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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嘉惠国际商旅管理研究报告》

2018年,将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主管人员
时刻整装待发，飞往世界各地进行商务活
动。在第13期《德国嘉惠国际商旅管理研
究报告》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商旅经
理和商务旅客给出了这样的预测。截至
2017年底，预测商务出行将更加频繁的商
旅经理比例已连续两年上升。与此相反，
仅有8%的商旅经理认为公司商旅出行量将
降低，这个百分比也是自2009年以来最低
的。但是，来自美国与脱欧进程中的英国
的受访者对商旅业的预期并不乐观。值得
注意的是，许多预测商旅出行量将增加的
受访者，同时也在暗暗担忧商旅开支将因
此攀升。

2018年，德国嘉惠国际对来自24个国家的870位商旅经理和2180位商务旅客进行了电话访谈，总
结、整理出第13期《德国嘉惠国际商旅管理研究报告》。



英国脱欧—对英国商旅市场有何影响？

商旅经理—世界仍在迅速发展

商旅开支预期上涨

商务旅客—随时准备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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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数据百分比相加不到100%，原因是有些受访者并未回答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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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似乎尚未波
及到商旅行业的良好发展。调查显示，预测
未来一年公司商旅出行量将增加的商旅经理
百分比已连续两年上升，达到35%。同时，
持相反态度的商旅经理百分比则连续两年下
降，低至8%，达到了2009年以来最低。

将与商旅出行量同步上涨的是商旅开支。
41%的商旅经理认为，机票方面的花销将是开
支上涨的大头，他们中，仅少数商旅经理认为
他们可以有效降低机票开支。另一个开支大头
则是酒店住宿，36%的商旅经理认为这项花费
会上升。担心租车、会奖旅游以及铁路成本会
上升的商旅经理百分比则相对少一些。值得注
意的是，在有些国家，后面这几项使用极少，
或者并未计入商旅成本中。

来自商务旅客的调查数据与商旅经理的数据
非常相似。然而细究之下，这些来自全球的调查
数据中也隐藏着一些变量。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新兴经济体在引领着全球商旅行业的发展。例如，
印度，预测商旅出行量将持续
增加的商务旅客在所有国家中
百分比最高，紧随其次的两个
国家分别是巴西和中国。对比
之下，欧洲较为悲观。尤其是
比利时，其预测商旅出行量降
低的商务旅客百分比是所有国
家中最高的。同时，比利时也
是各国受访商务旅客中，唯一
预测商旅出行量降低的人数高
出持相反观点人数的国家。

受英国脱欧影响，
英国的商旅经理们对国
内商旅行业发展的形势
并不看好。认为宏观经
济形势将对商旅市场产

生积极影响的百分比从去年的50%
急剧下降至今年的30%，而认为经
济会对商旅市场产生消极影响的百
分比则从11%上升到了17%。这个
结果似乎印证了商旅经理们对英国
脱欧这一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忧心
忡忡。另一项调查结果指向了同样
的结论：仅有25%的受访者认为今
年的商旅出行量会增加，这个百分
比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预测今年
商旅出行量将减少的人数百分比则
从5%增加到了12%。英国的商务
旅客也有着同样的担心。只有21%

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形势
对商旅市场有着积极影
响—这个百分比是所有
国家中最低的。

商务旅客

商旅经理 商旅经理



商旅经理意见不一

商务旅客更加乐观

全球宏观经济
对商旅市场是推动还是阻碍？

商旅开支大户预期将参加更多商务会议

高商旅开支公司极少使用廉价航空

高商旅开支公司普遍担心成本上涨

公司体量至关重要
公司商旅开支的多少影响着受访者的观点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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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对商务旅行有积极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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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数据
百分比相
加 不 到
100%，原
因是有些
受访者并
未回答此
问题。

从总体数据看，预测未来一年内
会奖旅游量将增多的商旅经理百分比
（21%）大致是持相反预测的经理百
分比的两倍。这个百分比较去年略有
下降（2017年为26%）从公司体量
看，26%的高商旅开支公司认为会奖
旅游将增多，在中等及小型商旅开支
公司中，这个百分比分别是23%和
18%。

对于担心成本攀升的高商
旅开支公司来说，或许应该摈
弃其对廉价航空公司的保守态
度。右边的图表显示，相比中
小型商旅开支公司，高商旅开
支公司的旅行票据中，廉价航
空公司的花费只占了很小的一
部分，说明他们很少使用廉价
航空。但是，这样的现象也许
另有解释。例如，高商旅开支
公司需要大量预定长途航线，
而廉价航空公司很少提供这样
的航线。

受访商旅经理普遍预测其所在公司未来一
年商旅出行量会上升。在接受调查的全球商旅
经理中，一半受访者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对他们
公司的商旅出行量没有任何影响。剩下的一半
中，27%的商旅经理认为商旅出行量将增加，
另有20%的商旅经理认为商旅出行量将减少。

注：在此项研究报告中，高商旅
开支公司、中等商旅开支公司及小型商
旅开支公司的定义，根据国情而有所不
同。比如，在德国，小型商旅开支公司
是每年商旅开支低于50万欧元的公司，
而高商旅开支公司则是每年开支高于
1000万欧元的公司。

从不同的市场主体分析，有11个国家的商旅经
理认为经济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另外有8
个国家的商旅经理则持相反意见。比如在俄罗
斯，仅有3%的商旅经理认为经济形势将促使公
司商旅出行量增加。

虽然高商旅开支公司的购买力更强，但
这些大公司也更加担心开支的上涨，他们认
为在未来一年内，商旅开支会持续攀升，且
持有此观点的商旅经理百分比达到了46%。
相比之下，仅有42%的中等商旅开支公司及
38%的小型商旅开支公司认为其商旅开支将
上涨。

商务旅客则持有不同的观
点。认为经济形势会促使商旅
出行量增加的受访者百分比
(42%，较去年增长了12%)略
高于认为没有影响的百分比
(41%)。只有15%的商务旅客
认为经济走向将导致商旅出行
量的降低，去年这个比例是
22%。从细分市场来看，印度
有69%的商务旅客预测了未来
一年商旅出行量将增加，这个
百分比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相比之下，在持消极影响观点
的商务旅客中，百分比最高的
国家是南非(41%)。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较于中等商
旅开支公司和小型商旅开支公司，有更多的
高商旅开支公司的商旅经理（40%）认为其
公司的商旅出行量会增加。



哪些国家的商旅出行量将持续增加？

全球商旅市场
一览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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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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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2017年百分比下降

相对于2017年百分比上升

相对于2017年百分比不变

预测商旅出行量将增加的
各国受访商旅经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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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成为引领者
印度的商旅经理与其商务旅客的观点基本一致，他们

对未来一年商旅出行量将持续增加的预期远远高于其他国
家，有77%的商旅经理作出了积极的预测。这一调查结果
与全球商务旅行协会（GBTA）的数据一致。该协会的报
告显示，印度在商旅开支方面的增速为全球第一。

美国的变化
在过去一年中，美国的商旅市场形势有了重大转变。

2017年，美国有高达71%的商旅经理认为本公司的商旅
出行量会上升—当时这个百分比是全球最高的。今年，这
个百分比下降至43%。虽然美国仍处于全球平均线以上，
但与其邻国加拿大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拿大预测
商旅出行量会上升的商旅经理百分比从2017年的25%攀
升到了今年的45%。

意见上的分歧
根据今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参与调研的每个国家中

预测商旅出行量将持续上升的商旅经理比重都大于持相反
意见的商旅经理。

此次调研显示，预测所属公司的商旅出行量将持续增
加的商旅经理百分比（35%）是预测将保持不变的商旅经
理占比（8%）的四倍有余。然而，与去年相似的是，大
多数的受访者（54%）认为其所属公司的商旅出行量将保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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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商旅经理预测所在
公司的商旅出行量将持续上升。做
出此项预测的商旅经理百分比已经
连续两年增加，现已达到35%。

预测所在公司商旅出行量将
下降的商旅经理比例减少到了
8%—这一数字是自2009年以来在
《德国嘉惠国际商旅管理研究报
告》中最低的。

在所有参与调研的24个国
家中，印度预测商旅出行量将
上升的商旅经理（77%）和商
务旅客（70%）百分比都是最
大的。

商旅经理们担心商旅开支
上涨，其中认为机票开支上涨
的商旅经理百分比为41%，而
认为酒店住宿费用上涨的百分
比为36%。

英国脱欧对商旅行业有何影响？在英国，
认为商旅出行量将持续上升以及宏观经济将对
商旅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的商旅经理数量均有明

显下降。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务旅
客，英国的商务旅客对经济的看法更为
消极。

比起中小型商旅开支公司，高
商旅开支公司更为担心商旅开支的
上涨。同时，这些高商旅开支公司
也较少使用廉价航空公司。

关于经济会对商旅产生什么影
响，商旅经理的意见分歧较大，
27%的人认为会有积极影响，20%
认为有消极影响，另有50%认为没
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