帮助用户比较汽车、公交车和
地铁等交通方式以及不同优选路线之间的差异，选择最
优路线出行。28

动汽车预期会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类型。首尔有几家经
营拼车业务的企业，如Carpool Korea和SOCAR，可提

首尔有几款应用程序可供公众以及游客使用，包

供8100多辆汽车，每年用户超过260万人，年增长率高

括：便利上班族的Naver Maps，涵盖当地商店信息的

达60%。

Daum Maps；Metroid、Jiachul、智能地铁（Smart
Subway）和地铁韩国（Subway Korea）等跟地铁相

智慧城市

关的应用程序；Taxi Help、Kakao Taxi、Seoul Bus和
Korail Talk等预约应用程序。

首尔市政府同时与三大电信通讯公司合作，设置了
8697处接入点，覆盖面积达19.5平方千米。每个接入点
的Wi-Fi服务区面积为2.8平方千米。

目前，首尔市政府利用传感器监控水、交通、停车
场、公交需求、空气质量和公共照明的状态，将救护
车、紧急/灾难响应、火灾、治安、天气、运输和空气质
量的实时数据直接传至市民和市长数字办公室平台（仪
表盘）以及TOPIS中心（连接警方、天气预报中心等机构
的闭路电视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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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烧酒制作

14.3. 成功案例
14.3.1

首尔的未来传承项目

■

韩国不少父子曾经一同光顾的一家老式理发店。

■

以前每天清晨都散发着芝麻油香味、上方飘着一缕
轻烟的磨坊。

引言

首尔的未来传承项目具有前瞻性，目的是根据韩国
近代早期和现代历史确立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后
代保留下来。这类遗产的背景涵盖了重要的名人故事、

■

一家制衣历史超过100年的裁缝店。

■

一处记载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劳动者喜怒哀愁
的工业生产基地。

历史大事件以及日常生活写照。这些文化遗产景点将成
为韩国近代和古代文化及历史遗产的补充。

关键策略及举措
2013—2014年，首尔市政府参考公民和专家的建
议，确定了1600多个首尔未来传承候选项目，后经过专
家审议和所有者同意，最终敲定345个项目。

产，例如：

■

一套传统的烧酒生产设备。
最近，所谓的“复古症候群”（retro syndrome）

席卷整个韩国，例如2013年播放的韩剧《请回答1994》
和鹰牌咖啡厅（Eagle Café）为该剧的主要拍摄背景，
出现在许多剧集中。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鹰牌咖
啡厅一直是新村地区大学生的聚会场所。据说那个时候

著名韩国歌曲《Milky Way in the Blue Sky》的作
曲者Yun Geuk-yeong的故居。

一位男士40年前初次见到他妻子的餐厅。

快速走红，激起了民众对首尔近现代的怀旧情绪。新村

这些被列为首尔未来传承的项目涵盖了各类文化资

■

■

在新村上大学的人都知道鹰牌咖啡厅，2014年鹰牌咖啡
厅被选为首尔未来传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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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市政府给所有者发放首尔未来传承证书，并给

■

这些地方贴上识别标记，证实其保存价值，引导更多公

住房共享：市区私人出租房904间（790间普通房
屋，114间韩式传统房屋）。

民认识到保护未来传承项目的价值。
■

成果和影响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不同年代的共鸣”项目（209
个，267位大学生同年长居民相互交流）。

首尔未来传承项目凸显出政府的前瞻性，该方案既

■

通过Airbnb、Couch Surﬁng、Kozaza和BnBHero

能丰富城市文化遗产，提高城市魅力，又能将旅游业收

等平台共享旅游住宿（2016年共有63594套）；首

益以更为公平的方式发放至城市社区。首尔市政府借助

尔“Ddareungi”自行车共享（约5600辆自行车，

社区广大群众的力量确定未来传承项目，唤起市民对遗

位于首尔中心和主要地区）。

产的强烈保护意识，同时将未来传承项目展示给游客，
这一点尤为有趣。

■

共享汽车：3377辆汽车，89.7万名会员，平均每天
用户数量4200人。

14.3.2

首尔市共享工程
■

引言

通、旅游和行政信息在内的大数据。
为了创建一个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且更宜居住的城

市，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2012年首尔市政府通过
了“首尔共享城市”的相关政策和项目，将“共享”概
念融入首尔100万居民的生活之中，旨在建立共享经济生
态系统，推广共享文化。

关键策略及举措

“首尔共享城市”项目涉及25个地区办事处、教育

首尔市政府旅游部门工作官员提供的数据显示，首
尔共享经济增长迅速，每2~3年，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和
共享旅游住宿等领域的经济收益至少翻一番。首尔市政
府每年举办一次“分享节”，为公民提供平台，体验首
尔的共享政策和共享经济，同时为公民开设论坛，讨论
“共享首尔”政策和项目的未来方向。

成果和影响

办公室和学校的积极合作，并且确立了许多共享促进条
例，设立了委员会。政府力求增强共享计划与公民生活
的相关性，具体促进措施如下：

■

公共数据共享：4237个案例和统计数据，包括交

公共空间共享：1145处公共场所，每年使用频率约
230000次。

■

公共停车场共享：1260个车位，全天候使用。

■

童装共享（290000件），工具库共享（130个），

首尔的经验表明，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和项目施行
方案，进而带动共享经济，增强可持续性这一策略十分
重要；公民、各地区和商业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十分重要；应用“大数据”分析来监测和
反馈结果也十分重要。

玩具共享（47家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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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
南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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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特虎克 (Noordhoek)和豪特湾（Hout Bay）之间的查普曼峰山路

15.1 引言
15.1.1

15.1.2 基础设施、交通和联通性

基本介绍

开普敦市拥有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设有机场、港
口、道路、公交及铁路交通网络，为居民和各国游客提

开普敦是南非第二大城市，也是最古老的城市，是

供各项服务。

南非的立法首都，位于南非西南角，临近好望角。开普
敦大都市区面积达2461平方千米，人口总数约为400万
1

开普敦国际机场是南非第二繁忙、非洲第三繁忙的

（2016年的估算数据） ，是除约翰内斯堡以外人口最多

机场。机场距离市中心约20公里，是开普敦大都市区

的城市，GDP占全国GDP的11%（2015年）。

内唯一提供定期客运服务的机场。机场记录数据显示，
2015年机场国际到达人数高达170万3。

作为世界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开普敦是南非移
民和外籍人士的主要城市。人口比例为：有色（混血）

15.1.3 主要景点概述

人种占42%，黑人占39％，白人占16％，亚洲人种及其
市内主要景点包括：

他占3％。2

开普敦属于地中海气候，冬季温和湿润，夏季干燥温

■

桌山，位于壮丽的桌山国家公园。

■

城市碗（City Bowl），一片天然形成、犹如圆形剧

暖。旅游旺季一般为10月至次年3月，淡季为4月至9月。

开普敦是南非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是全球极受欢

场的地区，四周分别为桌湾（Table Bay）、信号山

迎的旅游城市。其自然美景、市区景观、沙滩、地中海

（Signal Hill）、狮头峰（Lion's Head）和魔鬼峰

气候和发达的基础设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Devil's P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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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角，开普半岛东南角的一处岬角。

■

佳美食之都”。

罗宾岛，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被囚禁在这里长达
27年。

■

15.1.4 旅游客流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Victoria & Alfred

据估计，旅游业为“母亲城”带来了150亿南非兰特

Waterfront），南非客流量最大的旅游目的地。

■

（11亿美元）的收入，是开普敦经济的主要来源，占西
开普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康斯坦博西国家植物园（Kirstenbosch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之一。

■

自1994年民主转型以来，南非旅游业开始稳步、快
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晚期至21世纪初期，开普敦以及

康士坦夏农庄（Groot Constantia），南非最古老

南非其余地区的旅游人数出现了强劲增长，平均年增长

的葡萄酒生产地。

率在8%到10%之间。

美食、夜生活和娱乐是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休闲

2010年，南非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一时举世瞩

度假的其他重要因素。多年来，开普敦被人们亲切地称

目，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游客人数大幅上升，超过140

为“母亲城”，获得颇多赞誉和称号，依靠独特魅力成

万人。2010年前往开普敦的海外游客比2009年增加了

为一个令人振奋的旅游城市。

13％，增长数量超过16.5万人（见图15.1）。

近日，在由英国《每日电讯报》举办的2015—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南非的游客数量有所下

2016年度“旅行奖”评选活动中开普敦（连续四年）

降，但开普敦表现依然强劲，2015年游客人数达到2009

当选“世界最佳城市”，它还获得康泰纳仕（Condé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估计，2009到2015年间，开普敦

Nast）旗下广受好评的旅游杂志《悦游》“读者之选”

的国际游客数量平均每年增长4.2%，2015年国际游客数

大奖（Reader's Choice Awards），被誉为“全球最

图15.1 2009—2015年开普敦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10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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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非开普敦桑顿旅游业经济价值趋势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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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约为150万，同期直接消费总量从2009年的113亿南非

15.1.6 经济影响

兰特（9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151亿南非兰特（11亿
虽然本地居民在旅游行业的直接就业占比不得而

美元）。

知，但是据了解，2015年，旅游业雇员超过54000人
相比之下，在开普敦过夜的国内游客数量呈下降趋
势——从2009年的110万下降到2015年的70万左右。然
而，期间国内旅游消费总量从11亿南非兰特增至17亿南
非兰特。4

15.1.5

旅游客源市场和季节性变动

开普敦旅游局（CTT）的最新数据（2016年）显
示，绝大部分游客是欧洲人，以德国人和英国人为首。

（固定员工38838人，临时员工15489人），高于2014年
估计的49000人。6

15.1.7 旅游企业
全市共有3900多家旅游企业，包括2700多家各种类
型的住宿旅馆、近390家餐馆和420多个旅游景点，为国
内外游客提供各项服务。此外，还有170处会议场馆，用
于商务及其他活动（见表15.1）。

其余游客数量排在前十的国家分别为：南非（国内游
客）、美国、纳米比亚、荷兰、法国、中国、加拿大和
瑞士。

开普敦的旅游业绩随季节有所浮动，冬季游客较
少，收入也相应减少。旺季（10月至次年3月）平均入住
率可达71.8%，淡季（4月至9月）则降至55.2%。5

表15.1 开普敦旅游企业类型
企业类型

数量

经济型酒店（B&B）

340

度假村、房车公园和露营地

17

宾馆

1127

背包客栈

30

酒店

183

旅馆

70

自助式场所

975

会议场所

170

运输经营商、旅游经营商和导游

204

景点

424

餐厅

389

合计

3929

来源：南非开普敦桑顿旅游业经济价值趋势监测研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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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山索道

15.2 关键业绩领域
15.2.1

开普敦旅游局的主要功能：

旅游城市管理

■

会员提供一系列福利，包括认证、网络会议、市场

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架构

洞察、在游客中心提供宣传册展示空间以及各种营
销推广的机会。

开普敦的旅游业务由开普敦市政府同开普敦旅游局
（CTT）合作管理，CTT是该城的官方旅游营销组织。

■

游客服务：CTT在全市战略要地设有6个游客信息
中心、1处联络中心和多处移动信息中心，为游客

开普敦市政府授权旅游部门管理当地旅游业务，旅

提供当地和其他区域的信息服务，同时还提供各种

游部门的核心职能包括旅游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旅游

预订服务，包括住宿、旅游和活动的预订，南非国

监管、旅游产品开发、培训和能力建设、提供旅游基础

家公园门票的预订，以及各项活动和交通的预订。

设施和服务等。

另外也出售城市地图、明信片和当地工艺品等系列
产品。

CTT成立于2004年，是由开普敦旅游企业自发组成
的行业协会，后来承担提供游客服务和旅游营销的责
任。CTT属于非营利性组织，从开普敦市政府获得活动资
金的同时，也通过会员服务、预订服务、产品销售、门
票销售等业务获取资金。

行业服务：CTT为近1300家旅游企业提供基地，为

■

旅游市场营销：CTT的市场推广服务重点在于向国
内和国际市场推广该市的标志性景点和产品，同时
对市内知名度较小的景点进行宣传。CTT还负责参
加全球的商品贸易会和展览会，选择目标市场进行
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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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活动由CTT的旅游委员会（Tourism

该市采取协作方式制定政策，从本部门和其他部门

Board）负责监督和指导，委员会由行业成员和当地的

以及当地社区的利益相关方寻求意见。全面的公众参与

政府代表组成。目前，旅游委员会有14名成员，其中有2

方式确保了公民和利益群体的广泛参与度。

名增选委员。
开普敦旅游局和开普敦市政府联合设定了一个大胆
CTT的公私合作模式被世界旅游业的许多负责人视为

的目标，计划到2020年，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加倍，

最佳实践的典范。CTT应邀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城

并且以可持续的方式确保经济效益，支撑未来的进一步

市和商业理事会（UNWTO Destination and Business

发展。

Council）任职，并连续两年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
大会上展示开普敦市的旅游模式。

市场营销策略和独特卖点

CTT是一个以游客为中心的组织，它不断提升自我，

自然风光、文化历史、城市景观和先进的旅游基础

以应对行业挑战和趋势变化。CTT的口号是“做革新的领

设施都是开普敦的特点，能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

导者，与游客保持密切联系”。

然而，热情、友善的市民才是开普敦最不同寻常的特
点。因此，开普敦旅游的独特卖点是它的市民。

旅游业发展政策
开普敦旅游局在做城市营销和定位时将人看作城市
开普敦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旅游业发展，以此创

魅力的一部分。已经启动的几项产品和活动策略性地利

造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普敦遵循城市

用当地人的力量为开普敦的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鼓励

旅游发展框架和政策文件的总体指导方针，开展旅游营

游客“像当地人”那样感受这座城市。

销和推广工作，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南非第一旅游城
市，以旅游业带动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效益和创
造就业机会”的目标与愿景。

开普敦旅游局时刻铭记纳尔逊·曼德拉的一句话：
“如果你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脑子
里；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流，他会记在心里。”

开 普 敦 的 五 年 旅 游 发 展 框 架 （ T D F） 与 该 市 的 五
年综合发展计划（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

“爱上开普敦”（Love Cape Town）是这个城市

（IDP）一致。IDP为城市发展提供战略框架——包括社

的品牌主张，它结合城市的景点、居民和社区，与游客

会、经济、环境、空间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将开普敦

形成独特的情感联系，许游客一个真实、身临其境的假

建设成为包容、安全、关爱并且运行良好的机遇之城。

日体验。

IDP指出旅游业及相关活动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
关键。

围绕“爱上开普敦”的标签，旅游局打造了一个核
心项目，鼓励开普敦市民和游客创建城市的相关内容，

2013年，新的五年旅游发展框架（2013—2017年）

帮助潜在的消费者获得对等信息，让他们浏览评论，做

出炉。在全球及地方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面对旅游

到心中有数。该项目已经获得巨大成功，游客参与度极

行业的挑战与机遇，TDF指明了新的旅游业发展战略重点

高，迄今为止，它的Facebook上已有450000人点赞，

领域、目标、关键举措、项目和实施指南。

推特（Twitter）账号有125000人关注，Instagram账号
有37400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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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的移动信息中心：Thando Family

1.“在Facebook上发送你的开普敦之旅”活动

■

帮助开普敦旅游局赢得2013年旅游休闲社交媒体奖
项（Travel + Leisure SMITTY）的“全球最佳社交媒

2012年，开普敦旅游局利用Facebook工具，通过
一款名为“我的开普敦假日”的互动旅游游戏介绍城市及

体使用奖”（Best Overall Use of Social Media,
CVB, Global）。

市内大大小小的景点。该活动的推出形式是观察参与者
Facebook上“去开普敦度假”的信息，并为2013年2月

2. 移动游客信息中心

宣布的三位幸运获胜者提供一次真正的开普敦度假之旅。
由于使用移动和门户网站获取开普敦信息的游客越
用户把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实地五日游”的信息

来越多，2014年，开普敦旅游局启动了非洲第一家移动

发布在Facebook上，间接成为开普敦旅游局的传播渠

游客信息中心（VIC），起名为Thando（科萨语中的

道，将开普敦市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出去。为了创造这些

“爱”），这样无论游客和市民身在何处，都能得到CTT

内容，用户在150个观看点拍摄了视频，编写了400多个

提供的服务。

状态更新，拍摄了10000张假期快照。活动获得了巨大
移动游客信息车辆（Thando）由热心的CTT团队成

成功，具体成果有：

员操控，根据活动热点和季节性热点停放在人流量和车
■

近8000人真的去了开普敦。

流量密集的区域，提供信息服务。第一辆也是最大的一
辆Thando有一个内置办公室，可以帮助游客预订住宿或

■

超过350000名潜在游客参与了此次活动。

购买活动和节目的门票。还有一块醒目的休闲区，设有
本地特色的桌椅，为游客提供免费wiﬁ。

■

仅在Facebook上就有约50万次展示。
CTT积极鼓励游客在社交媒体中使用“thando”，

■

荣获2013年戛纳国际创意节品牌内容奖项的“金狮

促进游客与社区的互动。Thando团队的报告显示，2016

奖”——仅有的两个南非金奖之一。

年Thando与游客之间的互动超过43000次，占开普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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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局线上游客互动总数的25％。

15.2.2

针对开普敦和西开普省，政府制定了明确的《综合活
动战略规划》（2014—2030年）（Integrated Events

社会和文化视角

文化发展策略

开普敦是南非第二个（在约翰内斯堡之后）成立
艺术和文化部的城市，也是第一个制定艺术、文化和
创意产业政策（2014年）的城市。城市的主要策略和
计划有《综合发展计划》（2013年）（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开普敦文化遗产旅游战略和

Strategy），促进活动产业的发展，以举办活动为跳
板，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8

在2015/2016财政年度内，开普敦旅游局为1215场
（同比增长102％）活动提供了宣传支持和旅游服务，约
106项重大活动由开普敦市支持举办，而2014/2015财政
年度仅有80项重大活动，其中39项为国际活动，高于去
年的32项。

行动计划》（2010年）（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for Cape Town）、《西开
普省设计战略》（2013年）（Western Cape Design
Strategy）等。

过去几年的活动参与趋势表明，开普敦举办商务和
休闲活动的次数会持续增长。

社区态度与参与

开普敦市目前有13个艺术和文化设施，其中2个是
当地历史博物馆，还有2个是剧院。用于文化的拨款总
计1800万南非兰特（140万美元）（含工资但不包括资
本支出）。1300万南非兰特用于建设新的景点、整修和
改善现有文化基础设施。另外，120万南非兰特（91440

开普敦市每年都进行一次社区满意度调查。它用独
立研究的方法衡量居民对城市业绩的看法和满意度，进
而加强服务提供，指导运营计划和实施方式。调查样本
总量为3000人。

美元）用于维修和保养工作，25万南非兰特（19000美
元）用于启用这些设施。

本地旅游业的业绩从三个方面进行衡量。过去3年，
居民满意度得分稳步提高（见表15.2）。

开普敦市政府负责管理一部分公共古迹（133处），
估计其中有30％需要采取保护措施。7

多年来，该市一直在开展艺术、文化和创意产业方
面的规划和项目，许多部门都参与其中，如市区规划、
社会发展、体育和娱乐、公园和森林、图书馆服务、环
境和遗产、旅游、经济发展和文化艺术等部门。

活动

开普敦举办过各种本地活动和国际活动，有音乐会
和文化节，也有商务会议和国际体育比赛，逾200万居民
和游客参与其中（2016年）。
开普敦计划将自身打造成“非洲的活动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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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和包容性

开普敦还启动了旅游安全和支持计划（TSSP），专
为遇险的外国游客提供行动及情感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从国家层面看，旅游部门62%的工作岗位为女性，远
远高出女性在整个经济的工作岗位占比（45％）。

负责善后工作。该计划包括了交流沟通，可以帮助防范
针对游客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影响旅游业的突发事件或
危机的应对措施。

开普敦市政府开设了一个通用无障碍网站（www.
ctuat.co.za），为残障人士和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各种
配备无障碍功能/设施的景点信息和服务信息。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警方和开普敦的住宿行
业请求TSSP协助的事件为21次。

参照《南非国家分级方案》（South Africa

事实证明，开普敦为改善和加强城市安全采取的各

National Grading Scheme），在开普敦所有具备等级

种措施在游客的评价和满意度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开普

的机构和房间中，可以“无障碍通行”的机构和房间占

敦旅游局的旅客满意度调查（2015年4月至9月）结果显

比分别为2%（629）和17%（14183），低于国家平均水

示，超过2/3（69％）的游客对游玩期间个人的安全保障

平，但高于西开普省整体水平。

问题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20％的游客没有明确表态，只
有1/10（11％）的游客表示不满或十分不满。

安全和保障
真实性
若外国游客在开普敦遇到犯罪行为，城市在游客心
中的印象就会大打折扣，这样可能导致游客人数减少，
因此安全和保障仍然是开普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由于世界上越来越多旅行者崇尚“像当地人一样”
旅游，开普敦旅游局（CTT）正在积极推动社区旅游服
务。CTT提供不同区域的邻里指南，里面包括“吃饭、

201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举办前夕，开普敦市区发生

游玩和住宿”的具体建议。CTT最近推出了《爱上开普敦

的犯罪事件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那以后，开

邻里》系列视频（Love Cape Town Neighbourhoods

普敦在安全问题上格外警惕，加强了公共安全措施，在公

Video Series）纪录片，以当地居民的视角帮助人们探

共场所增派警力，并给整个城市安装视频监控。

索城市最受欢迎的街区。有关该活动的更多详情，请参
阅报告的展示部分。

表15.2 居民对当地旅游业的满意度（2013—2014年）
指标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2013/2014

您所在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如旅游景点、旅游标识等

2.4

2.2

2.4

2.6

您在开普敦从旅游业中受益的程度

2.4

2.2

2.3

2.6

您所在地区的旅游服务，如旅游信息、办公、餐馆等。

2.3

2.2

2.3

2.6

整体得分

2.4

2.2

2.3

2.6

注释：5分制评分标准 1=差，2=一般，3=好，4=很好，5=优秀。
来源：开普敦市政府（2010—2014年），开普敦社区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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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Verde是南非最环保的酒店，也是非洲第一家提供碳中和食宿和会议设施的酒店

开普敦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为真实的旅游体验提供了

15.2.3 环境视角

丰富多样的资源基础，体现了社区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态
度。为了让游客拥有真实、身临其境的体验，CTT推出了

可持续旅游业战略

一些特别的线路，如开普敦排名前50的“当地人最爱”
开普敦一直处于南非乃至全球“负责任旅游”实践

餐厅。参观当地的葡萄酒庄园，亲自品尝美食和美酒，
保证游客能够得到真实的体验。

的前沿，它将负责任旅游纳入《旅游发展框架》第一版
的基本原则之中。

若想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和传统，可以考虑CTT正在推
该城是《在旅游目的地进行负责任旅游的开普敦宣

广的“沉浸式”旅游产品，如“烹饪之旅”“乡村福音
之旅”“文化城市徒步之旅”等。例如，当地旅游公司
Andulela（http://andulela.com）专门提供互动式旅
游体验，让参与者同当地社区和家庭一道，亲自参与各
种项目（如烹饪、音乐、艺术、手工艺等）。

言》的诞生地。2002年，第一次负责任旅游国际会议在
开普敦召开，20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宣言，确定了负
责任旅游“为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之地、更好的旅游之
地”的概念。
2009年，开普敦主要的旅游组织和合作伙伴组成
的全市负责任旅游行动小组以及开普敦市政府顾问委
员会，牵头制订了开普敦的《负责任旅游政策和行动
计划》（Responsible Tourism Policy and Action
Plan）。9

此外，在首次制定《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的过程
中，开普敦同主要的一些旅游组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普敦市政府及旅游部门承诺实施负责任旅游制度。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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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确定了七个重要事项：减少水和能源的使用、减少废

和旅游业务实施研讨会。

物的产生、通过培养技能增强当地人民的福祉、购买本
地产品和服务、慈善捐赠以及支持本地企业。10

2016年，开普敦市政府旅游部门在一次创新性试验

■

中组织了一次“责任旅游（RT）挑战”活动，指导4
多年来，为了让负责任旅游成为主流，开普敦市针

家小型住宿机构在6个月内实践可持续运营。在此期

对旅游业、居民以及游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重点如下。

间，他们将“负责任旅游历程”持续分享到线上，
这样其他旅游企业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运营过程、业

2009年，开普敦在世界环境日发布了开普敦

绩和成本节约效果。

绿色地图（Cape Town Green Map）（www.
capetowngreenmap.co.za），它是非洲第一张绿色

从长远考虑，相关工作也在中小学及大学中展开，增

■

地图，也是世界上首个在线绿色地图，主要标注绿色空

强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对负责任旅游原则和做法的认

间、各生物生活的热点区域、可持续生活项目、当地绿

知，提高未来一代的环境警觉性，让他们无论是做普

色事件、绿色住宿、公平交易等。

通公民还是在旅游业就业，都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绿色地图”项目起初是“绿色目标2010”

密度

（Green Goal 2010）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2010年
世界杯™成为最绿色、最环保的世界杯。地图由Open

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比例可以用来衡量游客接待区和

Green Map（一种交互式绘图工具，可快速分享绿色地

当地旅游景点的环境和社会资源所受的潜在压力，也可

点）提供支持，可为当地居民以及想让假期变得更为环

以用来衡量季节性压力。

保、培养环保意识的游客提供信息来源。
据统计，开普敦平均每100名居民对应的游客数量为
地图打印版本可以从网站上下载。目前有8个版本的

18.1人（2015年CTT数据），旺季比例远高于淡季。此

绿色地图，每个版本的主题不同，突出的绿色区域也不

外，数百万国内民众选择开普敦一日游，也对城市造成

同。开普敦旅游局的所有游客信息中心都免费提供印刷

了额外的资源压力。2015年，作为一项指标，西开普省

版本的地图。自项目开始以来，开普敦绿色地图网站上

的国内一日游数量达到720万。11根据2011年开普敦市政

共有537处绿地和项目被列入名单。

府发展信息（Development Information）小组对国内
旅游调查的原始数据推断，西开普省内近1/3（32％）的
短途旅行目标城市是开普敦。12

其他举措包括：

■

开普敦的负责任旅游网站（https://

经与开普敦市政府、行业合作伙伴和省政府磋商，

responsiblecapetown.co.za）已成为城市负责任

CTT成功启动了一项新计划，将开普敦重新定位为全年开

旅游信息的中心，鼓励旅游企业以更负责任的态度

放的旅游城市，号称“开普敦365”，为商业和休闲旅游

自我管理、自我运营、自我推销。网站分为工具、

业的利益相关方提供综合活动日历。

案例研究、操作指南、活动和博客等版块。网络社
交媒体还可以增强人们对负责任旅游实践的认知和

2015年，一项全新的城市旅游营销活动——“周
末，你好”（Hello Weekend）启动，为开普敦做

接受程度。

全年宣传。同时专用网站（http://helloweekend.
■

开展年度责任旅游周，召开旅游协会会员信息会议

capetown）开通，展示了系列主题周末活动，每年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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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都有价格合理且独特的体验项目。

一系列强硬政策。 每千人拥有的公共开放空间（POS）
为1.08公顷。13

该活动主要为了吸引淡季时期的游客，最终获得成
2011年非洲绿色城市指数（African Green City

效，国内预订量增加了21％。季节性指数显示，大多数
指标的季节差异缩小。

Index）显示，非洲15个城市中，开普敦的绿色空间最
多，估计人均绿地面积为289平方米，约为整体平均指
数，即74平方米的4倍。14

公共绿地

开普敦拥有丰富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生物多样性热

尽管开普敦目前没有全面的树木或树冠数据库，但

点、充裕的绿色空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设有

根据2015年开普敦市政府的树木管理政策，开普敦将绘

国家公园的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加上地区公园、社区

制现有树木并确定评估方法，以便了解城市树木资产的

公园和生物多样性区域，全市共有3571个公园。保护

经济、遗产、环境和社会价值。

区、保留区和水库总面积约54000公顷，占全市土地总
面积的22％。开普敦为保护绿地和环境敏感地区制定了

爱上开普敦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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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开普敦邻里

15.3 成功案例

目标

15.3.1 “爱上开普敦邻里”活动
引言

“像当地人一样旅行”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流行
趋势，而是大多旅行者深入了解某旅游城市不可或缺的一

■

讲述街区活动和人员方面的情况。

■

突出地区意想不到的地方和区域文化。

■

让游客进入街区，利用游客的经历和当地产品做
宣传。

部分。开普敦旅游局团队顺应趋势，决定发布系列视频，
希望游客从中受到启发，在开普敦体验到意外之喜。

■

《爱上开普敦邻里》系列视频的构想思路是，从当
地居民的视角帮助人们探索“母亲城”最受欢迎的街
区。这些视频由本地人拍摄，通过采访街区附近居住和
玩耍的人们，鼓励观众像当地人一样享受街区生活。这

关键策略及举措

■

■

展示出乎意料的地方/特色产品，深入地区核心——
重点放在艺术和文化、美食和生活方式方面。

这一活动还能激起世界各地游客对开普敦的探索
兴趣。

与街区的4至5名当地企业负责人/有影响力的人/居
民进行访谈，了解该地区有什么独具特色的地方。

些有趣的视频富有洞察力且深入人心，目的在于鼓励游
客到这些街区亲身体验生活。

跟观众互动，鼓励他们“像当地人一样旅行”。

■

视频中要穿插符合故事情节的开普敦旅游局的成员。

■

《爱上开普敦邻里》视频系列的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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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V&A Waterfront）

每个系列视频都包含标准内容和宣传月份的特定内

成果和影响

容，主要以街区为重点对象。所有视频都发布在“爱上
2016年共制作了7部视频，计划2017年再拍摄5部。

开普敦”的网站上（www.capetown.travel）。

《爱上开普敦邻里》系列视频受到新闻报道的广泛关注
宣传月期间，根据每个社区提供的条件实施各种营
销策略。包括：

■

和报道，收到业界、社区、居民和游客的积极反馈，已
获得超过120000次的点击量。

更重要的是，这些视频引起了观众自发的、积极的

宣传月之前做的幕后花絮推广。

回应。
■

视频、30秒视频剪辑、文章和图片推广帖子。

■

突出特色体验及特色活动背后的人物。

■

南非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播放视频。

■

参加开普敦旅游局的年度、季节性促销活动。

■

都市区各游客信息中心播放宣传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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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

维多利亚阿尔弗雷德码头

关键策略及举措

（The V&A Waterfront）
自2008年以来，V＆A已投入5800万南非兰特（430
引言

万美元）用于节能、节水和废物回收。 企业股东开始实
施绿色财产计划，以保证整个运营过程符合环境的可持
V＆A Waterfront（Victoria＆Alfred, 以下简称

“V＆A”）建于1988年，是非洲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

续发展，提高效率并节省成本。其中包括几个方面的努
力，例如：

一，每年接待游客2500万人次。码头位于南半球最古老
的工作港口，背靠桌山，面向一望无际的大海。
V＆A不仅是南非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国家

■

设计和施工。

■

采购。

■

交通和车辆维修。

■

生物多样性管理。

■

资源管理（水，电，气，废物等）。

■

社区参与等。

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一个对社会、经济和环境负责的项
目，其建立目的是为国家的公民—不管是蓝筹企业还是
将V＆A当作家园的小型企业家—创造和培育机会。
V＆A是一个多用途开发项目，占地300英亩（约
121.4公顷），为当地和国际游客提供住宅区和商业区，
其中包括酒店、商店、餐厅、休闲和娱乐设施。V＆A不
仅仅是遗产型景区和旅游景点，码头内还设有酒店、零
售区、住宅区、企业办公室、市场以及即将建成的蔡茨
非洲当代艺术博物馆（Zeitz MOCCA），博物馆将成为

采取的措施包括：

世界上最大的非洲及其侨民的当代艺术收藏地。
交通基础设施：为了减少汽车使用数量，减少碳足
每天约有21800人在V＆A工作，1500人在那里生活，

迹，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V＆A实施了如下措施。

一到旺季，每天有18万游客前往V＆A参观游玩。除了现有
员工，另有17500多名兼职员工依靠V＆A维持生计。

■

考虑到安全和停车位的数量，将车队数量从50减到
26，并购买16辆自行车。

过去的12年间，V＆A为南非经济创造了3350亿南非
兰特（258亿美元）的收入。

■

提供公共自行车和摩托车设施，开设专用自行车
道，安装自行车架和摩托车停车设施。

目标
V&A的愿景是打造首屈一指的负责任旅游景点，成
为良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标杆城市。V&A被当作一家专
业、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进行管理，它懂得自身的运营
可能对环境产生的种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方法、
合适的产品/设备、系统和流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能
使V&A成为最佳旅游目的地，游客和V&A内外的社区也
会从中获益。

■

提供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如轿车出租车，MyCiti巴
士服务（快速巴士交通系统），Golden Arrow巴
士服务和水上的士。

园林绿化：生物多样性管理包括广泛种植本地植
物，种植1450棵树，引入滴灌灌溉以减少耗水量和水资
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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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采取若干措施来减少水、电和气的使用

成果和影响

量，对废物回收利用。具体包括：
■
■

使用节水型厕所和小便池，所有卫生间安装感应水

V＆A车队的减少有助于整体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了20083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龙头，进行滴灌并灵活调整灌溉时间。
■
■

尽量减少废物生成，回收利用垃圾，减少垃圾填埋

与之前的灌溉系统相比，滴灌灌溉系统的耗水量减
少了60％。

量。引入新的废物收费方式，鼓励租户从源头上减
少浪费。

■

超过40％的垃圾得以回收利用，相当于每年可以减
少近12000吨垃圾进入垃圾填埋场。

■

在已有的9个屋顶上方安装了太阳能板，利用太阳能
资源。

■

由于采用了海水冷却系统，每月可节约9000立方米
水资源，相当于每年节省150万南非兰特。

■

购物区广泛采用自然光线，主要购物中心的所有灯
光在白天全部关闭。

■

以2008/2009年度为基准，能源消耗总量整体节省
16％，相当于每年节省1160万南非兰特。安装太阳

■

建筑物内安装LED照明。开展教育工程，鼓励购物中

能电池板的9个屋顶目前每年可产生100万兆瓦时的

心入驻商户尽可能使用节能LED灯来装点门店或替换

电量。

旧的照明设备。

■

■

四年来碳排放量减少了近34000公吨。

■

自2002年以来，V＆A创造的就业岗位总数增加

使用海水冷却系统，安装新一代空调机组（分区冷
却）以减少能源消耗。

了57％。预计到2026年，当前的项目将额外创造
19000个就业机会。

绿色建筑：景区内许多建筑物都满足南非绿色建筑
委员会的规定和要求，其中有几个获得了“现有建筑

V＆A仍然是南非客流量最大的景区之一。它一直是

物”四星级评级。

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的候选项，并获得享负盛名的“世
可持续发展企业：V＆A同样关心企业发展，专门在

界负责任旅游：最佳目的地负责任旅游奖”（2014）。

景区内建立了流域中心（Watershed Centre），为非
洲大陆的手艺、艺术、设计和时尚提供了发展基地。工
艺品市场为150位小型手工业者提供了场所，并为他们提
供空间和培训（以及招揽客源），帮助他们成功开办可
持续发展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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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博西植物园（Kirstenbosch Botanical Gardens）内的高架人行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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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
本报告在城市旅游方面，为旅游行业和利益相关方

比如：交通拥挤、公共空间、能源效率、温室气体

提供了大量成功因素和优秀范例。每个城市选择的相关

排放、空气质量、水土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旅游策略丰富多样，并且在旅游管理方面都独树一帜。

城市系统不够完善。

不管怎样，所有成功发展的旅游城市都具备几个核心要
素：（1）与旅游行业及其相关行业联合，并形成了对城

■

缺乏一个功能完善的、能高效连通各个居民区的公
共交通网络。

市未来共同的强大的愿景；（2）社区参与以及为共同目
标而努力的意愿；（3）与城市独特的传统和文化相一致
的营销策略，以及丰富真实的旅游体验与旅游服务。

■

当地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主要挑战：

■

在将旅游业纳入市区发展，以探讨如何在旅游业和
其他相关行业间实现更紧密的政策一体化的战略方
面，不见成效。

每个城市都遵循同样的办法，即将几个关键业绩领
域纳入市区旅游管理。然而，一般来说，这种做法面临
以下挑战：

■

在城市层面，缺乏（可比较的）定量和定性数据，

■

缓解季节性影响的管理措施不当。

■

需要当地社会配合以强化城市品牌 。

导致对城市旅游业绩测评不够完善。

■

在子行业层面，各种行动计划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
及监督机制，而这些对收集精确的旅游数据十分
重要。

■

在城市环境问题上（不一定是由旅游业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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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优质的公共社区服务和便利设施。

■

需要长期的营销策略。

■

需要在城市旅游层面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

不利影响包括：“旅游业可能自毁其身”、旅游业
化以及游客体验质量下降。

■

■

■

需要考察游轮旅游对城市港口的影响。
■

产品质量及游客体验真实性受到质疑。

■

对于眼下各种不利情况引起的社会反应，如文化问

确保公私营部门持续创新创造的能力。

长期政治局面不够稳定。

题、公共便利设施过度使用问题、游客和居民的冲
突、空间竞争、犯罪等。

■

安全和治安问题。
■

■

需要更为灵活的治理、管理结构。

对于价格竞争力分析不足，这种分析是提升城市整
体旅游竞争力的关键。

■

由于新型旅游服务平台，或者说所谓的共享经济呈
指数增长，极需制定法律框架来规范该领域各类服
务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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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旅游服务平台
（或共享经济）

理解，反思和适应

将私人资产和服务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共享，即通常
所说的共享经济或互助经济，如今已成为旅游业内一个

旅游行业的数字平台，也称为新型旅游服务平台，
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它主要存在于城市地区，

极具争议的热门话题，随着这种共享经济的逐步发展，
它已经远远超出私人产品和服务简单共享的范围。

既创造各种机遇，又带来重重挑战。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近期发布的关于新型旅游服务平台（或所谓的共享经

考虑到上述问题，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提议使用一

济）的报告摘要——《理解、反思和适应》提供了关于

个新概念——新型旅游服务平台，并将它定义为“通过

这一概念的更多信息，并评估了这些平台的关联性和影

数字平台向游客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这些产

响力。（全文阅览，请前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电子图

品和服务由私人或商业实体提供，由数字平台（作为中

书馆，网址：www.e-unwto.org）

介）进行供求匹配和市场推销。

在旅游业内，私人提供服务及产品的现象不算新

关于这些遍布全球旅游城市的新型旅游服务平台，

奇，并且在旅游业诞生之初就已存在。然而在近几年，

本报告旨在从五大领域——信息、住宿、交通、食物以

这种现象通过数字平台呈指数增长，且形式多元，新型

及观光计划或者旅游活动收集进一步证据。这项研究

商业模式由此建立，其对旅游业的价值和挑战也引发社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现象是如何决定旅游业的发展方

会激烈争论。

向，确定它所带来的特定的机遇和挑战，并评估可能采
取的行动和旅游业的前景。为此，除了案头研究，联合

全球数字平台的崛起，为私人和供应商在旅游业的

国世界旅游组织还在其成员国、附属成员国和250个选定

信息、住宿、交通、食品，以及其他过去不为人知的方

城市中，对其新型旅游服务的价值与影响进行了调查。

面提供服务及产品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组织的114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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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管理组织：机遇、挑战和采取的行动

台、如何处理游客评论和反馈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指导和
支持。

在咨询过的所有旅游城市中，18个地区组织对本调

加强基于用户生成的信息平台和传统旅游咨询处或

查做出了答复。对所谓的共享经济对旅游业影响的持续

旅游信息提供商之间的合作可谓是一个深度挑战。信息

讨论，地区旅游组织与其他旅游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至关

来源双方应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对于旅游城市

重要。就这些组织当下如何处理这些服务引起的各种问

的知名度和各种平台本身，国家旅游组织、旅游城市管

题，该探索性研究提供了一些实例，第4章重点阐述了世

理组织和在线平台之间的伙伴关系十分珍贵。此外，大

界各地的具体情况和案例。总的来说，可以得出的结论

型平台和公共旅游组织之间的合作机会不仅能保证这些

是，在得益于出现的种种机遇的同时，旅游城市管理组

组织向游客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而且还能使他们更好

织（DMO）在管理影响城市当前和未来的挑战中，扮演

地帮助企业应对审查和评级。公私合作的成功案例之一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恰当管理这些平台所提供的服

便是西班牙政府的安达鲁西亚实验室，该机构旨在提升

务，旅游城市管理组织已经开始调整自身角色，并且今

安达鲁西亚地区旅游业和零售业内众多小型公司的数字

后依然如此。

和技术竞争力，以求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旅游城市。

在信息领域，旅游城市管理组织不仅要保证诸如猫

在旅游城市方面，爱彼迎等住宿服务的出现带来的

途鹰（TripAdvisor）等信息平台上信息的可信度和质

一大机遇就是，通过提高城市使用面积，或者为游客提

量，还要向可能不熟悉、不确定如何正确使用这些信息平

供新颖的旅游体验，使城市能够吸引和接待更多游客。

信息

住宿

交通

食品

旅游活动

其他领域

私人旅游服务

数字平台

消费者

供应商

中介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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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更加接近当地社区生活、增加经济实惠的酒店住

总的来说，本研究项目主要有以下发现：

宿、创意理念以及通过全球平台提升知名度，这些都是
各大城市的营销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特拉维夫—

■

新型旅游服务平台十分重要，预计未来10年其重

雅法市当局表示，通过提供更多实惠方案，在线平台吸

要性持续增加。在与新型旅游服务平台相关的五大

引了新的游客群体，尤其是年轻一代。而在过去，城市

领域（信息、住宿、交通、食品及其他旅游活动）

住宿十分昂贵，要达到这种（消费）水平更为困难。

中，信息和住宿最为重要，交通其次。就目前的重
要性排名而言，食品和其他旅游活动略靠后。

在与各个平台合作的问题上，大家的目标似乎总是
一致：找到一种既能保证服务质量又能遵守法律法规的

■

尽管挑战不断，新型旅游服务平台仍利大于弊。虽

方法。西班牙巴伦西亚旅行社认为，当前私人供应商提

然仍有一些挑战亟待解决，但正如本调查中多数研

供的旅游条件以及政府对此类活动的管控不足，导致质

究和案例表明的，新型旅游服务平台利大于弊。

量难以得到保证，进而危及旅游城市的形象和声誉。
为了确保法兰德斯地区的一般质量标准，比利时最近决

■

由此产生的机会不应转移人们对新型旅游服务平台

定，简化有关旅游住宿方面的管理条例，取而代之的是

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或环境挑战的注意力。要做

明确的安全和质量条例，传统旅游业供应商和民宿等新

到这一点，需要综合考量，其中四大治理领域十分

式住宿供应商都必须遵守这些条例。

关键：（1）旅游规划和稳定性；（2）公平竞争；
（3）消费者权益保护；（4）劳动条件。

如何区分特殊场合的住宿是由私人还是商家提供也
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旅游管理局未来要面
临的一个艰巨挑战。在维也纳，市政府已经针对现有旅
店老板和想要开旅馆的人展开了一场信息宣传活动。为
了提高公众意识和解决指导方针和法律规定缺乏的问
题，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此外，他们还更改了旅游
法规，并制定了关于公民如何使用或提供这些住宿服务
的明确标准和法律规定。第二个例子是西班牙的巴利阿
里群岛政府的旅游部门，该政府部门今年已经通过了一
项新的假日租赁法令，法令强调，在巴利阿里群岛上进
行广告宣传或商业化假日租赁活动的平台必须展示本国
官方注册号码，否则将处以巨额罚款。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旅游城市管理组织与其他旅
游局主要专注于搭建一个公平的监管框架，以及促进数
字平台和主管部门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以确保旅游业活
动符合国家或地区标准。如果管理得当，旅游城市管理
组织可以把各种机会利用起来，同时也可能成为旅游业
传统利益相关方与新兴利益相关方之间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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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望未来，三大主要方向已经确定：

适 应 新 型 旅 游 服 务 平 台 的 4 C 方 法 ：
communication（交流）， collaboration（互

1.

了解和监测：对新型旅游服务平台的了解和监测必

助），cooperation（合作）和coordination（协

不可少，由此可以评估市场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全球

调）。很明显，所谓的共享经济确实存在，而且变

治理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数据访问和有效测量

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

对旅游发展至关重要。有关当局和数字平台近期的

通、互助、合作和协调至关重要。正如本研究中所

合作向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提到的，通过越来越多的合作努力，旅游城市以及
现有的旅游经营商可以携手合作，从各种机会中共

2.

反思监管制度：根据每个旅游城市的需要和实际情

同获益。

况进行监管，这对保持或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证公
平竞争，同时避免消费者、工作者、服务提供商和数
字平台遭受风险十分关键。为了在保护游客和当地社
区的同时，确保新型旅游服务平台能够加强旅游城市
的管理，提高城市声誉，当局应区分以下两点：

（1）可以看作真正共享的旅游服务。这类服务不带
来任何超出成本的经济利益，且通常只涉及偶
尔发生的经济交易。

（2）可以看作私人或商家商业活动的服务。这类服
务带来超过成本的经济利益，且通常涉及频繁
的或系统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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