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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将面临洗牌
东方地毯布局转向

东方地毯：文化符号的价值重构
游的游客，作为旅行纪念品的设想开
发的这个挂毯系列。”
东方地毯集团有
限公司开发部的工程师胡氏奇对 《中

“城镇化是酒店业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也是酒店业洗牌

国企业报》记者说道，
这个产品主要针
对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的过程，酒店产品不论数量、结构还是类型均要做出调整。与
酒店业共命运的地毯业态也将发生转变。”东方地毯集团有限

的少数民族。
据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公司董事长韩洪亮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崔旗介绍，
在新疆、
西藏、
青海等自治区

在城镇化下酒店结构迎来新调整

和省份,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地毯以及悬
挂挂毯的风俗习惯，
“所以在西北地区,
我们的地毯和挂毯销量很大,针对西北
地区,我们也想研发一些适合他们的新
产品,于是选择了西北地区最有代表性

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则表

“活三千年不死，
死三千年不倒，
倒三千
年不朽”
的说法。全世界的胡杨绝大部

毯。
在韩洪亮眼中，正是各地独特的

“不同于木地 板，不 同于大 理石，
不同于面砖，这些铺地材质很难讲出

读透了
地毯消费者
的品位与文
化需求的东
方 地 毯 ，终
于摸索出一
条“中国地
毯的新丝绸
之 路 ”——
—
将中国浓厚
的文化底蕴
与地毯设计
有效地结合
起 来 ，推 陈
出 新 ，将 传
统与现代结
合，符合时
代 潮 流 ，将
民族与世界
结合。

示，研究城镇化主要是从人口流动角度来说的。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城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城镇
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培育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满
足中产阶级这个阶层生活工作需要的一种形态包括产业形
态，它是所谓的橄榄型的，两头比较小、
中间比较大。

分生长在中国，而中国百分之九十以

“随着中国一大批的城市里一些人过渡到中产阶级，也伴

上的胡杨林又生长在新疆塔里木河流
域。 胡杨，
维吾尔语叫
“托克拉克”
，
意

随着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安居乐业，酒店数量的结构类型将

为“最美丽的树”
。由于它顽强的生命

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满足于中等收入的这样一些人的酒店数
量将会占了更高的一个比例。”冯奎分析指出。

力以及惊人的抗干旱、
御风沙、
耐盐碱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中部特别是西部的城

的能力，
人们又叫它
“沙漠英雄树”
。

镇化发展速度会比较快，尤其是随着中西部旅游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酒店需求量增加；另外，酒店大都布局在城市中心、城

文化。而地毯在中国的使用历史长达
三千年，这就使得地毯具有了文化内

的地毯，
颜色越鲜艳越好，
这实际上和

胡氏奇说，为了能够更加了解胡
杨林，
我们亲自去新疆调研。胡杨在四

阿拉伯文化相关。同样对于地毯图案，

季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叶子颜色也各

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具有资源条件、经济条件
的乡村得到进一步发展，乡村地区会布局一些合适的适宜的

涵，成为了文化的一个载体。”东方地

黄河文化偏向简单，欧洲文化偏向大

异。我们在乌鲁木齐、
库尔勒等多处采

酒店。从布局上，酒店业将进一步走向均衡化。

毯集团公司董事长韩洪亮说道。

方。斯伊朗文化则要求图案越密越
好。”

集胡杨标本，并走访当地居民了解他

地毯工业的文化属性

“

人文环境、
社会环境，
构成了人们迥异
的审美特点。
“新疆人喜欢艳红、
艳绿

在这宏观背景下的重要举措。”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

质的胡杨林为题材。”
胡杨生长期漫长，由于风沙和干旱的
影响，很多胡杨树造型奇特、诡异，有

本报记者 王莹

“酒店业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关联度特别高。新型城镇化是
官、高级经济师赵焕焱指出。
中国著名城市战略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胡杨是第三纪残余的古老树种。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旗向客户展示 2013 最新挂毯胡杨林主题系列

本报记者 王莹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咏《红线毯》

“酒店业竞争上将呈现联合化的趋势。酒店产业和其他产

们喜好的颜色和尺寸。
“一年时间我们
走了十几处，
先后赴疆五次。”
胡氏奇

业的联系度非常高，链条非常长，
也可以说是网状的。我们可
以把酒店想象成为一个蜘蛛网的中心位置，它处在中心位置，

诗：
“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
拣丝练

说，
“总体感觉是秋天的胡杨最漂亮，
于

在这张网上面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产业类型和企业类型。”
冯

追溯地毯的编织历史，新疆是我

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
织作披香

是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秋天暖黄的挂毯

奎认为。

国地毯最早的发源地，当地的少数民
族为了抵御严寒，用羊毛，驼毛，编织

殿上毯”
。
在与中国文化和地毯工业的耳鬓

出带花纹的地毡，坐在上面非常温暖

厮磨中，
韩洪亮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地

和舒服，
也美化了生活环境。这就是最

毯不仅是一个纺织工业，更是一个文

早的地毯雏形，后来经过长期的改进
和创造，发明了最古老的手工打结地

化产业，
一个创意产业。

毯编织工艺，这种编织工艺，使地毯不

读透了地毯消费者的品位与文化
需求的东方地毯，
终于摸索出一条“中

仅具有了使用功能，也起到了装饰美

—将中 国 浓
国地毯的新丝绸之路”
——

化生活环境的作用。

厚的文化底蕴与地毯设计有效地结合

从新疆民丰、
巴楚、
罗布泊等地遗
址出土的 2000 多年前手工打结地毯

起来，推陈出新，将传统 与现代 结合，

专家的判断直接反映在 5 月国内酒店开业情况的数据

上。据迈点旅游研究院对国内酒店开业情况的不完全统计，
2013 年 5 月，国内开业的星级酒店数为 13 家，客房总数约
3665 间(套)。与上月相比，本月新开业星级酒店总数减少了 1

家，降幅为 7%；客房总数与上月相比增长约 166 间(套)，增幅

为 5%。本月开业酒店中，五星级酒店有 10 家、四星级酒店 3

家。5 月份酒店开业数相比 4 月份和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

国内资本瞄准中档酒店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调查数据，2012 年入境中国

符合时代潮流，将民族与世界结合。

过夜的旅游者 5772 万人，国内游客 29.6 亿人次;按照 15%的
过夜需求来算，国内游客的过夜人数就达 4.44 亿。其中 40%

残片布局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

的共同特点是有一道或几道边，图案
是几何形的连续组合纹样，再用巴旦
姆花、四瓣花、石榴花等变形纹样填
充。
随后，地毯编织技术从新疆沿青
海、
甘肃、宁夏、
陕西等地进入到北京、
天津、山东最后汇入中原地区，形成了

文化符号的价值重构

的入境过夜旅游者和 25%的国内过夜游客倾向于选择中端

胡杨林系列主题挂毯便是东方地
毯集团以工艺化的思维、产业化的手

东方地毯最新花色图案面世

段延续这种文化血脉的最新力作。

在 2013 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地
面材料及铺装技术展览会东方地毯集

样本。”
在展览会上，美轮美奂的“胡杨

独特的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艺术风
格。地毯的细分由此开始：
通常生活在

团的展厅里，
作为 2013 年东方地毯的

林”
挂毯被一位来自西北的客商看中，

主打挂毯产品，胡杨林让一个对于新

带去的三千平方米挂毯也被这位客商

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常会编织那些

疆人民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在东方

密度高、毯面薄同时便于携带与运输

地毯集团研发人员的合力打造下，完
成了一次价值重构。

全部订购。
东方地毯运用商业化机制，让文

的地毯；生活在石头和泥瓦房的农耕

2012 年初，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

化符号的本土性得到传承，而重构文
化符号的商业价值，更是集团一直思

民族所编织的地毯，
有一定密度，厚且
耐用；而那些生活在宫殿中，
睡在大理

司研发部决定开发“胡杨林”挂毯新

考的主题。文化产品的面世，
是东方地

石床上的王公贵族们，则使用生产在

品。

毯集团秉承的文化作为品牌核心价值
得以彰显。

城市作坊、色泽丰富、编织精密的地

“最初的想法是想针对去新疆旅

酒店，即中端酒店的市场需求超过了 1 亿人次。

但目前，
契合市场需求的中端酒店却很少，
抢占中端酒店

市场已成为不少国内外酒店集团的主要目标。
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广瑞介绍，2001 年到
2010 年，
国内旅游人次数从 7.84 亿增加到 21 亿，平均年增长

10.4%;全国四、五星级酒店客房从 156400 间增加到 667271
间;一、二星级酒店客房数从 332400 间减少到 327845 间。

目前，国内酒店市场两头强中间弱的状态明显，中档酒店
市场缺乏有影响力和规模性的品牌。七天、如家、都市 118 等

快捷酒店集团近期纷纷表示将重点投资中端酒店市场。

在此背景下，锦江股份加速布局中端酒店市场成为锦江
国际酒店产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收购时尚之旅不仅是一项资产收购，
也是公司的一项重
要发展战略。目前国内中端酒店市场商业潜力巨大，各方正在
积极抢占这块市场，借鉴国外酒店业的经验占据中端市场是
非常重要的战略。”在与天津华胜旅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中
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意向书》，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时尚之旅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时尚之旅”)100%股权之后，锦江股份方面做出了
上述说明。

东方地毯或将布局中档酒店
“商用地毯的战略规划需要对酒店业态现状发展做出合
理判断。”
东方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洪亮指出，目前东
方地毯在业界以高品质的星级以上酒店为主，未来中档酒店
的布局也将展开。
而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看来，真正能够契合市场
需求的中端酒店还很少，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更是几
乎没有。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徐祖荣认
东
方
地
毯
最
新
酒
店
样
板
工
程
：
上
海
嘉
兴
大
洋
洲
酒
店

为：
“随着游客增多和对酒店需求的分化，中端酒店作为细分
领域还需要独树一帜。”
韩洪亮则认为，在中端酒店作为细分领域的特色化、主题
文化的特色要求也与地毯本身的文化属性不谋而合。地毯会
根据酒店的配色、图案需求为酒店量身定制。
据了解，
东方地毯集团以
“传承东方文化，缔造品位生活”
为宗旨，以市场为导向，
以创新求发展，
不断追求卓越，在国内
建立了 15 个分公司、36 个办事处，产品远销北美、中东、欧
洲、韩国、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在国内外市场上
享有极高的声誉。
工程实例覆盖澳门君悦酒店、国家体育馆、上海大剧院、
苏州东山宾馆、台湾皇家四季大饭店、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
店、上海俪都中港娱乐城、无锡万达喜来登等国内外各大五星

级酒店，更与日本 NITORI 公司、美国 CAPEL 公司、瑞典
IKEA 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