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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入新常态，星级饭店放下“高大上”争客源

星星级级光光环环下下的的市市场场保保卫卫战战

4月18日，爱尔眼科泰安医
院新院落成典礼暨“泰山慈善光
明行”启动仪式、爱尔眼科首届
泰山眼科论坛盛大举行。

爱尔眼科泰安医院是由中
国最大规模连锁眼科医院集
团———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与泰
安市泰山光明医院合作新建的
现代化眼科医院，医院定位为泰
莱地区乃至鲁西南地区规模最
大、专家队伍最强、设备最先进
的专业眼科医院，爱尔眼科泰安
医院的落成标志着爱尔眼科医
院集团正式入驻泰安，必将开启
泰城眼科崭新时代。

伴随着新院落成庆典，由爱

尔眼科泰安医院联合泰安市慈善
总会发起的“泰山慈善光明行500

例白内障慈善救助”爱心公益项
目也在当天同时启动，泰安市人
民政协张甲军副主席、山东省民
营医院协会徐欣会长、国务院国
家儿童眼保健中心主任宋新、山
东省眼科学会领导、泰安市民政
局党委副书记、泰安市慈善总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鹿峰、泰安市人
社局医保处主任徐太国、泰山医
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俊勤、泰
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赵永斌、山
东省民营医院协会副会长、泰安
市医院协会肖力勇会长、泰安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刘军所长、爱

尔眼科医院集团财务总监刘多元
先生、爱尔眼科山东区CEO包楼
军先生、爱尔眼科山东区总院长
李镜海教授等出席启动仪式并为
新院落成典礼剪彩。当日同时举
行爱尔眼科首届泰山眼科论坛，
邀请了10位国内著名眼科专家进
行专题讲座，泰莱及周边地区医
院共计200多名眼科医生、学术代
表参加了论坛。

爱尔眼科泰安医院杨敬昌
院长在落成典礼致辞中详细介
绍了医院的筹建、医护人员和医
疗设施配备情况，并对本次慈善
项目“泰山慈善光明行”进行了
简要介绍，表示“泰山慈善光明

行”爱心复明，旨在为孤寡贫困
白内障患者，免费进行复明手
术，帮助那些就医困难者享有

“看得见”的权利，为创建泰安市
“无白内障障碍市”贡献力量，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工
作，表现出了强烈的职业使命感
和社会责任感。

目前爱尔眼科泰安医院向全市
征集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爱心
复 明 手 术 ，报 名 电 话 0 5 3 8 -
8598666。同时爱尔眼科泰安医院
杨敬昌院长表示，希望联合社会
各界一起投入到眼健康事业中
来，携手共同关注眼健康，共播
光明希望！ (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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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外表光鲜的星级酒
店，在市场和政策的影响下，开始步
履维艰。严苛的星级标准束缚、激烈的市
场竞争、客源市场的巨大变化，都在考验着星
级酒店如何在新常态下生存、发展的智慧。

本报记者 侯峰 薛瑞

市旅游饭店协会会长张心东———

实用特色主题酒店
才能赢得未来

专家说法

在新常态下，越来越多的星级酒店开始面向大众市场，走
平价路线，剔除过度包装、过度消费。业内人士认为，根据市场
形势，调整自己的功能定位，将是星级酒店未来生存的关键。

本报记者 侯峰 薛瑞

酒店业剔除过度包装

面向大众回归本真

市旅游饭店协会会长张心
东介绍，从2012年八项规定实
行以来，酒店行业已基本渡过
最困难时期，开始适应新常态，
严峻形势让酒店业开始剔除过
度包装、过度消费，回归本真。

张心东说，在酒店定位上，
行业已经达成共识，即发展社
会化、大众化、平民化消费，而
且是作为长久之计，不是一时
兴起。2012年，四星级酒店婚宴
最低1299元/桌，五星级酒店则
最低1688元/桌，但现在最低消
费被取消，婚宴降价，老百姓在
这里也办得起婚宴，还可以自
己点菜、定标准。家宴、娃娃宴
也成为酒店发展重点，过去是
酒店挑客人，现在是销售人员
出去拓展市场，满足客人要求。

“朋友带我去吃过一家三
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团购价不
到60元，很适合年轻人聚会。现
在到哪吃都得五六十，倒不如

选个环境好的。”家住国华小区
的邓女士说，泰城一些高档酒
店均推出这种自助餐。

很多酒店也开始调整经营
思路，吸引社会大众餐饮品牌，
做面馆、火锅、串吧、酒吧。华泰
大酒店的串吧于2014年7月底开
业，酒店负责人介绍，串吧营业
额有时能到2万多元每天，比酒
店正餐还高。“很多酒店存在这
种情况，餐饮规模很大，但利用
率很低。就应该适时引进社会品
牌餐饮，把闲置的场所用起来。”

在客房预订方面，不少高
星级酒店表示，网络预订已经
占30%至40%，酒店也加强对团
队、会议的销售力度，推出房+

餐、房+景区等优惠组合。在华
泰大酒店，餐饮包间数量从80

间减至31间，改造为客房，数量
从40间逐渐增加到120间。华侨
大厦的客房数量达到207间，在
旺季时仍然一房难求。

酒店结构不够合理
商务酒店仍有发展空间

“今后泰安将有很多会展
活动，星级饭店其实是最适合
会展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们的高档酒店还远远不够。”
张心东表示，星级饭店的未来
依然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如何
实现主题化、特色化的发展，将
决定酒店在市场中的命运。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特
色的商务酒店将是酒店未来发
展方向，应当追求实用化、特色
化、主题化。对旅游城市泰安来
说，张心东建议，需要控制高档
酒店规模，再发展些商务酒店，
因为这是团队客人首选。

“提高中档酒店数量、发展
商务酒店是比较合适的，现在档

次、结构都不够合理。”张心东认
为，随着很多国际、国内酒店品
牌进入泰安市场，比如万达嘉
华、蓝海大酒店、宝盛酒店，对于
本土酒店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就泰安情况来说，高档、
中档、经济型酒店的比例按照
10%、60%、30%布局是比较合理
的，而现在的情况是，这几个分
别占5%、30%、60%。如果目前的
审核标准不修改，对于三星级
以下酒店没有实际意义，二星
级酒店将被快捷酒店代替，三
星级酒店将被商务酒店代替。”
张心东认为，目前酒店行业不
关心有多少被摘星，而在于有
多少在谋求转型。

星级饭店标准严格利润摊薄

“星级饭店有严格的标
准，甚至小到一张床的规格，
在今天市场行情下，这个规定
看起来难免有些呆板，已不适
合顾客多样化需求。”华侨大
厦行政总监董伟表示，维系星
级标准要耗费大量人力、物
力、财力，压缩酒店利润空间。

以四星级酒店标准为例，
前厅需要18小时提供外币兑
换服务；设专职行李员，有专
用行李车，24小时提供行李服

务。至少有40间(套)可供出租
的客房；70%客房的面积(不含
卫生间)不小于20平方米；有
至少3个开间的豪华套房；有
布局合理、装饰豪华的中餐
厅；有独具特色、格调高雅、位
置合理的咖啡厅(或简易西餐
厅)。能提供自助早餐、西式正
餐；有宴会单间或小宴会厅，
能提供宴会服务；有专门的酒
吧或茶室或其他供客人休息
交流且提供饮品服务的场所；

有商务中心，代售邮票，代发
信件，提供电报、传真、复印、
打字、国际长途电话和电脑出
租等服务。

记者注意到，虽然四星级
酒店不需要完全做到上述标
准，但是至少要完成上述要求
的大多数。“现在来泰安的游
客自驾游和学生占了多数，四
星级的门槛太高，一定程度上
流失了这方面的顾客。”泰安
旅游饭店协会会长张心东说。

商务酒店群起抢占市场

在2014年度星级饭店复
核中，除了华侨大厦延期复
核，泰安还有3家二星级饭店、
1家三星级饭店失去星级资
格，其中有家是主动申请“摘
星”。被取消星级的原因包括
改变经营模式、改变企业用
途、服务质量达不到标准等。

市旅游局监管科工作人
员表示，受商务酒店发展、社
会餐饮扩张、人才流失等的冲
击，很多挂星酒店都在另觅出
路、谋求生存。与星级酒店相
比，商务酒店方便快捷、成本
低，不需要设置大堂吧、贵宾
室等星级酒店必备的配置，但

其舒适度又不次于星级酒店。
龙潭路曾经是典型的星

级饭店一条街，不过这条街的
星级饭店如今基本都已经改
头换面，纷纷向商务酒店转
型。曾经的龙潭宾馆现在改成
了汉庭酒店，国山宾馆改成了
如家酒店，裕隆宾馆改成了毛
家饭店。其它的商务酒店如速
8酒店、7天连锁酒店等，也在
泰城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除 了 商 务 酒 店 大 量 出
现，社会餐饮门店的扩张也
对星级酒店产生冲击。酒店
基本都配备大型餐饮，不过
以三星级酒店为例，进入酒

店穿过大堂后才能吃上饭，
便捷性大大低于社会餐饮门
店。“社会餐饮门店的经营模
式更专业，能动性更强，三星
级酒店的餐饮就被弱化了，
而且利润点太低。”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进入
酒店行业的年轻人也在减少，
并且流动性太强。“曾经酒店
招聘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身高
得在165cm以上，学历也有要
求，照样吃香。但是现在受部
分社会偏见影响，年轻人不愿
意加入到服务行业中来，而且
一线员工收入偏低，人才难
招、人才流失严重。

有酒店已达标也不评星

“咱们泰城有的酒店已经
达到甚至超过了四星级的标
准，但是没有选择上星，今天
看来，这个政策是非常灵活
的。”董伟表示，中央出台的

“八项规定”及纠正“四风”对
于公款旅游、公款开会等都起
到了非常明显的遏制作用,随
之带来了酒店政务顾客的大
量减少，这也让星级酒店生存
空间进一步变小。

“以往政务方面的宴会是
四星级酒店一个重要收入来
源，但是，现在这方面已经大不

如前，我们酒店过去政务、商务
客人会达到60%左右，现在社会
渠道来的客人占到了60%左右，
正好出现了反转。”丽景心悦酒
店集团董事长张心东表示，整
个星级酒店行业目前正由以公
款消费为主向以社会、个人消
费为主转变，由政务、商务消费
向社会、家庭消费转变，由传统
营销模式向网络、线上营销转
变。

根据相关规定，挂牌五星
级的饭店不能进入政府消费的
采购范围，有些地方政府对自

身的要求更加严格，采购局限
范围可能会拓展至四星甚至三
星。这种情况下，星级饭店已经
成了一个敏感词，饭店对评星
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趋之若鹜，
变成现在的唯恐避之不及。

此外，随着新旅游法的颁
布实施，旅游市场也发生了非
常大的变化，团体游数量大幅
度下降，散客数量则不断增
多，而集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星级酒店来说，整个客
户市场已经与前几年有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 本版策划 侯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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