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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家家涉涉旅旅企企业业并并入入山山东东交交运运
旅企合并抱团取暖，纷纷布局线上+线下

4家国有旅行社将

挂“好运游”旗

近日，有关山东交运旅游
集团合并7家省级知名旅游企
业的信息被媒体披露。记者
采访中了解到，根据《山东省
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对七
家划入企业产业整合方案》
(下称《方案》)，此次划入交运
旅游的知名国企均出身省直
部门，分别为：山东省妇联下
属的山东省妇女旅行社有限
公司；省林业厅下属山东森
林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省
旅游发展委下属山东旅游信
息展览总公司；省侨办下属
山东省中国旅行社(包含之前
已合并的“山东省中国国际
旅行社”)；省职教办下属山东
省企业经理人才评价推荐中
心、山东省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山东省企业考试培训
中心。

上述7家国有企业中，其
中旅企就有4户，各自在省内
旅游市场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合并之
后，山东交运旅游集团的实力
将进一步得到壮大，成为拥有
220余家营业部，50家分公司的
省内庞大旅游集团。

就省职教办三家公司一
起并入山东交运旅游集团的
原因，《方案》中也进行了解
释，“鉴于旅游集团拥有劳务
派遣资质，前期开展了有关委
派驾驶员方面的劳务派遣业
务，有一定人力资源方面的业
务管理经验，因此，由旅游集
团负责整合3家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

山东交运旅游集团多年
来矢志打造“好运游”服务品
牌，强化服务质量，在游客中
已经积累一定的信誉和口碑。
4家国有旅行社并入山东交运
旅游集团后，在产品、服务等
方面也将打“好运游”的旗号，
有望将这一旅游服务品牌进
一步擦亮。

各旅企招牌不变，

产品、分销系统再建

并不只是上述7家知名企
业将合并到大企业集团。记者
采访中获悉，山东旅游发展中
培育的另两个知名品牌：山
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山东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也
有并入鲁信集团的计划。知
情人士透露，目前，最终下令
合并的文件未下，但对人财
物的审计已完成，“光等着合
并了”。

面对定局，不少相关旅行
社从业者甚至普通游客产生
疑问，合并后，上述旅游企业
的招牌还有吗？将如何分工调
整？

“合并后，各旅行社的品
牌不会变。”山东交运旅游集
团董事长王延辉接受采访时
说。他表示，几个国有旅行社
并入山东交运旅游集团，主
要 是 整 合 各 家 现 有 旅 游 资
源，对旅游产品的设计、分销
系统进行再建，共同拓展市
场，实行旅游资源的共享。像
山东中旅、山东国旅等，原有
的品牌优势很大，可以继续
在全省旅游中发挥其品牌价
值。山东交运旅游集团作为综
合型旅行社，将逐渐由生产经

营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由产
品研发型向平台资源性过渡。

根据山东交运旅游提供
的信息，此番旅行社合并后，
旅游业务计划构建一套内部
完整的分销管控系统，在交
运旅游“好运游”的大旗下，
通过整合线下多渠道的购买
力来集中采购休闲度假产品
资源，让旅游消费者既能买
到 物 美 价 廉 的 优 质 旅 游 产
品，也能享受到大型旅游企
业规范化的服务质量保证。
通过好运游分销管控平台及
渠道直客分销系统，将好的
旅游度假产品，租车、导服等
单项服务及时推送到游客的
身边。王延辉说：“面对宏观
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新的
竞争态势，交运旅游参与度假
旅游市场面临着经营模式的
整体优化和变革。”

旅企合并，政策导

向、市场推手兼而有之

面对此番部分旅游企事
业合并“大潮”，还有一个问题
颇受关注——— 到底是政府政
策的引导是主因，还是根源于
市场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会
长、山东大学旅游系教授王德
刚认为，首先是政策导向的力
量。按照国企改革、事业单位

改革转企的大政策，一些“国
字号”的大企业集团同时也在
进行合并，以增强其国际竞争
力。2016年7月8日，国务院国资
委出具《关于中国港中旅集团
公司与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
司重组的通知》，批准港中旅
集团与国旅集团实施重组，重
组后港中旅集团更名为中国
旅游集团公司，形成一个“拳
头”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王
德刚分析，从国资委的角度
考虑，今后不可能再管数量
那么多的国有企业，而是要
着重抓好那些对市场和资源
有整合能力的大企业，借此
来 带 动 整 个 产 业 行 业 的 发
展。这势必影响整个市场的
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改变
目 前 旅 游 企 业 小 散 弱 的 状
况。

当然，也有很大部分的
原因是市场的推动。王德刚
说，以往各旅行社之间的分
工体系并不明确，无论大社、
小社，所有的业务都在做，一
条线路产品大家卖。实际上
不利于产业发展壮大。而合
并、组建成大旅游集团后，就
可以有效地整合资源，在内
部进行分工协作，分层实施。
这样有利于市场主导性企业
的进一步壮大，客观上有利
于旅游市场秩序的维护。

“旅游市场‘合久必分分
久必合’是一个趋势，也是市
场规律，现在旅游业已经发
展到‘分久必合’的阶段。”山
东嘉华旅游董事长张明说，
二 三 十 年 前 的 旅 游 市 场 是
国、中、青、康辉、港中旅等数
家大社分天下，此后各大社
逐步拆分，衍生数以千万的
中小旅行社品牌。最近一两
年，旅行社市场又开始整合
合并，借助抱团降低成本、增
强掌控力，背后都是市场规
律使然。

专家分析，此番被合并
的知名国有旅行社，在重新
分工后或变身分公司，或者在
使用一段时间后予以注销。未
来，旅游市场将形成几个“旅
游寡头”掌控市场的格局。

已有旅游集团布

局“线上+线下”

在国家、省级国有旅游企
业纷纷合并的“大潮”下，来自
市场的“推手”不可不提。据了
解，从2004年起，国内OTA“领
头羊”携程就开启了收购传统
旅行社的大幕，2015年相继收
购永安旅游、华远国旅等国内
知名旅行社，2016年合并全国
布局的百事通国旅。同期，途
牛、去哪儿、同程等OTA也加
入收购传统旅行社的行列。

2015年，旅游电商在旅行
社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达到两
成，其中携程、途牛、同程三家
所占的份额，又在电商中占5
成，已形成实际上的“旅游电商
寡头”。这些旅游电商不仅“块
头大”，发展速度也是传统旅行
社不可企及的，有数据显示其
正在以“6倍”的速度发展，在整
合资源方面可谓出手惊人。

实际上不止是旅游电商，
在旅游市场大洗牌、大发展的
当下，传统旅行社也不乏迅速
壮大的。山东最大的民营旅行
社嘉华旅游，近年来就抢先一
步成立旅游集团，在市场上的
风头尤胜一些国有大社。

王德刚认为，此番我省旅
游企事业的合并，着眼点或许
不是与哪类企业竞争，既不是
与电商竞争，也不是与民营大
旅游集团竞争。但最终效应会
让竞争进一步升级。

在山东大学旅游系教授
王晨光看来，旅企的合并对游
客来说有一定的好处，无论是
产品还是渠道，“优势品牌”才
能推出更好的旅游产品和旅
游服务。

旅游专家分析称，通过资
产划拨和内部整合、重新分工
等一系列动作，自身实力得以
快速壮大的国有旅游企业集
团，势必要走一条“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企业发展之旅，不
排除“烧钱”抢占市场的情形
出现。据悉，目前我省已有国
有旅游集团抢先进行布局。

记者近日采访中获悉，山
东国有旅游企业正在上演“分
久必合”的大戏。一批曾经在市
场上知名的国有旅行社，在新
的政策引领和市场推动力作用
下，将各自加入新的“东家”，合
并成的旅游企业集团，实力比
以往有明显的增强。

逐渐退隐的旅行社品牌和
正在壮大的大旅游集团，今后
将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旅游市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业内
关注和研究。专家接受采访认
为，这波调整最终对旅游者也
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本报记者 许亚薇 乔显佳

 7 家企业在山东交运旅游

集团开会，商议划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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