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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西澳旅游市场

重要支柱
——专访珀斯会展局首席执行官保罗·比森

西澳州首府珀斯位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西部，占地约整个

澳洲三分之一。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且与其他大城市不相

邻，被誉为“最孤独的城市”。即便如此，富饶的西澳不仅

拥有干净的海域、洁白的沙滩、成群的牛羊还有名列世界名

酒行列的顶级葡萄酒酒庄。

珀斯不仅有容易抵达的游泳海滩和自然的活动场地，还

有令人羡慕的明媚阳光，是一座可以为会奖团队提供各种卓

越体验的城市。近日，珀斯会展局首席执行官保罗·比森接

受了《旅游会展》杂志的专访，向我们深入的介绍珀斯会奖

旅游资源优势和推广经验。

China is a key 

pillar to Western 

Australia MICE 

market 

——Interview with Paul Beeson, CEO 

of Perth Convention Bureau

◎本刊记者 / 葛菁 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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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会展》：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珀斯会展业的发展

概况。

保罗·比森：在过去的几年中，珀斯会展局已经将其

营销和业务发展计划融入到企业激励政策中。近年来，珀

斯的会展旅业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极大地促进了新

展馆、新酒店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大型的工程项目让整个

城市和周边地区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了珀斯不仅仅

在西澳地区，乃至整个澳大利亚地区都是重要的会展中心城

市。目前，珀斯会展局已调整其战略以促进当地会奖业的发

展，大大提升珀斯当地的场馆和住宿的可利用价值。

《旅游会展》：针对前往珀斯举办活动的主承办单位或

举办的活动，珀斯会展局是否有相应的奖励政策，或是一些

优惠政策？

保罗·比森：珀斯会展局是西澳大利亚的官方会展

局，致力于协助商务旅行项目进入西澳大利亚州。我们向

协会和企业活动策划人员提供免费的帮助，包括赞助资

金、投标协助、举办地的审核以及与200多个行业供应商

的联系，以帮助全球的商旅客户在西澳地区能顺利举行一

个难忘的商务活动。

《旅游会展》：作为西澳重要的经济发展城市，珀斯

除了拥有矿产，还有哪些著名产业是未来城市需要发展打

造的？

保罗·比森：西澳大利亚州的主要产业有：旅游、农

业、资源、教育等多个学科。

《旅游会展》：请介绍一下目前珀斯的会展设施，可供

展览的面积是多少？以及发展会展与会奖的优势？

保罗·比森：珀斯当地有着丰富的会议空间，适合各种

大型、小型、豪华或经济型的会议。当地最大的会议设施可

容纳4000名参会者。

著名的珀斯会议展览中心位于珀斯中央商业区，紧邻

天鹅河畔，可徒步前往当地知名购物街及城市景点。包含

16000平方米展厅，1790平方米BelleVue宴会厅，含2500

座位的剧场，以及18个多功能会议室。

当地的皇冠珀斯酒店以拥有最多房间（1188间客

房）和最高科技的设施而闻名，它还包含2000平方米皇

冠宴会厅，1850平方米大宴会厅以及1800平方米的露天

空间等等。皇冠珀斯的 Crown Towers 酒店的全部房间内

配备蓝牙连接、电器设施ipad操控等，其中套房还备有圆

桌以便中国游客用餐。

除此之外，珀斯在CBD拥有一系列星级酒店，拥有超

过10000间客房。酒店包括凯悦丽晶珀斯、珀斯帕米利亚希

尔顿酒店、泛太平洋珀斯、珀斯威斯汀酒店等。目前约有

2500个酒店客房正在建设中，并计划在2020年完成。交通

上也非常便捷，市中心距珀斯国际机场和国内机场仅19分

钟，城市中心靠近主要的旅游景点有天鹅谷、弗里曼特尔、

曼哲拉等等。

《旅游会展》：您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澳未来发展的前

景？

保罗·比森：根 据 国 家 长 期 旅 游 战 略 （ “ 旅 游

2020”），西澳政府的战略规划中指出中国市场的发展将

成为其旅游业的重要支柱。目前，澳大利亚启动了“中国

2020战略计划”，旨在确保澳大利亚旅游业保持领先地

位，为加强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挖掘中国市场”被认为是西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度

旅游业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西澳在中国市场上的份

额已经十分明确，西澳将成为中国商旅团队到达澳大利亚的

必游之地。

此外，中国是西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占西澳大

利亚州总出口额的48%，西澳大利亚州矿业部和石油部都表

示，这种情况还将持续。 L Y

HZ

“挖掘中国市场”被认为是西澳大

利亚政府2020年度旅游业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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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 葛菁 李晔

Editor's note: Perth is a vibrant and friendly city. She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and man-made wonders - the beautiful Swan River, 

King's Park and Botanical Garden and the breathtaking Indian Ocean. Perth has 

clear blue sky and an average daily sunshine of 8 hours. It enjoys much more 

sunshine throughout the year than any other Australia's cities.  

With the launching of the “China Australia Tourism Year” in 2017, Austral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favorite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MICE business 

travelers. At the end of May this year, at the invitation of Perth Convention 

Bureau and Singapore Airlines, MICE Business Tourism Magazine was fortunat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CE fam trip to Perth. Let’s step 

into a wonderful trip to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MICE, all the way to 
Western Australia

 ——On 2018 MICE trip to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MICE，澳洲一路向西
——记 2018 西澳珀斯会奖考察之旅

编者按：珀斯是一个充满活力，且非常随和的城市，她有着自然景观与人造

奇观的最佳结合——美丽的天鹅河，国王公园和植物园，以及与印度洋接壤令人

叹为观止的沙滩。珀斯是拥有蔚蓝天空以及每天平均日照 8小时的城市，全年阳

光普照的天数比其他澳洲首府城市要更多，这样的珀斯还缺什么呢？

随着 2017 年“中澳旅游年”系列活动的开展，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商务会奖

游客最喜爱的目的地国家之一。今年 5月底，由珀斯会展局、新加坡航空邀请的

知名会奖媒体考察团有幸参加此次澳大利亚珀斯会奖旅游项目的体验机会。下面

跟随考察团的步伐，一起感受美妙的珀斯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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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山度富庄园 品味地道红酒

5 月 31 日，会奖媒体考察团一行参观了位于西澳大利亚的私人酒庄山度富庄园、卡弗沙姆野生动物园和皇冠珀斯酒店。

阳光明媚的澳洲不但拥有世界闻名的好景致更是盛产葡萄酒的领先出产国。澳洲葡萄酒大多奔放而浓烈、充满活力，享受

它犹如在阳光下纵马疾驰，畅意尽兴、美妙绝伦。澳洲大部分产酒区的地理位置在南半球 30-40 纬度之间，气候条件得天

独厚，土地富饶而又不受污染。加上多元文化背景的酿酒技术，使澳洲葡萄酒拥有当今独特的风格，淳朴而富有个性。西

澳山度富庄园由 John Septimus Roe 创立于 1840 年，是西澳历史最长也是最大的家族酒业，拥有风景如画的美景。

因为目的，出行更精彩商旅目的地 MICE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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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拉来场亲密接触

卡弗沙姆野生动物园（Caversham Wildlife Park）座落

于天鹅谷（Swan Valley）怀特曼公园（Whiteman Park）

的中心地带，位于珀斯东北方向，从珀斯驱车 30 分钟即可

到达。是西澳大利亚本土动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公园之一，

考察团员们近距离的与这些最可爱居民接触，亲手喂食袋

鼠，并与可爱的考拉和袋熊合影。此外，园内牧羊犬和牧

牛的表演，也给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

“狂野”兰斯林 体验滑沙乐趣

兰斯林是西澳大利亚一个特别的沙漠小镇，这里有一

处非常适合沙漠探险的地方，而最新奇、刺激的沙漠“玩意”

莫过于沙漠 4WD（四驱车）与滑沙。考察团团员走入沙地，

一片白沙漫漫，沙地上停着的高大的越野车，普通人往车

前一站，还不及车轮高。从约两层楼高的细白沙丘上如滑

楼梯般的快速滑下，绝对是一项考验胆识、技巧的运动，

在细软的沙地上就算翻倒了也不会感到疼痛。滑沙的装备

十分简单，只需一块一米长的滑板即可。而玩法也绝对不

复杂，毫不经验的人多次尝试几次便能学会。如果实在害怕，

滑行前只需要闭上眼睛，一鼓作气，飞一样的美妙感受定

能使人忘记一切烦恼。此外，尖峰石阵位于珀斯北面 260

公里，乃南邦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个在沙漠的奇异活化

石原始森林，有数以千计可高达 5 公尺的石灰岩柱，让考

察团员们叹为观止。

当澳洲龙虾配上白葡萄酒

除了享誉全球的葡萄佳酿、清新爽口的鲜酿啤酒，西

澳延绵的海岸线和保护完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无比丰富的新

鲜食材，生蚝、鲍鱼、龙虾、上等牛羊肉、乳制品等，一入

口中便能感受到那入口生花的陶醉感。此外，各种新鲜蔬

果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给你的味蕾带来极大的享受。鲜嫩雪

白、带着浓郁海洋气息的新鲜龙虾肉，用嘴轻轻一抿，鲜汁

溢出，此时搭配一杯澳大利亚原产的清新白葡萄酒，更添

鲜美滋味！从珀斯出发两小时车程就到了盛产岩石龙虾的

龙虾工厂，行程第二天，考察团一起参观西澳最大的龙虾工

厂，探寻这里价值上百万澳元的龙虾。在了解了龙虾从捕获

到加工的过程之后，大家一同享受龙虾大餐，一饱澳洲龙虾

的口福。如今，龙虾工厂已打造成为西澳的必游之地。参观

完龙虾工厂，考察团团员们有幸在考察之旅的第四天，在曼

哲拉 Stingray Point 码头登上豪华的曼哲拉游艇（Mandurah 

Cruises），开启 3 小时的航程，行驶途中，中文工作人员向

笔者介绍，船队可以承接 30 至 68 人不等的团组，而人数更

多的会奖团队还可以安排多艘船同时接待。据介绍，在动物

繁殖的季节，这片海域能欣赏到众多海豚嬉戏的场景；而海

鸥、鸬鹚等鸟类也会与游艇上的乘客频繁互动。

当游艇驶入印度洋时，船长会现场教授捕捞知识，同

时帮助游客亲手捕捞野生岩石龙虾。当龙虾被打捞上来后，

船长还会对每一只龙虾的尺寸进行测量，低于一定数值的

龙虾会被放归大海，以确保物种正常的繁衍生息。亲手捕

捞野生岩石龙虾，是曼哲拉最著名的水上冒险活动之一。

品尝西澳地道龙虾餐

鹈鹕与游艇上的乘客频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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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世界上最开心的动物”

罗特尼斯岛距离珀斯仅 19 公里（12 英里），由于罗特尼斯岛不允许

私家车上岛，因此在岛上骑行观光游览成为罗特尼斯岛最受欢迎的休闲体

验之一。考察团员们兴奋地穿戴上专业的骑行设备，依照自己的节奏，轻

松感受一番来自于大自然清新环境之中的骑行乐趣，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

生活体验。罗特尼斯岛拥有 60 多个海滩，珊瑚礁内藏有热带鱼，除了古色

古香的建筑，这里还是 Instagram 明星短尾矮袋鼠的家乡，这种袋类动物仅

在西澳大利亚州才有。这种友好的动物总是会在相机前诙谐地露出憨厚或是

甜心派的笑容，因此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开心的动物”。在领略原始岛屿

的历史与自然风光后，考察团一行骑着 Segway 代步车踏上 Thomson Bay 

Settlement 的探索之旅。在本地向导率领下，大家轻松地掌握了代步车的技

巧，一起愉快地沉醉于岛上的自然风光，了解这座原始岛屿令人惊叹又充满

争议性的历史。随后，考察团游览弗里曼特尔市内著名景点，小天使啤酒厂、

卡布奇诺街和弗里曼特尔周末市场。弗里曼特尔是一座很值得深入探索的旅

游文化胜地。自 1897 年开始只有周五至周日才开放的弗里曼特尔市场让大

家流连忘返，置身于超过百年的活力文化和传统的独特氛围中，给人一种轻

松、愉悦的购物体验。

珀斯，MICE 发展新动力

对任何一个商务会奖团组而言，舒适的住宿条件、先进的会议场所以及

多样的用餐环境都会被列在出行需求的前三位。而对于这样的要求，珀斯的

答案是肯定的。以天鹅湖为标志的城市中心被威斯汀、洲际、希尔顿、泛太

平洋等数十家国际连锁酒店包围，每家酒店距离 CBD、珀斯会展中心仅有

几分钟的车程。

珀斯会展局业务发展总监 Clinton Barnes 在媒体见面会上介绍，珀斯及周

边地区共同构建了 MICE 旅游的几大关键性优势：这里是不喧闹的都市，全年

充满阳光的胜地；对于中国游客而言，这里不存在时差的烦恼，不管是同步工

作或联系亲朋友好都极其便利；此外，在中国持续简化的签证申请流程以及澳

洲长期签证的发放都能为珀斯赢得更多会奖团的欢心。

“为满足更多商务及会奖游客的需要，毗邻珀斯会展中心的 Ritz 

Carlton 和 Double Tree Hilton 也将相继在明年开业，为整个珀斯提供充足的

房间。”Clinton Barnes 表示。

相较更为专业的会展场地，珀斯会议展览中心能为更大的团组提供选择。

该会展中心位于珀斯中央商业区包含 1790 平米的 BelleVue 宴会厅；2500

个座位的剧场；中式宴会在内的现代亚洲佳肴；18 个多功能会议厅；专用

扬声器预备室以及举办方办公室；超过 16000 平米的专用展览空间；室外

夏季花园功能性空间；专门在场内建造的 @Liberty 咖啡厅和酒吧等设施。

正是由于珀斯手握优质的商务及会奖旅游资源，包括博鳌论坛在内的众

多大型国际性会议在这里举办。而通过不断的宣传，中国 MICE 团组也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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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抛来橄榄枝。就在去年，珀斯接待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中

国 MICE 团 --- 来自中国 M6 金融企业的 1240 名成员。全程

6 天 5 夜和 5 天 4 夜的行程为每一位成员带来了与澳洲其他

地区完全不同的体验，而这也进一步满足了更多中国企业来

此奖励员工的需求。

“明年澳洲最著名的旅游交易会 ATE 也将落户珀斯，

相信这将是珀斯再一次向全球展现自己的绝佳机会。与此

同时，我们也加大了向中国市场的推广力度，珀斯会展局

已经在今年 7 月前往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业内伙伴面对面

的建立联系，期待能达成更广泛的合作。”Clinton Barnes

说道。

新加坡转机，一次旅行双重体验

作为全球热门的商务活动旅游目的地，澳大利亚是众

多会奖团队的首选之地。便利的交通条件对会奖团队的海

外出行至关重要。

珀斯国际机场是澳大利亚的国际机场，位于澳大利亚

西南部吉尔福德州，是珀斯的主要机场。珀斯机场是澳大

利亚第四繁忙的机场，因为它的位置特殊，主要服务于到

澳洲，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以及约翰内斯堡和迪

拜等地的航班。机场位于主要干线公路，大东公路和东京

高速公路之上。可从城市乘坐公共交通巴士到达，候机楼

之间也有中转巴士或出租车。

目前，从中国到珀斯共设有三条航线，每周共有 41 个

航班，每周有将近 11000 人进入珀斯。而且这些航空公司

与珀斯、西澳和中国在同一时区。

新加坡航空公司途经新加坡，每周有 28 次航班，每天

飞行 4 次，座位约 7651 个。飞行时间约 5 小时；国泰航

空途经香港，每周有 9 个航班，大约有 2462 个座位，每周

7-10 个班次，由季节调整，飞行时间约 8 小时；中国南方

航空途经广州，每周有 4 个航班，大约有 1036 个座位，由

季节调整，每周可能有 3-5 班次的调整，飞行时间约 8 小时。

实际上，从中国前往西澳不乏直航航班，南航及国泰

都已开通直飞珀斯的定期航线。“对于商务人士或团组考

考察团骑着 Segway 代步车踏上 Thomson Bay Settlement 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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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人员，航班的起降时间、每周班期其实比较受限。相

对新加坡航空而言，既有每日往返于中国各城市的航班，

也有每日往返珀斯的航班，这样的组合对于大多会奖团或

许更具吸引力。”珀斯会展局企业和奖励旅游资深业务发

展经理刘佳烨表示。

探秘国王公园，寻找真正的王

国王公园是西澳珀斯的必游景点之一，国王公园位于

珀斯西部边缘最大的世界级市区公园，面积达 4.06 平方公

里，是观看西澳大利亚首府珀斯全景的最佳地点，同时也

是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公园。公园内有绿地、植物园、未开

垦的森林、各种鸟类及西部野花；另外，国王公园里还设

有国家战争纪念碑（State War Memorial）、皇家国王公园

网球俱乐部（Royal Kings Park Tennis club），以及一个蓄

水池。每年九月，国王公园还会举办澳大利亚最大的野生

花卉展览。

公园建于 1890 年，作为送给当时英国爱德华国王的

礼物。被命名为国王公园。这里共种植培育了 6000 多种

花草，其中 3000 种是西澳特有的野花植物，包括州花“袋

鼠爪花”（KangarooPaw）。至此，为期 5 天的珀斯考察

之旅圆满结束。

2017 年珀斯著名会展与会奖活动一览表

月份 会议 /活动名称 参会规模 类别

三月 友邦保险马来西亚明星大会 2017 1600 人以上 经济

四月 2017 世界网络国际会议 1200 人左右 科技

七月 第十二届国际哺乳动物学大会 2017 1200 人左右 科学

七月 MS 集团 2017 奖励之旅 1200 人以上 财务

八月 澳大利亚心脏学会年会暨新西兰 2017 2500 人左右 健康

八月
澳大利亚内分泌学会联合会 2017 年

度学术会议
2500 人左右 健康

九月
南半球开放年度桌面、CGG 和棋盘游

戏大会 2017
1000 人以上 科技

皇冠珀斯的 Crown Ballroom

乘坐曼哲拉游艇（Mandurah Cruises），开启 3 小时的航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