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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a sudden of 2019-nCoV, all walks of life have been hit, especially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recovery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fter the epidemic, this article takes Maca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t fac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epidemic, Macau, as a world tourism and leisure center, is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opportunities such as market demand growth. According to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Macau tourism industry, a corresponding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s proposed. Taking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s an opportunity, Macao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good image as a city, launch a plan to revive Macao's 
tourism industry, train enterprises' ability to resist pressure, develop characteristic tourism types and other measures, so that 
Macao can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in challenges, and reduce losses caused by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ourism in other cities while help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cau'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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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旅遊業面臨的挑戰、機遇及對策研究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 

王一凡 

國際旅遊與管理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各行各業均受到衝擊，尤其是第三產業中的旅遊業。為加快疫情過後旅遊業的

復蘇，本文以澳門為研究物件，基於疫情影響下澳門旅遊業的現狀，對其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進行分析。作為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的澳門在此次疫情影響下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等挑戰與市場需求增長等機遇。根據澳門旅遊業面臨的機遇與

挑戰，進而提出相應的實施策略。以疫情為契機，充分發揮澳門良好的城市形象、推出澳門旅遊業的重振計畫、培養

企業抗壓能力、發展特色旅遊類型等措施，使澳門最大程度的抓住機遇、贏得挑戰，減少疫情影響下產生的損失。希

望相關對策在幫助澳門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能為其它城市旅遊業的恢復提供參考與借鑒。 

關鍵字：新型冠狀病毒，旅遊業，機遇與挑戰，澳門��

 

1．前言

在2019 年與 2020 年交替之際，新型冠狀病

（2019-nCoV）悄無聲息的出現在人群之中。隨著湖北省

武漢市率先確診因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病

例，新型冠狀病毒「瞬間」在全國範圍內爆發。隨後在北

京時間2020年1月30日晚，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將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圍繞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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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戰役正式打響。新型冠狀病毒作為冠狀病毒的新種

類第一次在人群中發現，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和潛伏性，既

增加了醫療行業的壓力，還導致社會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尤其是對於環境衛生極其敏感的旅遊業。因

此，在應對新冠疫情傳播而進行的隔離下，旅遊業受到了

極大的衝擊。 

近年，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與

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在國家發展上具有重要

的戰略地位，旨在打造成為宜居、宜業、宜游的高品質生

活圈。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中心之一，在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國家「十二

五」規劃中正式將澳門的發展目標定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1]。伴隨著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澳

門的旅遊業正向多元化進行發展，旅遊市場具有巨大的發

展潛力。 

新冠疫情的到來恰逢澳門旅遊的「黃金周」，不僅使

正在快速發展的旅遊業受到嚴重的影響，還牽制了與旅遊

業密切相關的博彩業與酒店業。在全球疫情快速發展的大

環境下，疫情造成澳門旅遊業的短期損失是在所難免的，

但這只是暫時的陣痛，對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目標的澳

門，疫情同樣為旅遊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本

文通過對澳門旅遊業的現狀與變化進行分析，結合澳門政

府應對疫情的政策和實際情況論證旅遊業面臨的機遇與

挑戰，分析澳門在疫情影響下應如何憑藉自身優勢與特色

提升旅遊吸引力，為澳門旅遊業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提供

參考性的應對策略。 

22．澳門旅遊業現狀 

2.1 旅遊業擁有大環境優勢 

澳門地處亞洲中心區域，並且具有中西結合的歷史文

化，這些優勢使澳門與世界的聯結非常便利。雖然澳門地

理面積較小，但是便利的條件卻帶給旅遊業得天獨厚的優

勢。澳門旅遊業在國際上的表現力良好，有著巨大的發展

潛力，其包容性、開放性對國際旅客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根據世界旅行和旅遊理事會（WTTC）發佈的《2018旅

行和旅遊全球經濟影響報告》顯示，澳門旅遊業收益正在

逐年增高，2018年整體GDP增長14.2%，增長率和國際旅

客消費分別佔據全球第二。伴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

展，澳門作為旅遊休閒城市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將會逐漸

提升[2]。 

2.2 旅遊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 

以博彩業為主的旅遊業是澳門的支柱產業，是政府財

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澳門行業結構中，博彩業占比為

50.5%，為本地經濟做出巨大的貢獻。隨著港珠澳大橋的

開通、關口數量的增加、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等其它因素

影響，遊客數量呈上升趨勢，進而帶動旅遊消費不斷增

加。如圖1-1所示，2019年入境澳門的旅客達3940.6萬

人次，相較於2018年，增長10.1%。中國內地作為最大的

客源市場，占總入境旅客的70.9% ，澳門的旅遊業展現

出強勁的勢頭。 

 
圖1-1 2015——2019年入境澳門遊客數量 

(圖表來源：作者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綜合指標整理自製) 

2.3 旅遊業受新冠病毒影響波動大

旅遊業是高度市場化的敏感行業，極易受環境影

響[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作為突發性事件，對旅遊業造成

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高度市場化的旅遊業成為減收最大的

行業之一。2020年1月24日起，全國旅行社及線上旅遊

企業暫停經營團隊旅遊及「機票+酒店」旅遊產品；出境

游在內的所有團隊遊及「機票+酒店」服務全面暫停。 

2.3.1.春節黃金周澳門旅遊市場被迫“暫停”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入境旅客數量大幅度減

少。在疫情爆發之初，全國各個城市相繼出臺防疫措施，

降低大量人員非必要的流動，例如：外出旅遊者返回居住

城市後會進行隔離觀察、各個社區也會加強防疫宣傳，號

召居民減少不必要的出行。澳門因食品進口及珠海員工等

原因雖未封關，但是加強了關口的管理措施。早在1月26

日就已出臺相關方案，任何來自湖北或者14天內到達過湖

北的人士在沒有有效醫生證明的情況下拒絕入境，對於可

以入關的人士還會進行6~8小時的醫學檢查。通過資料顯

示，春節黃金周（七日）訪澳旅客總數僅為26.15萬人次，

相較於2018年、2019年春節黃金周旅客人數銳減

72.72%和78.25%。從圖1-2中也可以看出，2020年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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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周旅遊人數從第一天開始一直呈下降趨勢，與澳門及

各個城市相繼出臺的政策息息相關，有準備出行的遊客取

消出行，而已經出行的遊客則加速返程。雖然旅遊人數受

到驟減，但是快速、靈活的應對措施也使得澳門境內的疫

情得到明顯控制。 

 
圖圖1-2 2018年——2020年春節黃金周入境人數 

(圖表來源：作者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資料整理自製) 

2.3.2.澳門旅遊業蒙受巨大損失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使澳門旅遊業蒙受巨大損失，大量

旅遊服務訂單被退改停。由於防控需要，賭場等娛樂場所

暫停營業。面對龐大基數的旅遊客戶群體，旅遊企業的直

接損失較大；春節「零收入」引起的成本上升導致旅遊業

相關人員的壓力增大；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

最新數字顯示，2020年1月酒店的客房平均入住率僅為

79.4%，相較於2019年1月下降了13.5%。航空業作為與

旅遊業相關的行業，疫情期間取消大量往來澳門的訂單，

造成旅遊業的間接損失。  

3．澳門旅遊業在疫情發展下面臨的挑戰 

新型冠狀病毒較以往疫情持續時間更長，涉及各行各

業，尤其以第三產業影響最廣。旅遊業作為第三產業的朝

陽行業，對地區乃至國家的經濟起到重要作用。隨著旅遊

行業資料萎縮，因疫情發展面臨的挑戰接踵而來，對旅遊

依賴型地區的澳門來說，挑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3.1 旅遊業不同分支的再恢復 

大量的旅遊訂單受疫情影響而取消、退款，據不完全

統計，退改率達到80%以上，各類大型會議、會展延期或

取消，導致旅遊行業資料萎縮，進入冰封期。澳門境內外

遊客數量如圖2-1所示，呈現「斷崖式」下跌。

 
圖2-1 2019年12年——2020年2月總入境遊客人次變化 

(圖表來源：作者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資料整理自製) 

 

隨著旅客人數的銳減，澳門旅遊業整體資金鏈緊張，

不同分支受到衝擊，其中旅行社、OTA、會展等行業幾乎

沒有收入。控制人口流動等防疫措施的影響下，景區、酒

店等消費場所不但要面臨停業安排，還要處理疫情期間預

定的退票業務，旅遊周邊產品邊際效益遞減，要承擔較大

的損失。類似情況使以旅遊業為主的澳門，因疫情長時間

持續而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結合旅遊市場的心理適應期，疫情過後旅遊業恢復到

正常水準至少需要六個月。疫情結束後，如何消除遊客的

恐懼心理，使澳門旅遊市場能夠重新活躍，是澳門旅遊業

要面臨的挑戰之一[4]。 

3.2 旅遊業產業結構的多元化轉變

澳門旅遊業以博彩為主，而以博彩旅遊業為主導的經

濟結構過於單一化[5]。由於博彩旅遊的特殊性，使其更容

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為配合澳門地區抗擊疫情，各大

博彩娛樂場所停業十五日。據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統計，

2019年12月的博彩收入為228.4億澳門元，博彩業停業

十五天的經濟損失可想而知。隨著澳門博彩業受到經濟下

跌的影響，股價也大幅度下跌。如圖2-2所示，博彩業對

澳門地區的經濟稅收貢獻頗多，博彩稅收占澳門政府總收

入的80%，其損失直接影響了澳門整體經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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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2-2 2014年——2018年賭博專營權之直接稅 
(圖表來源：作者依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佈的資料整理自製) 

 

過度集中的旅遊結構削弱了其它類型的旅遊方式對澳門

經濟的貢獻。單一化的旅遊模式在受到危機時容易處於被

動階段，在受到新冠疫情的突發考驗下，很難保持經濟的

平穩發展。雖然澳門博彩旅遊雖然使得澳門經濟的「一榮

俱榮」，但長遠來看博彩旅遊的波動性會對澳門的發展產

生影響。 

3.3．旅遊從業人員的失業率 

旅遊是區域經濟增長的催化劑，為澳門帶來的收益包

括直接收益與間接收益兩部分。作為澳門的支柱型產業，

旅遊業提高經濟收益的同時增加了就業機會，具有較高的

依賴程度。疫情影響下，經濟與社會發展呈現劇烈波動情

況，旅遊訂單的退改使很多開放在旅遊旺季的相關景點、

企業被迫歇業，導致旅遊從業人員的就業無法保障。此

外，對於中小型旅遊企業，抗風險能力脆弱，疫情下的生

存環境對其並不友好。旅遊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根據澳

門統計暨普查局的勞動力統計資料顯示，與旅遊相關的直

接和間接從業人數達到117.9千人。此次疫情導致旅遊業

人員的就業環境無法得到保障，迫使一些旅遊從業人員選

擇轉行。如何使旅遊從業者重拾對旅遊業的信心，穩定旅

遊業的人力資源隊伍，對疫情後的旅遊業恢復十分重要。

這給旅遊業本身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4．澳門旅遊業在疫情發展下面臨的機遇 

疫情對於旅遊業的影響有弊有利，帶給旅遊業衝擊的

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4.1 健康旅遊成為新的發展趨勢 

疫情過後，居民對健康問題將愈發關注，旅遊作為疫

情期間被壓制的社會需求，可能會引起「健康+旅遊」模

式的需求上升，醫療健康與旅遊業結合可以作為旅遊的一

種新方式，既能推動醫療產業發展，也能加強旅遊與醫療

的結合，推動健康旅遊成為新的發展趨勢。 

4.1.1.健康旅遊需求旺盛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自身健康與旅遊健

康的認知。目前在對抗新型冠病毒的問題上，人類自身的

免疫系統起著很大的作用。疫情作為催化劑，使大眾更加

清楚的意識到健康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需求，提高免疫力也

成為大家探討的熱門話題。健康、療養成為重要的發展方

向，健康旅遊作為新興產業能夠滿足大眾身心健康與休閒

娛樂的雙重需要。 

4.1.2.健康旅遊發展空間廣闊 

中醫藥旅遊作為健康旅遊的分支為健康旅遊提供了

廣闊的發展空間[6]。中醫藥在此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起到

至關重要的作用，得到普遍的認可，逐漸顯現優勢。作為

中國的特色資源，中醫藥在澳門有著穩固的基礎，不僅中

醫藥資源豐富，還重視中醫藥人才培養與技術的傳承。特

區政府對中醫藥的大力支持，打造出澳門中醫藥獨特的優

勢。此外，作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平臺，澳門擁有25項世界

文化遺產，如何合理進行融合，配合風景優美的自然景

觀，使人們在欣賞美景的同時，又能達到養身保健的目的

將為澳門旅遊業帶來新的契機。 

4.2 良好的城市形象促進旅遊業恢復發展 

4.2.1.有利措施出臺推動旅遊業恢復 

快速應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能夠提升城市的正向

形象。城市形象作為城市的無形資產，在提升城市知名度

方面具有突出貢獻，對於旅遊業需求旺盛的城市尤為重

要。澳門在此次對戰疫情的過程中做出了堪稱「教科書」

級別的快速反應。特區政府積極開展防疫工作，陸續出臺

一系列防疫措施，危機管理意識強，在較短的時間內控制

住疫情的蔓延，降低了疫情傳播的風險，政府出臺的各項

經濟舒緩措施如表3-1所示。城市形象的提升為旅遊業帶

來了積極的影響，體現出澳門政府的強抗風險能力，以及

靈活應對危機的能力，為旅遊業在疫情過後的發展注入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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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3-1 疫情期間澳門經濟舒緩措施（數據來源：作者根據

出臺政策整理自製） 

經濟舒緩 

措施方向 
具體措施 對旅遊業的影響 

減免稅務及規定

費，減輕企業及

居民負擔 

 

1.2019年度稅款上限三十

萬元減扣 

2.2019年度工商用途物業

房屋稅25%扣減 

3.減免旅遊服務業場所消

費為期六個月的5%旅遊稅 

4.退回營業車輛2020年度

有關牌照的稅款（如的士、

酒店客車等） 

5.豁免或退還2020年度有

關牌照的印花稅（如：酒

店、餐飲場所、旅行社等牌

照的印花稅） 

6.豁免2020年度檢查費

（如：酒店、餐廳、就把、

旅行社等） 

1.有助於減少酒

店、餐飲場所、旅

行社等旅遊企業

的稅收負擔。 

2.降低旅遊相關

企業的壓力，助力

疫 情 過 後 的 恢

復，使旅遊業健康

持續的發展。 

推動中小微企業

援助及利息補

貼，服務因疫情

導致資金短缺而

獲銀行貸款的中

小企業 

1.《中小企業援助計畫》 

2.《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計

畫》 

3.《中小企業專項信用保證

計畫》 

4.調整還款安排 

5.臨時性“中小企業特別

援助計畫” 

6.臨時性“中小企業貸款

利息補貼計畫” 

1.緩解旅遊相關

的中小微企業現

金流問題。 

2.有助於中小微

旅遊企業存續，並

為其注入信心和

活力。 

 

4.2.2.形象優勢推動旅遊回溫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不斷發展與廣泛影響，對於澳門

旅遊業的紅利越來越突出[7]。「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

位將為澳門帶來廣闊的發展前景，加強與灣區內其它城市

之間的共同合作同樣能建立旅遊區域品牌，為疫情過後旅

遊產業的復蘇帶來大量客源，幫助旅遊業快速恢復。此

外，應對疫情中，「澳門速度」樹立的良好城市形象備受

各方人士好評，已成為旅遊推廣的名片，將會得到更多國

內外遊客的青睞。 

 

4.3 多元化的旅遊市場需求大 

澳門博彩、旅遊具有較強的關聯帶動能力，其它市場

需求因為疫情得到進一步激發。 

 

4.3.1.智慧與科技旅遊 

隨著科技的發展，「無人檢票」、「刷臉進站」等無

接觸自助行為已成為現實。智慧化、科技化與傳統旅遊業

的結合，為旅遊業的運行帶來了機遇。新冠疫情下，降低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可以減少感染病毒的風險。智慧旅遊

的發展推動了無接觸旅遊市場快速發展的需要，建立遊客

的「安全區域」。建設智慧旅遊能夠降低人力成本與運營

成本，為遊客提供全方位的便捷服務。澳門對於開發智慧

旅遊產業的前景巨大。 

 

4.3.2.體育旅遊 

疫情影響下喚醒了全民健身的意識，重塑人門的生活

方式。體育鍛煉成為疫情期間居家提升免疫力的首選，居

家健身受到熱捧。隨著中國體育旅遊博覽會的成功舉辦，

作為體育與旅遊相結合的健身方式，體育旅遊已經成為一

門新型的旅遊模式[8]，其結合旅遊、健康、休閒為一體的

發展目標滿足部分體育熱愛者的旅遊需求。體育旅遊能夠

帶動體育業與旅遊業共同發展[9]，澳門作為國際化的舞臺

承辦了眾多體育賽事，利用好體育大環境將會使體育旅遊

成為澳門旅遊業的新契機[10]。 

 

4.3.3.會展旅遊 

會展旅遊已經成為大多數旅遊戰略的主要組成部

分，其發展能夠提升地區乃至國家的形象、吸引遊客、提

高公民的主動參與。會展旅遊在澳門市場中的前景明朗，

能夠增加休閒旅遊活動的潛力。據CLC澳大利亞旅遊報告

顯示，國際會議平均持續5天，但參會代表預計停留12

天，其中25%的代表會參加會前或會後的正式旅行。發展

會展旅遊業能夠增強遊客逗留時間，帶動旅遊目的地的經

濟效益。作為新興旅遊產業鏈中的一員，會展業在澳門的

發展潛力同樣巨大。因疫情而暫時推遲的會展旅遊業市

場，以及取消的各類會展及賽事活動，都將是疫情過後潛

在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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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推動旅遊基礎設施完善 

旅遊業的突然停滯是階段性的。旅遊作為在疫情發生

時期被壓抑的社會需求，將在疫情過後出現強勢的反彈。

「疫情過後要去吃喝玩樂」是很多人發出的呼聲，旅遊業

結合吃喝玩樂為一體，必然會成為戰「疫」後恢復較快的

行業。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中國國民出遊次數在四次左

右，一旦條件允許，旅遊人數會產生爆發式增長。內地占

澳門總入境旅客的70.9%，是最大的客源地。澳門作為熱

門的旅遊目的地，面對疫情產生“報復性”的消費和旅遊

時，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持變得非常重要。而澳門充足的酒

店、娛樂場所和配套的基礎設施可以容納較多客源，為疫

情過後的旅遊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澳門旅遊業在疫情後的發展策略 

新型冠狀病毒造成了長期的影響，需要做好長遠的應

對準備。疫情是一把雙刃劍，帶來了機遇及諸多挑戰，需

要進一步研究疫情過後澳門旅遊業的發展策略，趨利避

害，最大程度尋求發展、減少問題。儘量縮短旅遊業的恢

復週期，增加澳門地區的旅遊吸引力，延長遊客的留宿時

間[11]。實現澳門旅遊業長期健康、穩定且持續的發展。 

 

5.1 發揮澳門良好的城市形象 

疫情帶來的是階段性的停滯，旅遊業引發的消費能力

不會因疫情而消耗殆盡。旅遊業爆冷的情況雖然不會立馬

恢復，但是勢頭很猛，潛力十足。澳門需要繼續保持「澳

門速度」帶給地區的良好形象，利用自身優勢，以強大的

生命力面對疫情後旅遊業的發展。建立與消費者溝通的橋

樑，提升澳門作為旅遊目的地的好感度，增加旅客旅行的

潛在動力。 

 

5.1.1.樹立安全旅遊目的地形象 

做好景區和人員的防護工作，注重旅遊業因為人員流

動和聚集性帶來的安全問題。博彩娛樂場、會展、景區等

等聚集性活動需要做好消毒與宣傳工作，以此來保護工作

人員和旅客的安全。優化旅遊要素，「食」作為旅遊的一

大要素，連接著遊客的整體感官。嚴格把控食品安全，杜

絕食用野味，防止「疫從口入」，同時宣傳本地美食文化，

提升澳門美食之都的影響力。 

5.1.2.發揮澳門地區優勢 

繼續致力於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為每一個遊

客提供休閒度假、娛樂與購物等多元素體驗。利用好地理

優勢、文化優勢及政策優勢，充分發揮海域優勢，豐富遊

客體驗項目；充分發揮中西建築、文化遺產、葡式住宅、

濕地公園等澳門特有優勢。積極宣傳，吸引旅遊投資；利

用政策紅利，對接國家發展，明確澳門的「休閒娛樂中心」

的特殊地位，積極融合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12]，深化大灣

區的旅遊合作，與「兄弟城市」共建優質的旅遊產業生態

圈。對接「一帶一路」策略，繼續全面拓寬澳門旅遊業的

道路發展，拓展多元旅遊休閒產品，吸引旅遊外來投資[13]。  

 

5.1.3.線上城市形象宣傳 

疫情期間人們通過各類媒體接受到許多資訊，積極的

城市形象對於旅遊目的地的影響很大。澳門可以實行「資

訊先行」策略，通過各種線上管道（如短視頻、社交媒體

等形式）發佈旅遊專題的資訊，由此進行休閒娛樂城市的

形象宣傳，樹立遊客來澳旅遊的好奇心，培養潛在的遊客。 

 

5.1.4.提升旅遊城市內涵 

「打鐵還需自身硬」，旅遊業暫時停滯，但發展的腳

步不能停。深入推進旅遊城市的內涵建設，重視澳門地區

軟實力帶給旅遊業的影響。完善和健全城市規劃體系，全

面有序的打造休閒娛樂旅遊品牌。加強區域合作，擴大國

際旅遊文化交往，提高自身的品牌價值。 

 

5.2 推出澳門旅遊業的重振計畫 

客流量的恢復，取決於特區政府與旅遊業的反應速

度 。推出澳門旅遊業的重振計畫和積極的目的地行銷，

增強與相關行業的聯繫與互通，實行跨界合作。有利於吸

引遊客到訪，彌補因疫情而損失的客流量，重振澳門旅遊

業。 

 

5.2.1.加強旅遊資訊化基礎設施建設 

與互聯網行業深度合作，推動線上旅遊的發展，結合

VR實景，使遊客提前感受澳門的美景。通過探尋美食的

記錄片與景點介紹等提高目的地吸引力。使遊客能夠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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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預先流覽的方式進行瞭解。完善「互聯網+」的移動

資訊平臺，提高線上化服務水準。提升澳門酒店業人工智

慧等無人服務技術，實行少接觸、甚至無接觸的服務。通

過大資料捕捉遊客群體的特殊需求，必要時提供個性化服

務，發掘與旅遊業相關行業的市場潛力。提升旅遊資訊

化、智慧化、智慧化的發展。 

  

5.2.2.加強當地企業合作 

根據各行業的調整策略，加強與當地企業的合作。例

如與酒店、餐飲以及航空公司聯手，針對不同客源、不同

市場，適當推出不同的促銷優惠，來拓展國際客源，增加

遊客來澳的需求與意願。對行銷成本進行把控，聯合當地

酒店業、交通業、景區中心等進行門票預售、低價促銷等

活動。推出更多吸引遊客的套餐服務，在一定程度上通過

降價、打折等方式減輕遊客的旅遊負擔。「質」上進行把

控，吸引「量」上的增長。促進旅遊的二次消費，從而刺

激旅遊市場的發展潛力，為地區經濟做出貢獻。 

 

5.3 培養企業抗壓能力 

疫情的突襲，帶給旅遊業衝擊的同時也提醒整個行

業，需要認真總結疫情影響下的經驗教訓，危機不能靠一

時的措施，改變也不能只在表面上。建立旅遊行業的運營

危機應對機制，從減少外部損耗等方面做好工作，扎實推

進澳門旅遊的深度發展。 

 

5.3.1.建立旅遊從業人員的信心 

疫情期間旅遊行業的恢復離不開對從業人員的「以人

為本」，需要政府、企業和從業人員共同發力。團結一致，

盡可能的為旅遊行業人員提供「留崗留薪」的保障，避免

大規模失業。與旅遊相關的人事管理，要剛柔並進，在保

證制度的前提下，對旅遊從業人員進行關懷和心理疏導，

使從業人員感到溫暖，對旅遊業的發展充滿希望。對員工

展開各種形式的培訓，鼓勵自我學習，提高服務品質、服

務素質，以應對復工後的消費需求。 

5.3.2.旅遊企業優化存量及有序復工 

旅遊企業可以通過產品預售等方式保障現金流。提高

員工服務品質標準與基礎設施的維護，做好充足的準備迎

接市場回暖。加強旅遊企業自身的抗風險意識，不斷優化

產品創新與服務的品質，結合自身條件，把握機遇，化被

動為主動，提升良好口碑。  

 

5.4 發展多元化特色旅遊類型 

面對博彩業在澳門一家獨大的情況，需要推動旅遊產

業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型[14]。為澳門旅遊業的長遠發展提

供基礎。利用好疫情為其它類型旅遊業帶來的機會，圍繞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目標，優化旅遊產業的結構佈

局。為旅遊產業鏈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支援因疫情嶄露頭

角的健康旅遊、體育旅遊等新興的旅遊結合產業。重視會

展旅遊為澳門旅遊業帶來的收益。分散單一化帶來的不利

局面，減少對博彩業的過度依賴及波動，保障澳門旅遊業

的競爭能力能夠穩固提升。 

發揮澳門特區中醫藥的優勢，抓好人們重視健康的新

趨勢，助力健康旅遊。通過對健康的不斷重視，使健康這

個經久不衰的元素融入到旅遊中。澳門中醫藥歷史悠久，

利用進出口的優勢可以在健康旅遊方向發揮帶頭作用，推

廣中醫藥文化，增加中醫藥旅遊體驗項目，吸引各國遊客

感受獨特的澳式健康旅遊。由點及面，分流單一的博彩旅

遊業為主體，進行多元化發展，使更多元素融入到旅遊

業。利用好國際樞紐的優勢，吸引各國遊客增加其逗留時

間。 

重視會展旅遊發展，會展、大型的節事活動是旅遊業

長穩發展的保障之一。會展旅遊業的淡旺季區別並不明

顯，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進行的旅遊項目。定期舉辦商品交

易會、博覽會，根據中西文化結合的特色，擴大與其它國

家的商貿交流。各類會展增加旅遊需求從而帶動旅客消

費，是疫情過後旅遊業復蘇、穩定市場的有效途徑。 

6．結論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範圍內持續傳播的情況，以

旅遊業為主的高敏感度領域受到不小的衝擊，發展環境更

為複雜。短期的損失在所難免，但長期利好的上升趨勢並

未改變，各方都在積極將危機化為機遇。本文根據澳門旅

遊業的現狀對其機遇與挑戰進行研究，提出一些建議對

策，希望在幫助澳門旅遊業復蘇的同時為周邊其它有困惑

的地區提供一些啟發。疫情帶給旅遊業的疼痛只是暫時

的，澳門可以借此機會，化停滯為蓄力，通過積極行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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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的抓住機遇贏得挑戰，保證澳門旅遊業及粵港澳大

灣區旅遊環境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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