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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倩 胡晓诗

旅游消费升级趋势下，中小单

体酒店被倒逼转型

彭先生深谙“地段就是收益”的道理，把他的金和源
酒店开在桂林火车站商圈。“火车站、汽车站就在附近，
我这里地段特别好，人流量大，酒店不差自来客。”虽然
只有 30 间客房，彭先生的生意一直经营得不错，但近两
年连锁经济型酒店的崛起，让他也感受到了“单打独斗”
的压力。

像彭先生经营的这种中小单体酒店，在桂林这样的旅
游城市有着相当的数量，它们大多体量都不大，许多是家
庭式的“小作坊”。进入 21 世纪以后，经济型连锁酒店
出现在大众视野，如家、汉庭、 7 天等一系列品牌快速
涌现，并渗透到桂林这样的旅游城市之中，这些连锁酒店
有着统一的管理模式、规范的硬件、时时更新的营销策
略，再加上价格上有较大的优惠，让“小作坊”式的中小
单体酒店难以招架。特别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他们生
存愈加困难。

单体酒店的弊病十分明显，基础设施老化、酒店久未
翻新、设施陈旧、营销模式跟不上潮流等问题，让它们无
法与连锁酒店分庭抗礼。没有品牌加持的大批中小单体酒
店徘徊在设施陈旧、卫生安全差、盈利能力差的生死边
缘。“我们去国外旅游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小型民宿。比如
说泰国的民宿虽然小，但是干净卫生，有泳池、有花园。
国内的小民宿，我首先担心的是安全，其次担心的是房间
卫生状况。”游客方小姐这样说。

游客的担忧也体现了如今中国游客的消费升级趋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游客们的旅游消费观也发生大变
化，在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里，游
客们对“住”的要求也不再那么随意。“低价低质”的产
品和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质优价廉”才是他
们追求的新方向。

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推动下，桂林的中小单体
酒店也被倒逼走上转型之路。

OYO 酒店带来的“鲶鱼效应”

迎合桂林中小单体酒店的转型需求， OYO 酒店开始
了在桂林的快速扩张。

有别于高星级酒店和经济型连锁酒店， OYO 被称为
酒店业“拼多多”。在酒店业的激烈竞争中，它打出了一
副出人意料的“牌”，主打桂林的中小型单体酒店，通过
“轻加盟”的模式，为中小单体酒店打造了一整套流程化
“快速升级体系”，包括进行店内设施免费改造、供给合
作、深耕运营、营收拓展、智能调价等措施来提升业主收
入。其 2 . 0 模式更是承诺给酒店业主保底收入，成为搅
浑桂林酒店业市场的一条“鲶鱼”。

位于环城北二路上的建福宾馆由一栋民房改建而成，
门脸不大，“ OYO ”标志特别明显。走进宾馆，接待前
台干净整洁，显眼处摆放着“ OYO ”会员招募的活动
牌，各种会员活动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今年 5 月加盟
了 OYO ， 7 月份他们帮我免费装修了一下，提升了一下
宾馆的硬件。”宾馆老板吴先生说。

打开宾馆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印有大红色 OYO
LOGO 的床品，床和床头柜都是 OYO 提供的。洗手间经
过 OYO 改造，墙上贴上了淡蓝色的瓷砖，安装了洗手
台、镜子、毛巾架等，使得房间整体环境得到提升。“有
些房间 OYO 帮安装了空调，有些房间是改造了洗手间，
有些房间进行了翻新，换了家具，还装修了门牌、前台
等，花了七八万吧。”吴先生说。经过店内改造，建福宾
馆的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前来住宿的游客多了，满意度
也提升不少。

在记者与吴先生聊着的时候，游客陈先生来到前台，
要求续住一天。“这里的房间虽然不大，但很干净，住得
比较舒适，价格又特别优惠，所以决定多住一天。”陈先
生说。

金和源酒店加盟 OYO 后，彭先生感受到了“抱团”
带来的暖意。 OYO 酒店模式给他的酒店带来了新的经营
理念。 OYO 通过酒店形象统一，用国际品牌为单体酒店
背书，提升了酒店品牌认同度，其次，在服务质量方面进
行统一指导，制定标准化质量要求，从前台接待到酒店清
洁，都以高标准要求，同时对基础设计进行改造升级，在
硬件端达到消费者要求。 OYO 酒店用自主研发的
APP 、智能动态调价等技术，灵活运营金和源酒店，开
启更灵活多变的品牌推广方式，如中秋节推出入住送等额
酒店券的优惠活动，在高考期间 OYO 品牌联合酒店业主
在抖音发布祝福视频等等，层出不穷的营销方式让 OYO
金和源酒店收获了越来越多住客的关注与认可。此外，
OYO 团队对金和源酒店进行综合评估后，还承诺给他一
个保底收入，让彭先生感叹“原来酒店还可以这么做”。

位于环城南二路的民游酒店是一家档次比较高的
OYO 加盟酒店。这家酒店装修比较好，拥有近百间房
间，他们看中的就是 OYO 的营销团队服务。在 OYO 线
下销售团队的帮助下，民游酒店对接了大量旅行社、公司
等团体客户，团客订单占整体比例高达 8 成。加盟一个
月，民游酒店入住率达到 9 成，营收较去年同期增长 3
成。“ OYO 在对酒店进行详细考察后，为我们量身定做
了销售政策。我们本身有比较好的硬件，加上灵活优惠的
价格，很受游客欢迎。”该酒店负责人说。

OYO 作为国际品牌，给桂林广大中小单体酒店带来
了新的转型升级思路，这也正是他们所缺少和急需的。

激活单体酒店的广阔市场

OYO 的出现，带火了酒店业下沉市场。仿佛一夜之
间，曾经不被看好的中小单体酒店吸引了众多目光与关
注。

根据《中国酒店产业报告》的数据，中国酒店存量市
场中有约 92 万家单体酒店，占比超过 85% ，可触达的市
场规模接近 1 万亿元。而据 2018 年桂林旅游大数据报告
显示，按住宿方式分，桂林星级住宿设施过夜人数为
243 . 16 万人次，占国内过夜游客总量的 5 .82% ；非星级
住宿设施的过夜人数为 3605 . 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 . 53% ，占国内过夜游客总量的 86 .24% 。非星级住宿
接待快速增长，说明我市包含特色民宿在内的非星级住宿
设施受到广泛欢迎和追捧。这其中就包含有大量的单体酒
店。

在传统连锁扩张和消费趋势变化的承压下，大量的单
体酒店需要变革，危机里也蕴藏着商机。对此，市文化广
电与旅游局负责人表示，由自治区发改委和文旅厅正式下
发的《关于以世界一流为发展目标 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

地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提出，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要“提供一流的旅游接待设施。鼓励发展多业态精品酒
店、文化主题酒店等，建设高端旅游度假酒店群。引进
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管理)集团。探索制
定一流的民宿标准，打造桂林民宿品牌，建成一批精品
民宿集聚区”。这也说明了桂林广大单体酒店大有可
为。“旅游住宿业应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随着时
代发展和游客需求，不断转型升级。”他建议，当下旅
游市场消费升级推动了市场对“美宿”的需求，单体酒
店要进一步提升硬件环境和软件服务，要有明确的清洁
卫生和安全方面的标准，让酒店向精品酒店设计转型。
同时，充分发挥出酒店自身的特色，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大潮中顺势而为，加大对桂林文化的发掘，打造出与
众不同的酒店文化主题，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感受。

“互联网+”和散客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量游客通
过线上 OTA （全称为 Online Travel Agency ）来寻
找和预订酒店。对此，该负责人表示，单体酒店要尽快
适应“互联网+”和散客时代的现状，加大在网络上的
营销和推广，让游客可以通过网络向酒店预定服务，激
活单体酒店的广大市场。

桂林酒店业界刮起“OYO”风
这对众多中小单体酒店蜕变升级有何启示？

酒店作为旅游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体验，也是桂林旅游生
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匹“杀”入中国酒店市场的“黑马”，印度连锁酒店
品牌OYO 从去年开始进入桂林市场。短短一年时间，截至目前，OYO 已经在桂林
拥有 100 多家连锁加盟酒店，合计客房数达到 3000 多间，平均入住率提升到
80% ，在桂林旅游业界形成了“OYO 现象”。

在我国的星级评定标准中，将纳入星级饭店评定体系的住宿设施最小客房数规
定为 15 间，而经济型酒店和高星级酒店一般都在 80 间以上。但其实，大量客房数
在 30 间左右或者小于 30 间的中小单体酒店才是“海面下的巨大冰山”。OYO 在
桂林的快速发展，瞄准的正是这个不被所有“玩家”重视的市场。而OYO 在这片市
场上产生的优异成绩，反证出了这片市场的潜力无限。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正在全力打造“升级版”，我市众多的中小型单体酒店
如何在这阵“东风”中进一步转型升级，迎合广大游客消费升级后的需求，成为摆
在他们面前亟待破解的问题。解读桂林酒店业界的“OYO 现象”，或许可以带来一
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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