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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梅 朱传清/文

广东省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纪实

赢在 2010年
实现双重转变

实施对外拓展延伸

集团进行重新定位，着力打造“综合型旅游酒店管理集
团”品牌，介入旅游景区与温泉度假村的投资与经营管理，以
此完善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集团产业链延伸，增强集团发展
后劲，把企业做强做大。

2010年，集团公司管理班子仔细考察了国内外旅游业发
展趋势，详尽地分析了集团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果断决定对集
团进行重新定位，着力打造“综合型旅游酒店管理集团”品
牌，介入旅游景区与温泉度假村的投资与经营管理，以此完善
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集团产业链延伸，增强集团发展后劲，
把企业做强做大。

让他们更有信心的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旅游
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来抓。2009年 12月 1日，国务院颁发
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2010年 11月 5 日，广东
省人民政府也颁发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意见的
若干意见》。政府的重点扶持政策，使得旅游业如沐春风，这
就给以旅游酒店为主业的广晟酒店集团提供了无限发展机遇，
而得天独厚的御临门温泉度假村项目合作的出现正适逢其时。

御临门温泉度假村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九和镇，昔称
“九和温泉”。九和温泉驰名中外，被专家教授誉为“天下第一
泉”、“人间仙水”，2009年同时获得“世界温泉休闲养生基
地”和“中国十大温泉养生基地”殊荣。广晟酒店集团于
2009 年 6 月接触这个项目，在多方充分考察论证的基础上，
从集团到上级得出同一个结论：真正的稀缺资源，项目收购可
遇不可求！他们从正式介入到这个项目，很快就完成了度假村
的股权收购与实业公司注册，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随后
便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二、三期开发征地工作，并于 2010年 11
月 4日与地方政府举行了项目合作开发签约仪式，征用红线内
土地 2931亩。与此同时，项目公司加紧了对一期剩余工程建
设与项目融资工作。其中启动了一期 D区 5600m2扩建装修工
程并顺利完工，新增餐饮娱乐康体经营面积 6000多 m2；启动
了一期二栋 A 型别墅扩建装修工程，新增可售可经营别墅面
积 1000m2；启动了北侧新建 10 栋别墅工程建设，建筑面积
7000m2。以上二项新增别墅产权销售收入将过亿元。

而他们对项目首期的经营管理同时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度
假村利用广晟酒店集团资源优势，重点开辟了淡季会议市场，
并通过调整营销战略，取得良好成效。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560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19.37%；上缴税收 288.44万元，比
上年度增长 13.33%；完成经营利润 1880万元，比上年度增长
41.08%。广晟酒店集团由此项目获得的收益分成足以偿还项目
的财务费用，御临门温泉度假村成为这个集团公司当年投资当
年见效的典型性优质项目，更成为这个集团公司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由集团决策者们确立的转型升级所获得的信心与决心，使
得产业链升级不断得到延伸。紧随御临门温泉项目之后，他们
又与惠州市龙门县政府商洽，合作开发南昆山七星湖景区森林
度假酒店项目，年底签订了合作开发框架协议，可行性分析报
告已报呈上级主管机关。与此同时，由广东广晟御临门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参与竞标的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项目也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办之中，而位于三亚大东海景区的 5星级海滨高级休闲
度假酒店项目已经进入工程建设阶段。这些项目的介入与上
马，使得这个集团在御临门项目之后完全实现转型升级成为一
种触手可及的现实。

与此同时，广晟酒店集团在输出管理上也取得可喜的成
绩。其中位于四川广安市的五星级思源酒店，导入“广晟酒
店”管理模式，扩大了酒店在当地的声誉， 2010年酒店的经
营管理成效尤为突出，营业收入比上年度增长了 12.6%，完成
业主租金后的经营利润比上年度增长了 63.2%。广晟酒店集团
对广安思源酒店的成功管理，使“广晟酒店”管理模式在小平
故里开花结果，成为集团输出管理的典范。

强化管理夯实品牌

发展是硬道理，而外延靠内涵去支撑，品牌靠质量去延
伸。广晟酒店集团把管理质量当作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珍惜，去
呵护！

发展是硬道理，而外延靠内涵去支撑，品牌靠质量去延
伸。广晟酒店集团把管理质量当作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珍惜，去
呵护！他们以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为质量管理的旗帜，以自
身编撰出版的《广晟酒店管理规范》为蓝本，以酒店质量考评
委员会为主帅，以质量考评为手段，以塑造“广晟酒店”品牌
为目标，大力推行质量管理意识，着力抓好质量管理的各个环
节，有效促进了酒店质量管理的稳步提升。

根据企业发展实际与工作需要，这个集团为更好地规范管
理，去年他们组织编印下发了《广晟酒店集团基本管理制度汇
编》，从企业管理的多个层面进行了规范，这个汇编被上级誉
为“本系统一级集团的第一本制度汇编”。同时完善细化了集
团范围的绩效考核内容，将各酒店企业统一采购招标、员工薪
酬福利、班子职务消费、重大决策是否失误等因素纳入到绩效
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挂钩。加大了培训力度，组织
47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赢在管理”专题培训，除聘请
酒店业专家教授授课外，主要领导和行业主管领导还亲自授
课，提高了中高层管理人员战略决策、经营管理、市场运作和
开拓创新能力。

由酒店质量考评委员会挂帅的酒店质量考评，一年二度，
形式多样，内容各异。上半年他们以“餐饮质量评比”为主
题，通过对各酒店菜式出品、厨房和楼面管理、餐饮成本控制
进行评比考核的方式，促进提高了餐饮服务质量和出品质量；
下半年则从细节服务、人性化管理、规范化操作及管理创新等
方面对各酒店进行了综合考评。各酒店结合实际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管理创新活动，其中三寓宾馆“降低餐具损耗率”的创新
管理项目，使餐厅极易损耗的翅碗、匙羹等餐具的损耗率分别
下降了 65.78%和 79.11%，成效十分显著。这种常抓不懈的质
量考评方式，对促进全员质量意识，提高酒店服务质量，起到
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考评的实践证明，各酒店的质量管理水平
对比往年都有较大幅度提升，五星级的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
四星级的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三星级的三寓宾馆和五羊城
酒店在集团公司的总结表彰大会上，均获得年度质量提高奖。

2010年，广晟酒店集团通过实施“管理年”，被中国质量
信用评价中心再次授予“AAA 级中国质量信用企业”证书，
被中国饭店协会授予“中国饭店业优秀民族品牌”，并被评为
“2010年度中国饭店集团十佳品牌企业”，被广东酒店行业协
会评选为“十大金牌酒店管理公司”，五位集团领导被授予总
经理荣誉勋章，集团及所属企业在社会及行业内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不断提高。集团酒店相关指标在同星级酒店中处于领先地
位，其中亚洲国际大酒店平均开房率超出广州同星级酒店
15%；凯旋华美达大酒店平均房价和每房收益率始终位列广州
四星级酒店前茅；三寓宾馆的整体接待水平一直处于广州三星
级酒店前列；五羊城酒店平均房价处于广州三星级酒店最好水
平。

2010年，本报在往年连续报道
的基础上，专题报道了广东省广晟
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这个大型省属
国有旅游酒店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来
自全体员工立足本职的齐心协力与
辛勤拼搏，更是来自集团公司决策
者运筹帷幄的远见胆识与雄韬伟
略。

经济指标破历史纪录

以“调结构、强创新、促发
展”为工作指导原则，着力推进机
制体制的不断创新，逐步形成旅游
酒店业高质化发展模式，实现企业
在“量”和“质”的双重转变。

2010年不仅是我国“十一五”
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后金融危
机时期的关键性一年。广晟酒店
集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面临
难得的契机，又面临如何转变发
展方式的新考验。机遇与挑战并
存！

以董事长贺邦富为核心的集
团高层管理层，均由军人转轨而
来，军旅生涯铸就了他们敢打敢
拼的坚毅性格，而几十年在市场
经济的摸爬滚打，更让他们形成
了刚柔相济与亦勇亦谋的多重个
性。经过前两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严峻考验，他们在困境中成功实
现了突围。在 2010 年，他们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与上级的
要求，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尤其强调思想观念上的转
变，在企业上升发展的形势面
前，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过程中，集团上下注重从思想深
处进行转变，不断增强紧迫感和
危机感，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面
貌。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
中，集团形成了新的发展思路。
他们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
省国资委和广晟资产经营公司的
统一部署，以“调结构、强创新、
促发展”为工作指导原则，着力
推进机制体制的不断创新，逐步
形成旅游酒店业高质化发展模式，
实现企业在“量”和“质”的双
重转变。

沿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思
路，集团借助国际经济成功复苏
的大好机遇，及时调整经营战
略，大胆创新经营手段，切实强
化内部管理，不断开拓客源市
场，加速实现向综合型旅游酒店
管理集团的转变，迎来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丰收年。在克服了通货
膨胀带来的各种困难的情况下，
集团公司全年实现总营业收入比
上年度增长 26%，实现纯利润比
上年度增长 20%，上缴税金比上
年度增长 14.9%，所有经济指标
突破历史最好水平，使得这个集
团公司自成立以来连续 9 年获得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评
为的“生产经营先进单位”。
2011 年 1 月 20 日，集团公司隆
重召开总结表彰大会，集团下属
企业一同分享丰收的快乐与成功
的喜悦；广晟资产经营公司总经
理钟金松等领导亲自出席大会并
表示庆贺。

创新推动企业发展

创新无止境。广晟酒店集团
2010年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强化与
创新管理手段，使得集团麾下龙头
企业将优势发挥到最佳状态，而龙
头企业的龙头效应又反过来有效地
推动集团企业的不断前进。

集团麾下五星级的广东亚洲国
际大酒店在 2005 年 6 月成功实现
荣膺五星，这是中国南大门 11 年
来始有的第 6家五星级酒店。然而
由于集团接手这个酒店前就已经固
有的先天性投资因素，使得这家企
业长期负债经营，财务费用压力很
大。近几年，这家酒店依托集团优
势，在集团的整体经营思路下，
积极寻求突破困局，他们把集团

开拓的人才战略运用于经营管理
实际，在销售和财务等主要部门
安排得力的管理干部，取得了十
分可喜的成效。酒店销售工作从
战略入手，不断创新销售手段，
根据市场变化的形势，从以商务
散客为主转变为商务团体为主，
酒店开发的大型商务客户中，仅
安利、平安保险、人寿保险三家，
全年的综合消费额就高达 3000 多
万元。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使
得酒店的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
开房率、平均房价、餐饮上座率、
人均消费额度都实现了快速提升。
而财务部门也起到了当家理财的
积极作用，更好地削减了经营成
本，提高了实际收益。酒店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度增长 8%，
在偿还当年银行利息的基础上，
实现净利润比上年度增长 57%，
达到了酒店开业以来的最好的业
绩。

集团麾下四星级的广州凯旋华
美达大酒店今年 10 月 8 日将迎来
开业 20 周年华诞。这家酒店是
2004 年 3 月由国际著名品牌华美
达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委托管理转
为特许经营的，10 年的外资管理
后转入自主经营。自主经营班子
传承了华美达国际管理的精髓，
并糅合了国企自身思想政治工作
的优势，形成了既符合国际酒店
管理惯例又适应国内实际需要的
新型管理模式，不仅成为“广晟
酒店管理规范”的蓝本，更成为
广晟酒店集团酒店管理的典范。
他们在中国区华美达酒店的历次
质量检查中，多次获得好名次，
成为华美达中国区最好的酒店之
一。2010年 5月 26日在广晟资产
经营公司组织的经营管理会议上，
被推荐为 4 个规范管理优秀单位
之一，其先进做法在全广晟系统
得到推广。

去年，他们巧妙把握市场机
遇，大力开拓会展客源，在稳
定老客户的同时，更多拓展商
务会展业务，通过服务会展客
人提高酒店综合收益。在亚运
安保中心总部进驻酒店后，积
极做好安保服务工作，受到安
保总部的高度评价。酒店全年
营业总收入比年初预算增长了
26%，实现业主利润超过全年计
划 61%，并荣获了广州市公安
局颁发的“亚运安保服务杰出
贡献单位”称号。

集团麾下三星级的广州三寓
宾馆沿自原广州军区第三招待
所，在悠久的历史中，宾馆先后
接待了国家和军委众多要员，在
业界蜚声远扬。历史进入 21 世
纪之后，为了适应全方位参与市
场竞争的新形势，集团公司将其
定位为大型会议接待酒店，先后
投资兴建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大
型会议中心，拥有 10 个不同规
格的多功能会议厅，其中主厅

锦辉厅面积达 680 平方米，可容
纳 600 人的会议或 450 人的宴
会，投入使用后成为庆典、大型
会议、产品展示、新闻发布会、
演讲会及各类宴会的抢手货。宾
馆围绕这一资源优势大做文章，
大力开拓团体会议客户，同时通
过对市场进行分析，及时调整营
销策略，制定有竞争力的价格，

起到了良好的收效。宾馆利用设
施不断完善的有利条件，适时提
高会议团体价格，单春晖楼全年
会议收入就比上年增加了 79 万
元。 2010 年，宾馆实现营业总
收入比上年增长 6 %，在人力资
源成本增加 358 万元的情况下，
仍实现净利润 比上 年度 增长
33%。

2010年 7月 1日，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肖学（前右
二）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
邦富（前左二）的陪同下，在紫金御临门温泉度假村考察。

2011年 4月 8日，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进明
（左四）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贺邦富（右二）的陪同下，在紫金御临门温泉度假村考察。

2010年 12月 20日，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钟金
松（左四）等广晟公司领导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广
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邦富（左三）、总经理胡剑毅（右二）等
酒店集团领导的陪同下，在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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