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观察

Estate Observation
（一）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的适用性分析
根据 Ｋｉｍｅｓ 等人的研究，收益管理适
用于以下情况：相对稳定的供给能力

旅游景区收益管理
框架分析与策略初探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产品无法储存；可以细分的
消费者市场；产品或服务可以预销售；用
户需求随时间变化而存在较大波动；高边
际能力改变成本，低边际产品销售成本
（Ｃｈｒｉｓ Ｌ．Ｙｏｓｈｉｉ，
２００３）
。
旅游景区具备收
益管理应用的以上特征。
作为产能约束型服务企业（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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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ｒｍ）
，
旅游景区
所拥有的可供旅游者体验的项目量在短期
内是固定的，其新产品的开发不仅投资巨
大、成本高昂，而且通常需经过一个较为

然而，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存在较为
内容摘要：旅游景区是旅游产业系统
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收益管理
是旅游景区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分
析了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的基本内容，
讨论了旅游景区收益管理框架，提出
了加强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的策略。
关键词：收益管理
收益链分析 策
略 旅游景区

旅

规范的可行性分析、策划与建设的时序周

明显的失衡。
根据笔者对三种具代表性的

期。
旅游景区产品的本质是提供一种体验，

旅游学术刊物—《旅游学刊》、
《北京第

或者说是向旅游者提供的一次服务，类似

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和《桂林旅游高等专

酒店业中的客房，如果本次服务在某一天

科学校学报》的初步整理，自 １９９４ 年到

没有被销售出去，那么其在这一天被使用

２００５年上述三种刊物出版的研究文献中，

和为企业创造收益的机会就永远地消失了。

以“景区”或“旅游景区”为关键词的文

旅游景区的旅游者可以依不同的标准被细

献数量分别是 ３０、７ 和 １０ 篇；而研究内

分为不同的细分市场，
对于不同的企业，
应

游景区是旅游产业系统中核心的

容直接涉及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的文献数

选择对本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市场细分策略。

组成部分，是现代旅游活动主体

量，皆为 ０。可见，相关方面的研究甚为

预销售是旅游景区产品或服务营销最基本

构成内容消遣旅游的主要吸引力

缺乏。

的流程环节之一，大多数旅游景区都建有

乃至旅游活动的主要吸引物，是激发旅游
者旅游需求与行为的主要因素。

收益管理研究的简要回顾

自己的预订系统。旅游业的需求波动性无
疑首先体现在旅游景区的游客流变化方面，

经过长期开发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了

有关收益管理（Ｒ ｅ ｖ ｅ ｎ ｕ ｅ

游客流系统分析与预测的相关研究是旅游

类型多样的旅游景区体系。现有世界自然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的研究目前大致有会计学

景区收益管理的基础。如前所述，旅游景

和文化遗产 ３１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与服务管理学两个不同的视角。会计学视

区供给能力改变的边际成本是很高的，而

１８７ 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４３ 处、国家

角的收益管理是指管理层操纵收益的计算

与此相对的是其额外销售单位产品或服务

级森林公园 ５６５ 个、国家地质公园 １３８ 个。

（如提前或延迟应计费用）以期达到一定的

的成本却很低。

据不完全估计，我国现有各种类型县级以

目的（如得到最大的分红），这是会计学实

基于以上分析，旅游景区的收益管理

上的旅游景区 １５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０ 处。

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服务管理学视角

应是指旅游景区在某一时期内如何吸引最

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０３》的

的收益管理是在旧的供求管理对策理论基

大容量的游客，并从每一位游客身上获取

数据，我国 ２ ０ ０ ２ 年共接待入境旅游者

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管理经济技

最大化收益而进行的管理行为与过程；其

９７９０．８３ 万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

术，旨在解决存在固定生产能力和随机需

本质是在对景区游客流系统进行科学分析

２０３．８５ 亿美元；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达８．７８

求条件下的定价和生产能力分配的问题，

与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合理地细分市场，以

亿人次，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为 ４４１．８

这一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在美国

动态调整的价格、产品或服务等工具及工

元；而同期我国旅游景区（点）企业的营业

航空业以及货运、酒店、旅游服务、金融

具组合，使旅游景区充分利用有限的要素

收入与利润分别为 ２ ０ ２ １ ９ ３ ６ ． ０ ３ 万元和

服务、通讯等领域的收益管理中得到不断

与资源产生出最大化的收益。

１９９２９１．１８ 万元。不难发现，我国旅游景区

推广和应用。表 １ 对以上两种不同角度的

现阶段的收益状况与其应有的产业地位很

研究做了扼要介绍。

不相称，旅游者人均对旅游景区的收益贡
献率仅为２０．７２元／人，而同期我国旅行社

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的内涵

与星级饭店在该项指标上分别为７２．８２元／

从旅游景区收益管理基础研究的角度

人和 ９３．７０ 元 ／ 人。因此，必须重视和加强

来看，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旅游景区收益管

研究旅游景区的收益管理问题。

理的内涵。

９８

商业时代 （原名 《商业经济研究》
） ２００７年１期

（二）旅游景区的收益链分析
在投入要素和资源后，旅游景区获取
收益的途径是多样的。以追求现金流入和
盈利效率的经济收益为核心，旅游景区在
通常状态下的收入项目主要有：门票、景
区导游、景区交通、旅游商品、娱乐服务
（景区内部分景点和游乐设施的收入）
、食

表１ 收益管理研究的简要回顾
Ｔａｂ．１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两大
视角

主要涉及的
问题或领域

盈余管理型
收益管理

会计
学
视角

利益相关者角度的
收益管理
需求预测

服务管
理学视角

以
航
空
业
为
代
表

超量预订

供给能力分配

定价

基本假设 ／ 代表观点 ／ 研究方法

旅游产业
应用举要

将源于箴信和麦宁（Ｊ ｅ ｎ ｓ ｅ ｎ ａ ｎ ｄ
Ｍ ｏ ｃ ｋ ｉ ｎ ｇ ，１ ９ ７ ６ ）的代理人理论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与所有者享有在 旅游企业及上市
应记制基础上的剩余收益的基本假 公司的会计分析
设相结合来管理收益
与财务管理
从企业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
系出发，将外部因素合理内化为系
统内变量，实现收益最大化
运用统计学与随机过程方法对需求
分布进行数学建模
在静态与动态两种思维框架下寻求
顾客预订管理的最优策略，如酒店
客房预订的马尔柯夫链决策模型
根据顾客需求的特征对细分市场进 酒店收益管理、
行动态设定
餐厅收益管理
包括两大类，一是从经济学角度以
一个行业的高度来研究定价以及价
格竞争等问题；二是从企业内部运
营决策的角度来研究定价问题，将
定价作为收益管理流程的一部分。

（注：作者整理相关资料得出。
）

经营上基本延续了传统的主题公园的模式，
不但门票价格定的较高，阻止了一部分游
客，而且园内商品、餐饮价格也比园外的
价格高几倍，游客很少在园内消费。因此，
我国许多主题公园开业一段时间后就会经
营不善而出现危机，
如广州的飞龙世界、
世
界大观园等。
相反，
国外旅游发达地区的景
区不但门票价格表现形式灵活多样，如英
国伦敦动物园门票成人１０英镑、
学生８．５英
镑、儿童７ 英镑，另有一种适合家庭的节俭
票，３０ 英镑一张，可含 ２ 个成人和 ２ 个儿
童，或 １ 个成人和３ 个儿童。这样的定价策
略可以吸引不同层次的游客，增加景区的
收入。我国旅游景区应该借鉴国外景区的
门票价格制定经验，灵活制定价格体系，
吸引不同层次的游客，拓展景区客源市
场。如分等级价格：每一等级的价格对应
相应的游览项目，等级越高，游览的项目
越多越精彩，游客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
自己喜欢的游览项目，也可根据自己的经

包括景区导游、

济条件选择不同等级的价格门票。同时，

旅游商品、
娱乐

协调门票价格与景区内商店、餐厅价格的

服务、
体育及休

关系，适当降低门票价格，逐渐把景区收

闲服务和事件

入重点转移到景区内餐饮、购物纪念品等

活动，
是旅游景

服务收入上来。

区借以丰富游

（二）加强游客管理

客体验的主要

游客管理是针对旅游景区所建立的一

途径，
也是针对

种管理方法。它不是消极的禁止游客进入

游客的可能消

景区和限制游客在景区的活动，而是突出

费能力而设计

有利于景区的规划和产品的提供，从而使

的收益机会。
由

景区获得更好的收益。通过游客管理，可

于该层次的产

以使景区容纳更多的游客，提升游客的游

宿服务、
体育及休闲服务
（如旅游度假区）
、

品与服务组合是我国目前旅游景区经营和

览体验，提高他们对景区的满意度，从而

事件活动、场地及会议室出租、景区管理

竞争的焦点，所以支持性收益节点是现阶

提高他们的重游率；鼓励他们延长在景区

商业咨询、
特许经营权和租地经营权等。
从

段我国旅游景区企业进行收益管理的重心。

收益管理的角度分析，以上收入项目具备

３．延伸性收益节点。延伸性收益节点

内的逗留时间和更多的消费；注重对环境
的保护，减轻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包括场地及会议室出租、景区管理商业咨

以主题公园为例，游客管理方法就是

１．基础性收益节点。基础性收益节点

询、特许经营权和租地经营权、拨款、赞

要吸引尽可能多的高端游客进入景区，且

包括售卖门票、景区交通和食宿服务。旅

助。旅游景区在成熟的品牌运作和管理实

保证游客能在主题区域不同娱乐项目之间

游景区通过基础性收益节点向游客提供初

践的基础上，通过延伸性收益节点获得溢

以及主题区域之间自如的流动，取得最佳

级的景区体验产品与服务。当前我国旅游

价收益的比重将会不断扩大。这一方面也

的游玩效果。
所谓高端游客是指高消费、
高

景区（主要指主题公园）门票收入占总收

是我国旅游景区企业收益管理的潜力与方

需求、高素质的游客。可以实施如下策略：

入 ８０％～９０％，这种单一型的盈利模式造

向所在。

第一，通过电脑信息管理系统，实施预订

如图 １ 所示的收益链关系。

成了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居高不下，并且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旅游景区的入园率和

旅游景区收益管理策略初探

重游率，同时也意味着基础性收益节点具

（一）建立灵活科学的旅游景区价格

有较大的需求价格弹性。
２．支持性收益节点。支持性收益节点

体系
我国国内一些旅游景区如主题公园在

服务，尽量出售给高端游客，景区可以在
同等成本消耗的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收入，
还有利于整个景区的环境保护，降低环保
成本。第二，出售电子门票，景区管理人
下转 １０３ 页
全国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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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根本在于物流产业发展水平要满足循环

行模式为样板逐步形成的。
绿色物流的关键

和开发、绿色物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

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于商品过程和废弃物过程的绿色化，
这一

讨等推动绿色物流发展。

我国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在于生产和
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的发展就是通过改

过程使传统物流运作转变为符合可持续发展
要求的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现代物流。

循环经济模式是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途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造和重构使国民经济各产业向生态化方向

循环经济把有效利用资源和维护环

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物流产业发展

转型，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在消费领

境作为目标，必须以从生产到废弃全过

通过适应循环经济要求来满足区域经济可

域是发展绿色消费、
改变生活方式及行为，

程效率化的、信息流与物质流循环化的

持续发展的要求，把握住区域经济发展、循

构建可持续消费模式。相关产业发展重点

绿色物流系统为依托，这是由于现代物

环经济模式、物流产业发展三者的关系对

则是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绿色服务业及

流通过集约、优化资源来提高流通效率、

于实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其

压缩流通成本、节约资源消耗、提高资源

中，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是生产领域循环

利用效率，其本身就是一个实现可持续

经济的主体和重要标志，
废弃物再利用、
资

发展的过程。在物流产业的发展中，必须

源化及无害化处置产业体系和绿色服务业

把绿色物流作为物流业发展的重点，通

是连接生产与消费领域的节点产业，是区

过对有利于绿色物流发展的政府行为、

域经济实现循环发展的基本标志。抓住生

立法行为、专项技术研究、新材料的应用

参考文献：
１ ． 唐纳德·沃特斯著． 刘秉镰译． 物
流管理概论． 电子工业出版社，２ ０ ０ ４
２ ． 吴殿廷主编． 区域经济学． 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

产和消费领域、
关注上述四个产业发展，
就
获得了构成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基本

上接 ９９ 页
费项目得来的，
如英国主题公园收入４０％

要素和框架。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物流产业
员通过电脑信息系统，可以迅速获得走出

以上来自餐饮、纪念品销售和其他服务。

经济活动中资源流动的方式和流通量

公园的游客数量，售票口可以现场继续售

而我国的旅游景区收入主要来源于门票，

是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

票，保证景区固定成本得到充分利用。第

如杭州的宋城，
开业时门票价格几乎相当

本区别，
物流体系则是这一差别的承担者。

三，园内游客管理，通过景区内的不同亮

于杭州所有景区门票价格之和，而其他方

物流体现了经济系统内的物质输入、转化

点即吸引游客的表演、游乐项目等在景区

面的收入非常少，由此看出景区的餐饮和

和输出关系，
经济运行依托于物流产业。
循

内位置上的布设和时间上的安排控制游客

纪念品有着极大的潜力。

环经济中，物流体系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把

的游览节奏、游览路线、消费和逗留时间。

传统模式中的低效率流通和废弃物流转变

如广州番禺香江野生动物园大象表演的时

游乐园等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扩大商

为高效率的现代物流和回收物流，应用物

间是上午 １１：４０ 分，表演时间大约 １０ 分

店、餐厅、酒店经营规模，提供高质量的

流管理方法建立区域循环经济模式，
所以，

钟就可结束，
表演场旁边正好有一个餐厅，

旅游纪念品、菜品、游览项目、服务项目。

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经济模式，必

游客看完表演后可在此就餐。这样的时间

把景区收入重点转移到景区内的项目收益

须构建现代化的物流产业体系，做好现代

安排可以增加游客在园内的餐饮消费。还

上来。

物流。从物流管理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

可以通过景区内工作人员的疏导，调节游

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应用现代物流管理方法，

客在某一区域过于密集的现象。如一个区

创造景区的利润，一方面在于增加收

也与传统模式不同。

实现物流产业对循环经济模式的支撑。
（二）物流产业发展应选择循环经济
模式

我国的旅游景区如大型的主题公园、

（四）注重开源和节流

域的容量超载，而另一区域领域的容量不

入，
另一方面在于控制成本与降低成本。
通

足，工作人员可以在容量不足的区域即兴

过增加促销活动、改进促销手段、合理安

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以吸引容量超载区

排销售，吸引更多的游客消费，特别是在

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

域的游客到容量不足的区域，降低了游客

淡季时吸引游客消费，从而增加收益。同

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与

因拥挤产生抱怨，提高游客的满意度。第

时，通过合理的劳动力成本控制、物资采

绿色化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就是把企业

四，加强监督。景区员工要定期汇报园内

购和日常费用的控制，降低营运成本，由

生产经营、原料供给、市场消费以及相关

的情况，如餐饮和商店的营业收入、游客

此达到增加收益的效果。当然，成本控制

方面组成生态化、链式经济体。

的消费偏好、游客在景区内的流动、游客

必须考虑其合理性，降低成本而不能降低

作为产业链中一环的物流产业本身的发

游览项目的等候时间是否过长、景区的环

服务质量，保证游客满意度和员工工作的

展也适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其典型概念是

境卫生是否干净等，找出影响收益管理绩

积极性不降低。

绿色物流。绿色物流（ Ｅ ｎ ｖ ｉ ｒ ｏ ｎ ｍ ｅ ｎ ｔ ａ ｌ

效的种种因素，便于管理人员制定相应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是指在抑制物流活动各个环节对环

策略。

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
化，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这一概

（三）重点管理支持性收益点和延伸
性收益点

念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经济学理论和

从国际情况看，大多数成功的事例

生态伦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
以物流具体运

是每天的收入有１／３是游客购物和额外收

旅游景区收益管理既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是一个理念问题，
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由
于其在旅游业中没有相应地位，许多旅游
学著作并不将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的支柱
之一。旅游景区收益是有潜力的，需要学
界和业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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