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理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德·朱尼亞克

先生（Alexandre de Juniac）對外表示，

隨着各國邊境逐步向渴望自由及與家人、

朋友團聚的遊客開放，私人及休閒旅行可

望於今年下半年恢復。他預期，亞太地區

將會是全球航空業最強勁的區域，不過成

長分佈可能會不平均，商務旅行還需要12

到18個月才能恢復。

自去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各國為了

防疫需求而祭出嚴格邊境管制措施，全球

航空業至今飽受衝擊。如今，隨着許多國

家陸續啟動疫苗接種計畫、國際疫情逐漸

趨緩，許多民眾紛紛急切想知道究竟何時

可以恢復跨國旅遊。

據外電指出，亞歷山大·德·朱尼亞克先生

在日前受訪時表示，很可能會在今年5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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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G China—綜合報道 ] 6月后，就會開始看到航空旅行的情況出現

變化。IATA希望與33個國家及地區在重啟

邊境及國際航班進行合作。

他認為，休閒及私人旅行（Leisure and 

Personal Travel）復蘇的情況會比商務旅行

還快；私人旅行一定會很快恢復，但商務

旅行還需要12到18個月才能恢復，許多公

司在過去一年都採用數字化科技維持公

司營運。

不過，儘管邊境逐步開放，亞歷山大·德·
朱尼亞克先生表示，今年底之前的航空客

運量與疫情前2019年相比，相對仍會顯得

疲弱，但會比2020年中的情況好。

此外，代表全球290家航空公司的IATA

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將會加速推動安

全航空旅行規範。IATA正跟合作伙伴討

論有關疫苗接種、檢測及安全旅行措施事

宜。至于未來前景，隨着疫苗推出及檢測

方法加速發展，關鍵是個別國家及地區如

何開放邊境。

人們對旅行越來越有信心

根據IATA日前發佈旅客最新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人們對重返航空旅行越來越有

信心，對目前的旅行限制感到沮喪，並接

受使用旅行應用程式來管理健康證明。

預計在「新冠肺炎疫情得到遏制」后幾

個月內出行的受訪者比例占57%（比2020

年9月份的49%有所提高）。受益于疫苗接

種， 81%的受訪者表示一旦接種疫苗就更

有可能旅行。而72%的受訪者希望在新冠

肺炎疫情得到遏制后儘快探親訪友。

旅行趨勢中也包含一些不利因素。如果

涉及到目的地檢疫，約84%的旅客不會出

行。但有跡象表明，商務旅行的回升需要

時間，62%的受訪者表示，即使病毒得到

控制，他們也可能減少商務旅行。不過，與

2020年9月份的72%相比有了顯着改善。

對于IATA所推出的IATA Travel Pass

（國際航協旅行通行證），89%的受訪者

認為政府需要規範疫苗和檢測證明；80%

的受訪者認同IATA Travel Pass應用程式，

並將儘快使用該應用程式；78%的受訪者

只有在能夠完全掌控自己的資料時才會使

用旅行證明應用程式。

相關調查資料令人鼓舞，旅行者願意使

用安全的手機應用程式來管理他們的旅行

健康憑證。4/5希望在這項技術一問世就使

用。他們還希望旅行健康證明（疫苗或測

試證明）必須符合全球標準，這項工作仍

在各國政府間展開。而3月15至28日從新加

坡飛往倫敦旅客將參加新航IATA Travel 

Pass移動應用程式試點，且第一位旅客已

成功抵達希思羅機場。

根據領事直通車微信公眾號發佈資訊，

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正式上線。

3月7日，王毅國務委員在「兩會」外長記

者會上宣佈推出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

明」，對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及跨境人員往

來便利化提出了切實可行的中國方案。3月

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上線

Breaking

8日，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微信小

程式亦已正式上線。

什麼是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

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是一種綜合

性證明，展示持有人的核酸、血清IgG抗體

檢測結果及疫苗接種情況等。健康證明內

含加密二維碼，以供各國相關部門驗真並

讀取個人相關資訊。除電子化展示外，還可

以列印成紙質版。

疫情常態化乃至后疫情時代，健康因素

在國際人員往來中的重要性將更為凸顯。

在不久的將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中

國達成健康證明互認安排，中國版「國際

旅行健康證明」將在推動跨國人員健康、

安全、有序往來中發揮更大作用，為中國公

民行走天下提供堅實保障。

2021企業差旅支出將保持充足靈活
Travel Management

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CITS GBT）近期

的一項調查顯示，無論是本土公司還是跨國

公司，大多數在華企業都表示，2021年將在

差旅支出上保有充足的靈活度以支持可能的

全球經濟復蘇和業務發展，而履行雇主關懷

義務已成為重中之重。

根據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最近的一項

調查顯示，企業採取了一系列具體的舉措來應

對當前不確定環境下差旅的起伏，其中包括

就差旅政策流程和員工進行主動細緻的溝通

（70%），在商旅伙伴協助下進行基準對比和

預算調整（45%），以及密切監控和分析差旅

項目（44%）。

國旅運通全球商務旅行副總裁兼總經理

譚浩淩表示，在華企業對商務旅行環境持觀

望態度，但在差旅預算方面呈現相對樂觀的

態勢。談及2021年的預期，61%的受調者表

示將根據疫情防控情況進行靈活調整，21%

表示與去年持平，僅有10%稱將削減預算。

「疫情下，我們注意到出差員工對人和人之

間的直接互動和服務需求明顯激增。」

Expo
第十屆花博會5月崇明登場  

以「花開中國夢」為主題的第十屆中國

花卉博覽會，今年5月21日將在上海崇明

拉開帷幕，這也將是首次在島嶼上、鄉村

中、森林裡舉辦的花博盛會。本次花博會

選址崇明本島中北部的東平國家森林公園

及周邊地區，不僅有利于將崇明全域建設

成為「海上森林花島」，上海浦江遊覽亦

將新增花博會航線，帶動上海乃至國內整

體旅遊復蘇。

2021第十屆中國花博會以「花開中國

夢」為主題。花博園區規劃面積10平方公

里，規劃形成「三區、一心、一軸、六館、

六園」的空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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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瞭解，澳門酒店業者對于澳門市場紛紛表達樂觀看法，預計當地MICE行業將于今年第二季度開始逐

步恢復。展望未來，澳門要重新吸引企業團隊到訪舉辦活動或參與活動，必須緊抓目前最重要的優勢，也就

是保持澳門為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區域。而及時的決策與合作，對于澳門成功抵禦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促進

旅遊業復蘇，至關重要。

從穩定安全再出發

澳門會獎現樂觀氛圍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DESTINATION-MACAO

長。他相信，2021年MICE市場將逐步改善，

旅行和對目的地的信心也終將恢復。澳門

銀河和許多同行一樣，重新確定了市場和

細分市場的優先順序，尤其聚焦于澳門和

中國內地的企業和協會細分市場。接下來，

將繼續致力于為客人和團隊提供健康安全

的環境，同時為活動組織者推出更靈活、更

具吸引力和量身定制的解決方案和服務。

未來銀河三期和澳門銀河萊佛士的開幕，

將進一步凸顯出澳門銀河對市場的信心。

談及從新冠肺炎疫情學習到的課題，彭

德倫（Joey Pather）認為，具有靈活性和敏

捷性的能力非常重要。簡單說，任何組織

需要在新的市場條件下，展現及時適應的

能力。澳門銀河學會了通過為客戶提供符

合政府指導方針的定制解決方案，使自己

適應新常態。目前也在尋找新的可能性，

例如，在客戶活動中融合線上線下元素，

同時，也在定位自己使得旅行限制逐漸取

消時，可以掌握最佳時機。

澳門金沙度假區則強調，嚴格的衛生和

安全非常重要，企業必須展現責任感，基于

此，澳門金沙推出「金沙用心」，強調數百

項升級保障措施和暖心安心舉措。接下來，

澳門金沙將竭盡所能保護旅客在住宿、購

物或用餐時的健康和舒適感。也因為將訪

客的健康和安全視為首要任務，未來安全

的商務活動勢必迅猛回歸。

澳門應該如何爭取企業團隊回流？彭德

倫(Joey Pather)說明到，從2月下旬開始，所

有內地旅客不再需要于抵達時進行隔離。

澳門在繼續採取嚴格的健康和安全措施同

時，旅行限制也逐步放寬。這有助于建立良

好的聲譽，並增加遊客前往澳門旅行的信

心。儘管目前大多數MICE活動都來自澳門

本地市場，但是預計中國內地公司的活動

不久后將恢復，現階段公司對提案的需求

已經明顯增加。

而隨着旅行的開放，澳門金沙度假區計

劃將于2021年4月訪問內地10個主要城市，

積極將最新活動和服務推向市場，同時，繼

續于重要市場與客戶見面，提供第一手資訊

和安全會議的保證。

澳門防疫成果有目共睹，成功保護居民

與遊客，也為后續會獎活動的重啟奠定重

要的有力基礎。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從一開始就抓緊時

機，做出一系列艱難決定，以設法避免疫情

在社區爆發。同時，當地衛生當局以及所有

相關的公共和私營部門共同合作，加上當

地社區給予大力支持，使得澳門在打擊新

冠肺炎疫情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澳門還

與中國內地，特別是緊鄰的珠海，展開聯合

防禦行動，一起應對挑戰。

當疫情穩定后，不同利益攸關方之間的

合作亦在促進旅遊業恢復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例如去年夏天澳門旅遊局與旅遊業經

營者為振興旅遊業，共同發起「澳門心出發

Macao Ready Go」計劃，透過電子優惠平

臺，本地商人提供餐飲、購物、酒店住宿、

娛樂、水療中心等折扣和套餐，以促進旅

遊消費，現在此平臺也開始向內地遊客推

廣。截至2月28日，已有678個註冊商家，提

供2,333項特殊促銷。另一方面，澳門也于去

年6月至9月為本地居民推出了25條「心出發·
遊澳門」系列本地遊活動，幫助數百名旅遊

業從業人員創造就業機會，同時還為14萬名

居民提供了度假體驗，以及為當地社區帶來

約5,740萬澳門元的經濟收益。

而根據疫情帶來的旅遊環境變化，澳門

旅遊局在去年年底啟動修訂2017年公佈的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以促進旅遊

業的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的充分多元化為總

體目標，現正檢討澳門的旅遊業定位，並評

估澳門旅遊業的最新優勢及制約因素，以

及發展機遇與挑戰，還將提出中長期的主

要行動計劃。

展望未來，澳門要重新吸引企業團隊到

訪舉辦活動或參與活動，必須緊抓目前最

重要的優勢，也就是保持澳門為新冠肺炎

疫情低風險區域，這才能為安全重新啟動

旅遊業提供必要的基礎。繼去年1月22日在

澳門出現第一例病例后，澳門迄今僅記錄

48例病例，無死亡病例。截至3月8日，澳門

已連續344天未記錄任何本地感染的新冠

病例。儘管取得了良好的結果，但澳門政府

並沒有放鬆，仍然建立了嚴格制度，以監督

所有居民和允許來訪者的入境情況。澳門

特區政府致力于堅持「堅決防範境外疫情

輸入和境內疫情反彈」的戰略。

目前，澳門和中國內地的穩定局面為澳門

旅遊業復蘇提供良好機會，這使得去年八月

中旬以來，兩地之間的旅遊業流量逐漸恢

復。因此，澳門旅遊局現在將營銷重點放在

中國內地市場上，等到條件允許，才將恢復

與區域和國際合作伙伴之間的安全旅行。

過去半年，澳門針對內地遊客的一系列

線上和線下促銷活動已經陸續展開，旨在

突顯澳門作為安全目的地的形象，提升當

地多樣化和優質的旅遊產品，增強旅客的

信心，以吸引更多遊客到訪澳門並停留更長

時間。

訪客人數回升 業者迎接復蘇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市場推廣負責人陳詠

璿補充道，澳門近三個月的訪客人數已逐

漸回升，雖然不及往年多，但對本地企業活

動及營商環境帶來一點鼓勵。澳門具備很

多優勢重新吸納國內市場，當中，澳門旅遊

及文化資源充足，加上政府與企業和市民

關係良好，互相配合及扶持，是能夠嬴回企

業活動的一大優勢。近期各大企業不斷推

出層出不窮的住宿及餐飲優惠活動，不計

成本，以客為先，是恢愎客源的關鍵，也是

重新設定產品及服務素質的好機會。另外，

澳門橫琴新口岸于2020年8月18日正式啟用

開通，便利通關模式縮短旅客通關時間，有

助提高旅客到訪澳門的意願。

記者也從許多澳門酒店業者瞭解到，隨

著第二季度的臨近，澳門市場開始看到會

展活動逐步恢復的希望。接下來，澳門邊

境限制的逐步放寬，加上疫情情況的持續

好轉，會獎旅遊市場勢必將隨著企業及參

與者渴望面對面交流和互動而回歸榮景。

為迎接會獎活動重啟，澳門酒店業者將

調整做法，以確保與會者、組織者和酒店員

工的安全，像是控制與會者的密度和限制

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機會，並減少團體人

數，以便為與會代表提供舒適感和信心，此

舉也可能會導致活動增加。另外，虛擬會議

空間發展迅速，業界需要熟悉虛擬工具，並

掌握新的數字技能，例如即時直播等。 

新度假城會展營運及銷售高級副總裁

彭德倫(Joey Pather)表示，儘管仍然面對

諸多不確定性，但隨着越來越多的人接種

疫苗，澳門MICE市場的樂觀氣氛將不斷增

︵
提
供‧

澳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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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貿促局)加大

力度宣傳澳門八大會展優勢，期待吸引更

多中國內地MICE團隊的目光。

1. 豐富文化底蘊及

    持續增加會獎設施

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擁有豐富

的歷史文化底蘊，與葡語系國家聯繫緊密，

而且未來更多大型酒店及會議中心將于澳

門陸續投入使用，使得澳門的會展及配套

設施不斷成長，預計未來澳門將有逾21萬

平方米的會展場地以及逾4萬間酒店房間，

可以滿足不同類型活動的需要，包括能同

時容納上萬人的會展場地及酒店，為活動

主辦單位提供一個便利的環境。在澳門參

展參會、辦展辦會將有更大的空間、更豐

富的體驗。

2. 安全有保障

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犯罪率低，澳門被

視為一個安全可靠的商務及旅遊目的地，

加上澳門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階段性成

果，是一座疫情風險低的安全城市，可讓

主辦單位及會展參與者安心。

DESTINATION-MACAO

今年澳門已經發佈了多項全新亮點，

期望繼續吸引內地遊客到澳門旅遊，可

以說，澳門的旅遊和MICE發展，未因疫情

而停止。

記者從澳門旅遊局瞭解到，經過改建和

擴建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博物館計劃于

三月底開放試運營，其旨在為人們提供關

于標誌性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的「教育樂

趣」，以及多媒體互動設備等。

澳門體育局則剛剛宣佈了2021金沙中國

澳門國際10公里長跑賽將于4月11日舉行。

此外，澳門旅遊局正在努力修改其旅遊激

勵計劃，未來將體育旅行類別，添加到當

前適用的類別，也就是獎勵旅遊、學生旅

行、婚禮旅行中，以聚焦前往澳門組織體

育活動的人。

此計劃是澳門旅遊局推進的目標之一，

重點在于深化「旅遊+」跨行業整合，並推

廣「旅遊+ MICE」、「旅遊+文化與創造

力」、「旅遊+體育」等吸引人的旅遊產品，

以引導旅遊業復蘇，並產生更大的動力來

推動其他行業的發展。

再者，澳門倫敦人®于今年2月8日開幕

首階段發展項目，包括水晶金殿、全新餐

廳、互動式倫敦主題景點，以及設有約600

間房間的全套房式澳門倫敦人酒店。2021

年稍后將為賓客分階段提供更多綜合度假

村體驗，包括大衛·貝克漢姆套房、奢華全

套房住宅式酒店倫敦人禦園、升級改造的

倫敦人購物中心，及設有先進設備並擁有

6,000座位的倫敦人綜藝館。而澳門四季酒

Nonstop Development
澳門會獎旅遊發展未因疫情而停止

店嶄新的全套房大樓–四季名薈則于2020

年10月開門迎客，其落成為澳門四季酒店

增加289間套房，現房間總數達649間。

銀河三期即將于2021上半年加入市場的

三大全新項目，包括：銀河國際會議中心、

銀河綜藝館和澳門安達仕酒店，都已經進

入了最后計劃階段。據瞭解，銀河國際會

議中心將推出總面積達40,000平方米的世

界級會展活動場地。另外還有選擇多樣的

餐飲場所和一家提供超過700間客房的豪

華生活酒店–澳門安達仕酒店。而配備頂級

科技的銀河綜藝館可容納多達16,000名觀

眾，適合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和大型體育

賽事。此外，澳門銀河萊佛士也將于2021下

半年首度登陸澳門並進駐「澳門銀河™」

豪華綜合度假城，推出約450間套房。

另外，位于路氹的綜合度假村項目上葡

京已竣工，目前正接受當局最后驗收，預

計今年上半年開幕，總樓面面積52.1萬平

方米，逾90%面積將提供非博彩設施，包

括「上葡京」、「Palazzo Versace」及「Karl 

Lagerfeld」三座酒店大樓

提供共約1,900間房間。

氹仔城區有限公司市

場推廣負責人陳詠璿補

充到，為了吸引更多人

潮，氹仔舊城區將于今

年推出多個具體活動，例如于區內設置更

多豐富的打卡亮點，像是指定餐廳外牆、

附近小巷、燈柱位置等，吸引旅客拍照，並

延長旅客之逗留時間。又如，舉行多些互

動餐飲體驗，如廚藝班、工作坊、美食節、

戶外露臺餐飲體驗等。再如，針對個人和企

業客製活動，宣傳舊城區深度遊，並推出更

多藝文活動，定期舉行不同類型的展覽，

結合與推動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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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倫敦人首階段項目于今年二月正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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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優越的地理位置

位處大珠三角地區，澳門地理位置優

越，並與廣州、香港、深圳等區內經濟發達

的城市緊密聯繫，加上海、陸、空交通配

套完善，為澳門發展會展業提供更有利條

件。此外，澳門面積僅32.9平方公里，城市

內地點均基本可在20分鐘內抵達，交通便

捷將有助澳門加速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推動會展業提質發展的新動能，也有

利澳門與大灣區其他城市開展多元化的會

展合作。

4. 自由港及入境便利政策

澳門歷來是東西方經貿和文化交匯點，

並具有自由港、單獨關稅區、簡單低稅率

制度、國際市場網絡等優勢；此外，借着

《內地與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CEPA)可為內地參展參會人員辦理

赴澳門出入境證件及簽註提供便利。氹仔

城區有限公司市場推廣負責人陳詠璿補充

到，澳門身為區內稅率最低的地區之一，財

政金融穩健，無外匯管制，是亞太區內極

具經濟活力的一員，也是連接內地和國際

市場的重要窗口和橋樑。

5. 會展業專業發展續獲肯定

國際會議協會(ICCA)于2020年發佈的

《2019年國際會議協會市場年度報告》

中，公佈澳門在全球城市排名為第48位，

較2018年上升23位。同時，在亞太區域城

市排名為第12位，較2018年上升5位；展覽

方面，澳門共有9個展覽獲國際展覽業協

會(UFI)認證。

6. 美食之城及精彩會后體驗

澳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創意城

市美食之都」，同時也是擁有18間米芝蓮

星級餐廳的所在地。會展參與者在完成一

整天的會議后，可在澳門享受多種娛樂選

擇，更可組織團隊建設活動等，滿足不同

需要。此外，貿促局聯同經濟及科技發展

局、旅遊局、各區工商聯會等為會展團隊

提供更多不同的社區路線遊或特色活動，

例如傳統武術運動、傳統餅食製作工作坊

等，又或組織會展團隊參與澳門的節慶盛

事，此舉不但能豐富會展客商在澳的美好

體驗，更能向會展客商展現澳門獨有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

7. 政府大力支持

貿促局提供會展競投及支援一站式服

務，為有意選擇在澳門籌辦活動的會展

組織者提供全方位支援，內容包括跟進

查詢、安排專人協助落實在澳門舉辦的項

目、以至尋找合作伙伴，並推出「會議及展

覽資助計劃」，資助會議及展覽期間之住

宿、餐飲、宣傳推廣、主題演講嘉賓、專業

買家等方面的費用。同時，在疫情期間情

況許可下，貿促局致力組織澳門會展業界

參加境外的各項大型線上/線下商務旅遊

展，以加強澳門會展業界對外的交流合作。

貿促局也會不定期安排澳門會展業界到大

灣區考察，以促進澳門與粵港澳大灣區會

展業界之交流合作。

8.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優勢

澳門作為中葡平台的角色，有助持續豐

富各項會展活動的葡語國家元素。2020年

與「第25屆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及

「澳門國際品牌連鎖加盟展2020」同期同

場舉辦的「2020年葡語國家產品及服務展

（澳門）」，設中葡平台商貿服務展示區、

葡語國家特色產品專區等，進一步強化澳

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功能，促

進各方經貿合作。貿促局將進一步加緊線

上線下聯動工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企業

提供更完善的支援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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