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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转型中滇西北地区经济型饭店发展策略
赵建军
( 大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摘摇 要: “ 住冶 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饭店业是旅游业的支柱产业。 经济型饭店以自助旅游者为主要消费群

体,在世界各旅游强国和中国东部地区均取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但在旅游经济活跃的滇西北地区却未受应有重
视。 随着自助旅游者的增加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兴起,滇西北地区开始从观光型旅游地向度假型旅游地转变,大力
发展经济型饭店,完善旅游饭店服务体系是滇西北地区旅游转型的内在要求。 本文在系统分析滇西北地区发展经
济型饭店的市场条件和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提出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的思路与对策,为滇西北地区优化旅
游住宿市场产品结构的探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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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滇西北地区的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不仅是世界

1. 2摇 滇西北地区的散客旅游市场发展迅速,庞大的

力的区域旅游经济圈。 随着自助旅游者的增加和休

价比的经济型饭店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知名的少数民族热点旅游地区,也是云南省最有活

闲、度假旅游的兴起,滇西北地区开始从观光型旅游
地向度假型旅游地转变,原有的旅游住宿服务系统
已不能满足日益自费化、散客化、自助化和休闲化了

散客群体将改变旅游住宿市场的传统格局,对高性
根据统计,2004 年大理、丽江两地接待的旅游

者中,散客所占比例就已分别达到 50% 和 30% 。 与
此同时,旅游者中自费旅游者所占比例也是越来越

的旅游消费需求。 大力发展经济型饭店,完善旅游

大。 散客和自费旅游者的消费较为理性化,他们的

饭店服务体系,以适应旅游消费市场的新变化,不仅

住宿消费倾向为清洁、廉价、提供基本服务、经济实

是滇西北地区饭店业急需亟需解决和新问题,也是

惠、性价比高的酒店。

滇西北地区旅游转型的内在要求。

1摇 滇西北地区旅游住宿市场的特点

1. 1摇 滇西北旅游消费市场增长速度快,住宿消费的

1. 3摇 旅游饭店体系不完整,饭店产品结构不合理,

不能满足旅游者对旅游住宿服务的要求和饭店业自
身持续发展的需要
目前,滇西北旅游住宿市场一方面是大量的星

潜在需求大

级饭店和招待所因价格高或服务不足等原因得不到

摇 摇 进入新世纪以来,滇西北地区旅游持续升温。

市场认同,出租率低,客房闲置状况突出;另一方面

万人次、360. 2 万人次和 194. 71 万人次。 到 2007

要求的饭店而颇有怨言。 在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

2004 年大理、丽江和迪庆分别接待国内外游客 605

是大量游客特别是自助旅游者找不到符合自己住宿

年,短短四年间,三地接待的国内外游客人数分别已

中,星级饭店慢性自杀式的降低价格、简化服务的营

达 894. 4 万人次 530. 93 万人次和 381. 72 万人次,

销策略虽然维持了一定的开房率,但导致了整个饭

到访游客人数总量大,增长快,已占云南全省同期旅

店业价格体系的崩溃和市场分工的混乱,同时也使

游接待总量的 20. 12% 。 多种因素表明,滇西北地

饭店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既损害了政府的财

区旅游接待市场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高速

政收入,也影响地方的旅游形象。 如何找到一条既

地增长,滇西北地区旅游住宿消费的潜在需求十分

能使饭店获得合理的经营利润,以维持其生存和持

巨大。

续发展的能力,又能使广大旅游者乐于入住的饭店
发展之路,是滇西北旅游业面临的迫切问题,滇西北

收稿日期:2009-06-07

地区饭店行业面临优化饭店产品结构,完善旅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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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体系,从根本上扭转饭店对客人不满意,游客对饭

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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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旅游者对饭店的消费需求从综合化向单一化
转变,大众旅游者只需饭店能提供安静舒服的休息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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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集中在三地的新城区。
2. 5摇 低价格、低服务,高损耗、高投诉

团队旅游者是滇西北地区星级饭店最主要的客

市场细分化、经营专门化、服务专业化是服务业
发展的方向,大理、丽江、迪庆等地的餐饮业和娱乐
业已具备一定规模,服务与经营管理也日趋规范,可
以满足旅游者吃、娱等方面的需要。 旅游者对饭店

源,但平均团体房价二星级每标准间为 40 元至 50

元,三星级的为 70 元至 80 元,四星级的为 120 元至

220 元, 且含两人早餐。 由于收费低, 降低服务 质

量,就成了饭店维持基本经营利润的主要办法,这种

住宿以外的功能和服务的需要已经越来越低。 根据

竞争方式一方面造成了星级饭店,尤其是高星级饭

我们对大理 42 组游客和丽江 34 组游客所做的住宿

店软硬件服务达不到应有星级水平,造成游客大量

调查问卷的分析表明,星级酒店高昂的入住价格,附

投诉,另一方面由于客源素质不高,对饭店设施、设

加的人工服务、大量的娱乐设施对普通游客并没有

备的维护及卫生保洁工作都带来诸多困难,加大了

多大的诱惑力。 所调查游客中,52. 08% 的人认为星

服务人员劳动强度,造成服务水准下降。

人从不使用酒店中的夜总会等娱乐服务,85. 71% 的

的主 要 消 费 对 象 是 旅 游 者, 而 且 游 客 中 近 93% -

2摇 滇西北地区旅游饭店业当前存在的主要

店业消费水平总体层次不如经济发达地区高。 再加

级酒店服务利用率只在 50% 或者更低,42. 86% 的
人认为饭店中的会议设施和服务是不必要的。

问题。

综上可知,滇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饭店
97% 为国内游客,境外游客约只占 3% -7% 左右,酒
上滇西北地处边远,旅游消费中交通费用所占比重
较高,这些都对酒店经营产生制约。 经济型饭店投

2. 1摇 规模小、接待能力有限

资规模小、服务项目专、服务质量精、经营灵活,成本

滇西北地区酒店的规模普遍偏小:据统计,中国

低、价格廉,面向大众旅游者服务,以自助旅游者为

星级 饭 店 的 客 房 数 平 均 为 101 间, 滇 西 北 地 区 为

主要消费群体,独特的市场定位使其在经济基础相

75. 8 间,最多的 408 间,最少的 33 间;平均床位数
为 152 张。 由于香格里拉、茶马古道、三江并流等旅

游品牌的推出,大理、丽江、迪庆等地旅游持续升温,
连续多年出现旅游旺季时无空房,酒店房价高涨,黄
金周时甚至有部分游客无法入住符合旅游接待要求
的住宿场所。

对薄弱的滇西北地区有着十分巨大的发展空间。

3摇 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面临的主要
挑战

3. 1摇 旅游者对经济型饭店认识不足,经济型酒店概
念尚未普及

2. 2摇 整体档次低

摇 摇 从上述问卷反映的情况来看,游客们对“ 经济

中,五星级饭店占 1. 6% ;四星级饭店占 7. 9% ;三星

19. 5% 的被调查者表示入住过经济型饭店,有 52.

高星级酒店比例偏低。

有 32. 35% 的被调查者甚至没有听说经济型饭店,

根据笔者调查,在滇西北地区现有的星级酒店

级饭店占 20. 6% ,二星级以下的酒店占 69. 9% ,中、
2. 3摇 缺乏品牌

作为拥有香格里拉、茶马古道、三江并流、风花

型酒店冶 这一概念还比较陌生。 在游客调查中只有
3% 的被调查者听说过但不了解什么是经济型饭店,
只有 5 组游客是经济型酒店的会员,但全部为海外

游客或者有海外留学或者工作背景。 经济型酒店的

雪月等旅游品牌的旅游热点地区,整个滇西北地区

发展前景就在于吸取了星级酒店和国际青年旅舍的

目前还没有一家全国叫得响的饭店品牌,更没有世

长处,而摒弃了它们的不足,为游客提供最需要和最

界知名品牌酒店和管理公司进入,大理、丽江、迪庆

值价的住宿。 但是目前这一概念还没有在它们的特

三地的近 200 家星级饭店均为单体饭店,没有形成

定人群中得到普及,在游客心中,即使知道这一概

合力,也缺乏与外界的联系。

念,但也或者不清楚它与星级酒店的本质上的区别,

2. 4摇 分布过于集中

或者与国际青年旅舍混为一谈。 甚至有的游客曾经

江古城区和香格里拉三个县、市、区,而且地理位置

并不清楚。

滇西北地区的饭店 90% 以上集中在大理市、丽

入住过某些品牌的经济型酒店,但对这一概念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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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摇 旅游行业对经济型饭店存在误解,认为它对现

有星级饭店构成低价竞争的威胁,降低了服务标准,
影响地方旅游形象,在政策上进行限制

4摇 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的建议
综上分析,滇西北地区旅游经济活跃,中低档旅

大理、丽江不允许无星饭店进入“ 一卡通冶 旅游

游住宿需求旺盛,有较好的发展经济型饭店的市场

结算系统,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无星饭店接待旅游团

基础,在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不仅有助于解

队的资格,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型饭店的发展。

决当地目前旅游住宿市场上因产品结构不合理引起

3. 3摇 饭店业整体人才缺口大,大规模发展现代经济

的供需矛盾,还有利于该地区避免未来旅游业发展

型饭店的人才储备不足

中产生住宿瓶颈问题,经济型饭店在滇西北地区有

摇 摇 经济型酒店的成长必然要通过连锁来实现,通

广阔的市场前景。 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要与

过规模经济性来实现其“ 经济型冶 的价值,对人才特

滇西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的要求和

别是经营管理人才有较高的要求。 但由于低价竞

旅游市场的特点相适应,不能盲目照搬国外和东部

争,饭店业薪酬水平较低,难以长期吸引和留住人

发达地区的做法。 具体而言,在滇西北地区发展经

才,没有在饭店业内形成一个大规模发展经济型酒

济型饭店应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

店所需的人才备选库。
3. 4摇 饭店业习惯于单体经营模式,大品牌意识不强

滇西北地区现有饭店普遍单体规模小,独立经

营困难大。 发展经济型饭店没有品牌是不行的,国
外和国内东部地区较为成功的经验都是通过品牌连
锁经营形成集团竞争力。 滇西北地区大理、丽江、迪
庆三地的近 200 家星级饭店基本为单体饭店,没有

形成合力,也缺乏与外界的联系,没有一家全国叫得
响的饭店品牌,更没有引进世界知名酒店品牌和管
理公司,行业内部还没有意识到品牌整合经营对饭
店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缺乏对单体饭店进行变革
将现有的单体酒店运营机制,转换为连锁化的经营

4. 1摇 宏观方面,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应以现

有普通饭店、招待所和低星级饭店的存量改造、调整
为主,而以新投资兴建新酒店的增量拉动为辅
目前滇西北地区住宿床位总量并不少,主要是
结构不合理,脱离旅游者的消费需要。 盲目兴建新
酒店无助于改善旅游住宿市场中的结构性矛盾。 应
通过对当地旅游住宿机构中旅社、旅店、旅馆进行改
造,把这部分住宿设施充分利用起来,进行存量结构
优化,在大力发展经济型饭店的同时,解决非星级旅
游住宿机构大面积亏损的行业问题。

4. 2摇 加强行业协会和服务组织对经济型饭店的管
理、指导、协调和服务

机制的意识。

摇 摇 由于经济型饭店在旅游住宿市场上的非主流地

3. 5摇 滇西北住宿市场客源结构单一,饭店缺乏“ 忠

经济型酒店一直缺乏足够重视,没有把经济型饭店

诚冶 的客源集群

摇 摇 滇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务、会展等经
济活动不活跃。 大理、丽江、迪庆三地目前均为观光
型旅游地,商务型和度假型客源不足 30% 。 酒店的

位,滇西北各地的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和饭店协会对
作为一个独立的饭店类型搭建相应的平台提供指

导、交流和服务。 要借鉴对星级饭店的做法,对经济
型饭店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在各地饭店业协会中
成立经济型饭店分会,发挥协会在为经济型酒店指

客源以团队光旅游者为主,顾客总体的成熟度和忠

导、服务、教练、行业自律的作用,为滇西北地区经济

诚度都较低。

型酒店的一体化创造条件。

3. 6摇 土地资源储备不足,适合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地

4. 3摇 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注意吸取其他地区发展经

摇 摇 限于汽车普及程度不高和公共交通的便利性不

摇 摇 酒店是个国际化、标准化特点强的产业,无论是

段少

足等因素的制约,无论是丽江、香格里拉还是大理,

济型酒店的成功经验

建设还是经营管理都有科学的标准和实施程序,都

适合经济型酒店投资的地段都较为缺乏,地段资源

需要广泛的学习借鉴。 从历史上看,滇西北地区高

的不足将增加经济型饭店投资的经济和非经济成

星级酒店的建设就是在与外部高档酒店的交流中发

本。

展起来的。 滇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也要注意吸
取国外和东部地区发展经济型酒店的成功经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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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思路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设不但可以避免经济型饭店在减少功能、压缩成本

优秀元素。

时影响到饭店的品牌形象,还能迎合市场差异,丰富

4. 4摇 明确定位

经营理念。 所以如何在追求“ 经济冶 的同时,体现饭

明确的定位不仅有利于理清经营思路,整合经

店品牌定位的特色,结合区域特点,营造和突出一定

营目标,而且有利于形成饭店的独特市场形象。 滇

的区域性主题,形成特色饭店等问题,都是在滇西北

西北地区发展经济型饭店要针对本地区旅游消费市

地区发展建设经济型饭店时需要认真研究和考虑

场的特点来明确定位,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例如锦

的。

江之星的“ 三个一冶 :一百块钱房价,一个家庭,一个

综上所述,滇西北地区正处于从观光型旅游地

晚上;如家客栈的“1234冶 :一星的墙,二星的堂,三

向度假型旅游地的转变之中,原有的以招待所、小旅

星的房,四星的床。 定位明确,市场效果突出。 滇西

馆客栈、低星级饭店和高星级饭店构成的旅游住宿

北地区的经济饭店建设要借鉴锦江之星、如家客栈

产品链已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要求和旅游期望,必

等经济型饭店品牌的成功经验,明确经营目标,理清

须大力发展经济型饭店,完善旅游饭店服务体系,适

经营思路,凝炼饭店的市场形象。

应旅游消费市场的新变化,经济型饭店在滇西北地

4. 5摇 合理规划经济型饭店的建设规模

区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

饭店的规模直接关系到饭店经营管理的经济

性,据调查,国外经济型饭店的客房数小于 75 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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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Hotel during the Tourist
Transformation in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Zhao Jianjun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cademy of Dali University,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Province671000, China)

Abstract:Accommodation is the key essence for tourist activity, while economical hotels boast self-traveling

tourists as the pillar consumption group in most tourist destination countries abroad and east regions in China. It is
the inherent demand for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hotels, which has begun
the alteration from sight-seeing tourist destination to vacation tourist on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rket and pros鄄
pect for 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to develop economical hotels and comes up with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Key words:northwest Yunnan province; economical hotels; market; strate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