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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型酒店管理发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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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城市旅游业发展飞快的今天，经济型酒店随之兴起壮大。城市的发展带来的是经济型酒店发

展的机遇和挑战。运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影响，综合考虑经济型酒店各方
面的发展，从而为经济型酒店发展的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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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文献综述

二、
波特五力模型与经济型酒店的管理

中国的城市数量众多，大力发展旅游业是众多

截止至2008 年 7 月,中国国内经济型酒店数为

城市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道路。2009 年 12 月 1

2187 个，所提供客房为 246117 间，酒店数和客房数

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正式发

较 2007 年同比增长 80%和 37%。尽管国内经济型

布，首次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

酒店的发展步伐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经济型酒

性支柱产业”，指明了旅游产业升级方向。一些经济

店与豪华酒店 7:3 的比例相比，目前中国经济型酒

型酒店的需求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城市经

店的发展仍不平衡，后续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大。由

济型酒店发展的管理研究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此可见，在城市，经济型酒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型酒店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一种提供早餐

放任自流的管理不利于城市经济型酒店的良性发

和住宿的酒店形式，在中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

展，而波特五力模型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很好地

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分析影响城市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各种因素。20 世纪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定义虽然各不相同，但也能

80 年代初，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成为战略

从中找到一些共通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价格实

管理理论的主流。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波特提出的五

惠，一般比三星级酒店略低，大约在 200 元上下；

种力量分析模型。波特的企业竞争力五种力量模型

（2）环境舒适、干净、交通方便，能提供舒适安全的

定位于厂商如何在产业内定位，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睡眠同时便于出行；
（3）房价定价性价比高。我们可

中获取高于平均的利润。他认为，产业环境存在五

“ 以大众旅行者和
以将经济型酒店的定义总结为：

种基本力量：潜在入侵者的威胁、替代品或服务的

中小商务者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客房为唯一或核心

威胁、供方议价能力、买方议价能力和产业内既有

产品，价格低廉（一般在 300 元人民币以下），服务

同业竞争者。这五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企业战

标准，环境舒适，硬件上乘，性价比高的现代酒店

略优势的来源以及准确定位。下面根据五力模型所

业态。
”当然具体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还是不断变

分的五个方面对城市经济型酒店发展的因素进行

化的。

逐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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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型酒店新进入者的威胁

城市经济型酒店管理发展的分析
有产品相近功能或效用的产品。而且只要有竞争存

经济型酒店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相比星级酒店

在，替代产品就会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替代产品

的投入较低，相对来说投资回报率却较高。从数量

的存在使同类产品的价格互相牵制，能够对行业利

上看，经济型酒店发展速度快，因此可能会很快地

润进行牵制。因此替代品对企业的生存有威胁，这

让整个行业从初具规模走向成熟。从成本上看，建

种威胁主要方面有：一是替代产品的成本更低同时

造一座拥有 100 间标准客房的经济型酒店比建造

还能满足顾客需求；二是当顾客选择替代品时所需

三星级以上酒店投资小得多，假如通过收购或者改

要的转换成本更小；三是替代产品的价格通常比同

造现有的旅馆和小型招待所费用则更低。在经济型

类产品价格低。在酒店业发展中，家庭旅馆和星级

酒店的运营费用上，从设备维护到员工工资，到能

旅馆投入的连锁型酒店，都可以认作是经济型酒店

源消耗，以及日常行政开支，都远比豪华酒店要节

的替代产品。而家庭旅馆因为成本低，可以随消费

省。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型酒店在中国的投资回报

者的规模和集中度的变化而随之调整，同时受季度

率每年将近 35%，通常 3～5 年左右可收回成本。毫

影响较大。在目前经济型酒店高速扩张的情况下，

无疑问的是，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型酒店的竞争格

整个经济型酒店业内的替代品或者服务的威胁也

局将发生重大改变，整个经济型酒店行业将结构调

在加大。

整，竞争的对抗性预期将比以往更为激烈。在国内

（四）经济型酒店供方的竞价能力

的星级酒店不断跟进经济型酒店同时，新兴的国内

从经济型酒店业盈利的影响因素看，建筑和服

外资本也不断涌入，同时，国外大型的经济型酒店

务成本影响着经济型酒店的成本。近年来随着城市

或者连锁集团纷纷进军中国市场，如法国雅高集团

地价的不断攀升，不断变动的成本构成巨大压力，

的宜必思、美国德尔集团以及世界最大的经济型酒

经济型酒店的租金是经济型酒店最重要的成本构

店的特许经营品牌速 8 酒店等。这些酒店依托于国

成之一。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会降低经济型酒店的

际酒店集团具有多年的管理经验、自身的品牌优

供应商运营成本。这样，经济型酒店管理上有大量

势、资本实力强大以及较高的资本运营能力，势必

的业务外包活动的成本也会随之下降。而在经济型

会让国内经济型酒店的竞争更加激烈。

酒店没有形成规模效应的时候，是难以形成对于其

（二）经济型酒店市场中消费者的竞价能力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的。另外，从供应商角度看，济型

消费者对于经济型酒店环境、价格、卫生、安

酒店连锁化经营带来采购市场的扩大，同时为酒店

全、舒适程度的要求，是市场环境中经济型酒店发

提供配套设施、产品的供应商数量不断增加，供应

展的另一个考虑要素。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一

商很难做出价格优势。

方面要考虑到提高酒店市场供应充足，包括经济型

（五）经济型酒店现存竞争对手的竞争

酒店和星级酒店，另一方面要保证消费者有充足的

经济型酒店的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便利，另一

议价或者竞价能力。现代经济的发展通常倾向于提

方面经济型酒店为城市发展提供自己的资金和就

供给买方市场充足的信息，消费者掌握了充分的市

业支持。城市经济型酒店所面对的竞争也是巨大

场信息，才有较大的挑选余地，从而增加了消费者

的。从城市内部看，经济型酒店业内面临其他层次

的议价实力，可以挤掉一部分经济型酒店业内的产

酒店的竞争，豪华酒店和星级酒店对客源的争夺不

业利润，当然具体可以通过竞争者降低价格或者提

可避免。从价格因素上讲，中国一星级、二星级酒店

高服务水平实现。目前，中国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

及部分三星级酒店，直接成为经济型酒店的竞争对

仍处在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经济型酒店所在的城

手。同时不同品牌经济型酒店之间毫无疑问也存在

市的生活水平也决定着当地经济型酒店的定价水

激烈的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国资本深入

准。而提高经济型酒店的服务水准，也在同时提高

酒店业，也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他们拥有更多的

城市的生活品位，从管理的角度看，如此，经济型酒

经营经验和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店的发展才有更高的发展空间和竞价能力。

（三）经济型酒店业内替代品或服务的威胁
从经济学上看，所谓替代品是指能够产生与现

从现在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研究经
济型酒店发展的学者主要从战略学、管理学及酒店
发展方面提出发展策略，基本上认为：经济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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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朝着发展大型连锁集团、树立核心竞争品牌、提

一些内部功能外包给中间商加强成本控制；如重视

高管理专业化增强核心竞争力方向发展。在竞争策

人才培养，对辅助业务实行外包，同时加强网络营

略方面比较有特点的是邹光勇和赵凤提出的分类

销的发展。二是差异化战略，树立不同的企业品牌

发展策略，他们提出了一个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框

形象和市场定位，通过新颖的概念与新奇的住宿体

架。按照发展的阶段，将市场上现有的经济型酒店

验吸引消费者，赋予企业独特的文化，塑造独有的

划分为 4 类。Ⅰ类经济型酒店，指社会旅馆及招待

概念，让企业形成文化氛围，从而在将传统星级酒

所。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还不能被严格地称之为

店物质服务成本简约之后把服务向精神领域延伸，

经济型酒店。一般来说这类酒店的客房日出租费用

以获得差异化生存。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根据当地

在 150 元以下。Ⅱ类经济型酒店,指不具有竞争优势

的城市特色进行拓展和挖掘，力求经济型酒店发展

的经济型酒店。Ⅳ类经济型酒店，指具有竞争优势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张与众不同的城市“名片”。三是

并且规模化经营意识和能力具备的经济型酒店。Ⅲ

集中化战略，通过将目标顾客集中在特定的消费群

类经济型酒店，指居于Ⅱ类和Ⅳ类之间的经济型酒

体打造概念主题店，以满足个性时代的消费者的个

店，Ⅲ类经济型酒店又包含了具有竞争优势但不具

性化需求。这种战略要追求全国市场，即使在不同

有规模化经营意识或能力的特色型经济型酒店，及

城市，也要提供给消费者需要的个性化服务。

其他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型酒店。经济型酒店发展
的策略规划，就根据这四个分类制定不同的发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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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Budget Hotels
GAO Jing-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China)
[Abstract]Budget hotels arise and thrive with the curr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tourism.Urban development
gives birth to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budget hotels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Porter's 5force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s of those factors on budget hotels development, and takes full consider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budget hotels in their various aspects with the view to offering some references for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budget ho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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