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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为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网络消费点评数据以及

在线地图城市POI数据,测算了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分析了不同竞争力等

级酒店的空间格局特征;引入障碍度模型,讨论了不同竞争力等级酒店空间分异的障碍因素。结果

显示:①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分布不均,竞争力中低等级占比较大,酒店等级结构亟

待优化;②从空间格局来看,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呈现“南高北低,内高外低”的分布态势,空间组合形

态方面呈现团状集聚和带状延伸并存的特点;随着竞争力等级的降低,酒店呈现由城市中心向边

缘,由南部向北部,由集聚向分散的扩散格局;③障碍度测算结果表明,酒店周边的商务环境、商业

环境以及酒店人气等因素是影响酒店竞争力得分的主要障碍因素。合理引导酒店业的“多中心”空

间布局,壮大品牌效应,提升综合竞争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消费体验,是未来旅游型城市酒店

业发展值得探索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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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apiddevelopmentofInternettechnologyprovidesanewperspectiveforurbange-
ographyresearch.BasedonnetworkconsumptionreviewdataandonlinemapcityPOIdata,the
competitivenessscoreofmiddle-tophotelsinthemainurbanareaofUrumqiismeasured,with
thespatialpatterncharacteristicsofhotelswithdifferentcompetitivenesslevelsanalyzed.The
obstacledegreemodelisintroducedtodiscusstheobstaclefactorsofthespatialdifferentiationof
hotelswithdifferentcompetitivenesslevels.Theresultsshowthat:①Thecompetitivenessscores
ofmiddle-tophotelsinUrumqiarenotevenlydistributed,thelow-mediumlevelcompetitiveness
accountsforalargeproportion,andthehotelstructureneedstobeoptimized.②Fromtheper-
spectiveofthespatialpattern,thecompetitivenessofmiddle-tophotelspresentsa“southhigh
andlownorth,highinsideandlowoutside”.Thespatialcombinationformsthecharacteristicsof
clusteraggregationandbandextension.Asthecompetitivenessleveldecreases,thehotelpres-
entsadiffusionpatternfromthecitycentertotheedge,fromthesouthtothenorth,and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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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todispersion.③Obstacledegreecalculationresultsshowthatthesurrounding
businessenvironment,commercialenvironmentandhotelpopularityarethemainobstaclesto
achievingthehotel’scompetitivenessscore.Reasonablyguidingthe“multi-center”spatiallayout
ofthehotelindustry,strengtheningthebrandeffect,enhancing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
andprovidingconsumerswithabetter-qualityconsumerexperiencearethepathsworthexploring
in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tourismcityhotelindustry.
Keywords:competitiveness;spatialpattern;obstaclefactors;middle-topgradehotels;Urumqi

  酒店作为城市空间环境组成要素之一,被认为

是影响城市形态和功能的重要因素[1]。同时,作为

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酒店是旅游产业的重

要环节[2],既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城市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3]。随着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类

型的酒店设施也在迅猛增长。《2019中国大住宿业

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的酒店设施总

数已超过48万家,客房总数超过1800万间。如此

庞大的酒店基数势必造成激烈的竞争,关于酒店竞

争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热点。
对于酒店竞争力的现有研究,国内多集中在酒

店竞争力的理论分析[4]、评价指标体系构建[5]、核心

竞争力培育[6]及竞争力评价[7]、竞争力影响因素分

析[8]等方面。研究认为,酒店国际竞争力的演进将

经历资源驱动、管理驱动、集成驱动及创新驱动四个

阶段,而目前我国酒店业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

段过渡时期[9]。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酒店品

牌竞争力表现较弱,未来应从壮大品牌规模、树立品

牌资产观念、培育专业的品牌管理人才等方面综合

提升品牌竞争力[10]。在“互联网+”背景下,酒店营

销呈现移动化、个性化、融合化、综合化、社交化等变

化趋势[11]。酒店形象、顾客满意度及其对价格的敏

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酒店竞争力的提升[12]。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环 境[13]、酒 店 成

本[14]、领导风格[15]、人口密度[16]以及员工创新学

习[17]等因素对酒店竞争力的影响等方面。国外学

者多从微观角度入手,对酒店竞争力研究较为精细,
比较注重管理和创新机制对酒店综合竞争力的

提升。
在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无论是经济型酒店还

是豪华型酒店都面临着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现实需

求。如何在激烈的品牌大战中吸引消费者,与消费

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甚至是情感联结,已成为各品牌

酒店的头等大事[18]。然而,针对酒店竞争力的研

究,目前多以供给的视角结合相关外部条件进行评

价,对消费者需求及其体验则关注较少;研究数据多

来源于酒店内部资料或统计年鉴数据,对相关网络

平台数据的挖掘和应用不够深入。另外,酒店业的

空间格局与城市经济,尤其是旅游型城市经济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19]。现有对

酒店竞争力空间格局及障碍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

过挖掘网络消费平台点评数据、互联网地图数据和

城市兴趣点数据(PointofInterest,POI),从消费者

需求及其体验角度出发,尝试构建中高端酒店竞争

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中高端

酒店为研究对象,探索中高端酒店内部竞争力评价

方法,结合酒店空间格局探讨酒店竞争力的空间特

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影响酒店竞争力空间

分异的主要障碍因素。通过对网络数据的挖掘和应

用,探索解决传统酒店竞争力研究中数据获取困难

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通过对酒店竞争力空间格局

以及影响酒店竞争力得分的障碍因素的分析,为城

市规划、酒店布局选址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域、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与对象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首府城市,地处新疆中

部,扼南北疆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

节点城市,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窗口。2018年

常住人口规模350.58万人,GDP达到3099.77亿

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8.1%,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2%[20],第三产业已成为拉

动乌鲁木齐市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为研究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及其竞争力的空

间格局,首先从携程网获取了全市所有中高端酒店

(主要指挂牌的以及携程网认定的三、四、五星级酒

店)的位置信息,通过数据筛选剔除了16家数据重

复或者缺少网络点评的酒店。将剩余的171家酒店

经纬度经过投影纠正添加至ArcGis软件,与乌鲁木

齐市行政区划等空间信息进行叠加。发现大部分酒

店都分布在主城区,只有5家酒店分布相对分散,其
中2家分布在主城区南部的乌鲁木齐县,3家分布在

主城区西部的头屯河区。在充分考虑数据兼顾性和

代表性的基础上,划定研究区域为乌鲁木齐市主城区

(图1),以主城区内166家中高端酒店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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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分布及研究区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ofmiddle-topgradehotelsin
Urumqiandsketchmapofresearcharea

 

1.2 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MichaelPort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五力

模型(Porter’sfiveforcesmodel)认为,同行业内现

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

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

价还价能力,这五种力量综合起来影响着产业的吸

引力及竞争战略决策[21]。此后该模型成为众多国

家、产业、企业等竞争力分析的基础。
文章在结合波特五力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吸收

前人关于酒店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12,22],结合现

有网络消费平台点评数据,从消费者需求及其体验

角度选取酒店价格、酒店人气、酒店满意度、酒店区

位、酒店周边商业服务、酒店周边商务服务以及其他

因素等7个指标为一级评价指标,选取客房起售价、
酒店评论数、总体评分等18个指标为二级评价指

标。通过变异系数法结合专家赋权法确定一级指标

和二级指标的权重。完整的指标体系以及权重情况

如表1所示,各指标具体含义说明如下。

表1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competitivenessof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酒店价格Y1 0.0450 客房起售价X1/元 0.0455 适度

酒店人气Y2 0.1332 酒店评论数X2/条 0.1332 正向

酒店满意度Y3 0.1300

总体评分X3 0.0242 正向

位置评分X4 0.0257 正向

服务评分X5 0.0277 正向

设施评分X6 0.0267 正向

卫生评分X7 0.0261 正向

酒店区位Y4 0.1803

距机场距离X8/km 0.0467 负向

距火车南站距离X9/km 0.0618 负向

距高铁站距离X10/km 0.0718 负向

酒店周边商业服务Y5 0.2241

1km内休闲娱乐场所数量X11/个 0.0645 正向

2km内旅游景点数量X12/个 0.0965 正向

1km内餐饮场所数量X13/个 0.0631 正向

酒店周边商务服务Y6 0.2358

1km内金融服务数量X14/个 0.0586 正向

1km内大厦数量X15/个 0.1092 正向

1km内政府机关数量X16/个 0.0680 正向

其他因素Y7 0.0507
装修时间X17 0.0002 正向

房间数量X18/间 0.0505 正向

  1)酒店价格:酒店价格可以反映酒店的档次和

消费水平,也是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采

用的价格指的是酒店起售价格。我们认为酒店价格

是一个适度指标,既不是价格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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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一方面,顾客对酒店价格的敏感性极高,顾客

忠诚度易受价格影响[14];另一方面,价格也是衡量

酒店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档次、类型的客

房具有不同的价格。

2)酒店人气:酒店人气反映的是酒店受欢迎的

程度,本文选取酒店评论数作为衡量酒店人气的指

标,评论数越多表明酒店人气越高。

3)酒店满意度:反映酒店服务的品质以及消费

者对酒店服务的满意程度。主要由5个二级指标构

成,其中总体评分表示消费者对酒店整体服务情况

的满意度;而位置评分、服务评分、设施评分、卫生评

分则指的是消费者对酒店位置、服务、设施、卫生情

况的打分情况。

4)酒店区位:反映酒店对外交通的通达性以及

便捷程度。主要选取距机场距离、距火车南站距离

以及距高铁站距离等3个二级指标。

5)酒店周边商业服务:反映酒店所处位置的商

业、商圈发展和集聚情况,以及酒店消费者参与相关

商业活动的便捷程度。主要由1km内休闲娱乐场

所数量、2km内旅游景点数量以及1km内餐饮场

所数量等3个二级指标构成。

6)酒店周边商务服务:反映酒店周边商务氛围

和消费者参与商务、公务活动的便利度。主要由

1km内金融服务数量、1km内大厦数量、1km内政

府机关数量等3个二级指标构成。

7)其他因素:主要包括装修时间及房间数量2
个二级指标。装修时间指酒店最近一次装修时间,
开业后未重新装修的即为开业时间,反映酒店设施

的新旧情况,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出酒店的品质状况;
而房间数量则反映了酒店的接待能力和规模。

1.3 数据来源

文章所用数据主要来自携程网消费平台网络点

评数据及百度地图城市兴趣点数据,其中客房起售

价、酒店评论、酒店房间数量及其装修时间等数据主

要通过八爪鱼软件从携程网爬取。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达

到4.10亿,其中网上预订酒店产品的网民比例占到

30.3%。距机场、火车站的距离以及休闲娱乐场所、
旅游景点、餐饮场所、金融服务、大厦及政府机关等

POI数据,由百度地图API批量抓取而来。POI是

指具有地理标识的空间特征物,包含名称、类别、经
纬度等信息,为空间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性数据[23]。
将获取到的网络点评数据以及城市兴趣点数据进行

筛选、整理以及坐标投影纠正,成为本文分析的各类

空间基础数据。

2 研究方法

2.1 单项指标标准化处理

为增加各指标之间的可比性,需要对各单项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x'ij = xij-min(xij)
max(xij)-min(xij)

×100 (1)

对于负向指标:

x'ij = max(xij)-xij

max(xij)-min(xij)
×100 (2)

对于适度指标,首先按照式(3)进行正向化变

换,然后利用式(1)进行标准化处理。

yij =maxxij -k - xij -k (3)
式中:x'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x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项指标原始数值;max(xij)、

min(xij)分别为指标观测值xij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项指标的正向化值;k为第i个

评价对象第j项指标的最适宜值,本研究中取其均值。

2.2 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

酒店竞争力的评价采用权重加权法计算:

yi =∑
m

j=1
ωjx'ij (4)

式中:yi 为第i(i=1,2,…,n)个评价对象的竞争力

综合得分;x'ij 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j =1,

2,…,m )项得分;ωj 为评价指标xij 的权重系数

(ωj≥0,∑
m

j=1
ωj =1);m 为指标个数,文中取18;n

为中高端酒店数量,文中取166。

2.3 竞争力障碍因子识别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研究区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的

障碍性因素,引入障碍度模型[24]。障碍度计算方法为:

Oij = rijω

∑
m

j=1
rijω

×100% (5)

Sj =∑
n

j=1
Oij (6)

式中:Oij 代表第i个评价对象第j 项指标的障碍

度;rij 为指标偏离度,代表各指标与最优目标值之

间的差距,用rij =1-x'ij 表示;ω为一级指标权重

系数;Sj 表示一级指标的障碍度。

3 结果分析

3.1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结果

在对各指标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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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式(4)计算得到各酒店竞争力评价得分。结果

显示,166家酒店中,最高分为74.1270分,最低分

为12.3793分,均 值 为42.3122分,标 准 差 为

14.4897。将竞争力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得到乌鲁

木齐市主城区中高端酒店竞争力评价得分曲线,如
图2所示。

图2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分布曲线

Fig.2 Distributionofcompetitivenessscoreof
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由图2可知,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中高端酒店竞

争力得分分布较为集中,主要以中低等级竞争力为

主。其中70分以上的仅有8家;50~70分数段之

间有37家,占总数的22.29%;20~50分数段之间

有115家,占总数的69.28%;20分以下的有6家。
高等级竞争力酒店比例较少,酒店等级结构亟待优

化,竞争力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
为进一步分析各一级指标的得分趋势,计算乌鲁

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7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并可视

化,如图3所示。

图3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一级指标得分趋势

Fig.3 Tendsofthefirst-levelindicatorsofcompetitiveness
of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由图3可知,随着竞争力排名从第一位到最后一

位,酒店周边商业服务、商务服务、酒店人气、酒店价格

和其他因素的得分急剧下降,这些因素是拉开酒店之

间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因素。而酒店满意度和酒店区位

得分下降趋势较为平缓,说明中高端酒店具有服务水

平高、地理位置优越的共同特征。

3.2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全面客观地把握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

竞争力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来

验证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布特征并

加以可视化。核密度估计法是空间平滑方法的一

种,能将离散的点数据转化为连续的密度图,从而考

察点数据的空间分布趋势[22]。以竞争力得分为

population字段,搜索半径设定为1km运行核密度

分析工具,得到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中高端酒店竞争

力的空间分布图(图4(a))。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格局总体呈

现“南高北低,内高外低”的分布态势,以东南—西北

方向为轴线,东西大致对称。空间组合形态方面呈

现团状集聚和带状延伸并存的特点,主要形成了大

小十字、大小西门商圈,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片区以及

友好商圈等竞争力高值区域,以及克拉玛依西街—

阿勒泰路片区、小西沟商圈、铁路局商圈、高铁站片

区、国际会展中心片区、卫星广场片区、天津路片区、

机场片区以及米东人民公园片区等竞争力次高值区

域;同时,形成了长江路—友好路—新医路—北京南

路竞争力次高值轴线。

为深入分析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内部

空间分布差异,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乌鲁木齐

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由高到低划分成5个等

级,各等级范围如表2所示。将不同等级酒店竞争

力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加以可视化,各等级核密度分

布情况如图4(b)~(f)所示。从各等级酒店竞争力

的整体分布情况来看,随着酒店竞争力等级的降低,

酒店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由南部向北部,由

集聚向分散的扩散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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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distributionmapofcompetitivenessscoresof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表2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等级

Tab.2 GradingofUrumqimiddle-topgradehotelscompetitiveness

酒店竞争力等级 酒店数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第一等级 26 74.1270 61.1083 67.4468 3.9263

第二等级 33 59.9891 45.6017 51.5137 3.7208

第三等级 40 45.3373 35.9369 41.2261 2.7121

第四等级 49 35.8999 26.3907 31.4210 2.4682

第五等级 18 25.5061 12.3793 21.1985 4.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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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力第一等级酒店主要分布在主城区南部的

天山区(22家)和沙依巴克区(4家),空间上主要呈

片状分布,竞争力得分较高的酒店主要分布在大小

十字商圈、大小西门商圈以及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片

区。这些区域是乌鲁木齐市传统的繁华商圈,大型

餐饮广场、中高端商场、影院、金融服务、科技数码等

商业服务设施高度集中,交通便利,人员密集。这里

聚集了乌鲁木齐美丽华、新疆信达海德、新疆尊茂鸿

福等中高端酒店(图4(b))。竞争力第二等级酒店

主要分布在外环以内,其中天山区5家,沙依巴克区

23家,新市区3家,水磨沟区2家。分布范围相对

于第一等级酒店更广,呈现由南向北扩张的态势。
空间上呈现团状和点状分布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乌

鲁木齐南站、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知名度较高的传

统商圈以及友好路、铁路局等新兴商圈(图4(c))。
竞争力第三等级酒店呈现出带状、团状组合分布的

空间分布形态,空间上逐渐向北、向外(外环以外)扩
张。竞争力高值中心主要集中在铁路局商圈,形成

了由铁路局商圈、小西沟商圈、八楼商圈、西虹路—
友好南路交叉口、南湖广场组成的带状分布区,同时

形成了以火车南站为中心的团状分布区域(图4
(d))。竞争力第四等级酒店从城市中心向外围扩

散的趋势较为明显,主要以团状和点状的形态分布。
在空间上分布较为均匀,总体上有向新市区扩张的

趋势,竞争力高值中心主要集中在卫星广场、高铁站

等区域,同时在城区南部新疆大学附近、北部米东区

人民公园周边出现了点状分布的第四等级酒店(图

4(e))。竞争力第五等级酒店几乎全部分布在外环

以外,向城市边缘分散布局的趋势比较明显,在空间

上呈现较为分散的点状分布,仅在乌鲁木齐高铁站、
地窝堡机场以及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一定程

度的集聚(图4(f))。
为了进一步探索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空间分异的

内在机理,以竞争力第一等级酒店核密度中心为原

点,计算各等级酒店距离原点的距离。如图5所示,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在空间分布上服从距

离衰减规律,即随着距乌鲁木齐市传统的行政、经济

中心距离的增加,中高端酒店竞争力逐渐降低。距

离衰减规律是一种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规律[25]。酒店空间布局作为一种空间社会经济现

象,从消费需求角度来看,距离政治、经济、交通中心

越远,消费者体验的摩擦阻力就越大,因而对酒店竞

争力的负面影响也就愈加凸显。

图5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距离衰减规律

Fig.5 SpatialattenuatingtendencyofUrumqimiddle-top
gradehotelscompetitiveness

 

3.3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障碍因子分析

探讨各等级酒店竞争力障碍因子,对指导酒店

宏观布局和微观选址,提升酒店竞争力等均具有重

要意义。文章引入障碍度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中高

端酒店竞争力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障碍度,针
对酒店竞争力不同等级,按照障碍度大小以及障碍

度频次占比进行障碍因子诊断分析。
利用式(5)对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二

级指标进行障碍度测算,将障碍度大于3%作为识

别明显障碍因子的原则[24],对竞争力不同等级酒店

障碍因子频次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图6)。结果表

明:①总体 而 言,客 房 起 售 价(X1)、酒 店 评 论 数

(X2)、1km内休闲娱乐场所数量(X11)、2km内旅

游景点数量(X12)、1km 内餐饮场所数量(X13)、

1km内 金 融 服 务 数 量(X14)、1km 内 大 厦 数 量

(X15)、1km 内政府机关数量(X16)及房间数量

(X18)等因素是出现频次较高的主要障碍因子;②从

竞争力不同等级酒店来看,第一等级酒店主要障碍

因子出现频次占比排名前5的是客房起售价(X1)、
酒店评 论 数(X2)、距 机 场 距 离(X8)、房 间 数 量

(X18)、1km内政府机关数量(X16);第二、第三等级

酒店主要障碍因子出现频次占比排名前5的是酒店

评论数(X2)、客房起售价(X1)、房间数量(X18)、

2km内旅游景点数量(X12)、1km内政府机关数量

(X16);第四等级酒店主要障碍因子出现频次占比排

名前5的是酒店评论数(X2)、1km内政府机关数

量(X16)、1km内大厦数量(X15)、房间数量(X18)、
客房起售价(X1);第五等级酒店主要障碍因子与各

类酒店总障碍因子相同,并且障碍因子出现的频次

占比接近100%,酒店竞争力得分受限程度较高。
由此可见,竞争力等级越低,各项指标的障碍度出现

的频次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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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障碍因子频次占比分布

Fig.6 Distributionofthefrequencyofobstacleindicatorstocompetitivenessof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一级指标较二级指标更具概括性,能从宏观尺

度反映不同等级酒店的具体特征。为进一步分析不

同等级酒店一级指标障碍度的大小,对各一级指标

障碍度按照不同等级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由表

可知,各一级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酒

店周边商务服务、酒店人气、酒店周边商业服务、酒
店满意度、其他因素、酒店价格、酒店区位。由此可

见,酒店周边的商务环境、商业环境以及酒店人气等

因素是影响酒店竞争力得分的主要障碍因素。

表3 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一级指标障碍因子及其障碍度

Tab.3 Obstacleindicatorsanddegreeofthefirst-levelindicatorsofcompetitivenessofmiddle-topgradehotelsinUrumqi

酒店等级
一级指标障碍因子的障碍度频次占比/%

酒店价格 酒店人气 酒店满意度 酒店区位 酒店周边商业服务 酒店周边商务服务 其他因素

第一等级 11.2746 36.0147 12.4477 7.3777 6.9172 12.9663 13.0019

第二等级 7.0067 20.7118 7.1472 5.0096 20.1360 31.9062 8.0826

第三等级 5.7761 20.0322 7.4872 5.5421 23.2634 30.9314 6.9675

第四等级 5.2698 17.7200 6.4535 6.3502 26.5895 31.3941 6.2230

第五等级 4.9157 16.5131 8.3736 8.6699 26.7508 29.1525 5.6245

均值 6.8486 22.1984 8.3818 6.5899 20.7314 27.2701 7.9799

  从7个一级指标障碍度频次占比来看,酒店价

格和酒店人气与酒店竞争力的障碍度高度相关,二
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893。从第一等级到第五等

级,酒店价格和酒店人气的障碍度逐渐减小,说明酒

店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较高的价格

门槛对高竞争力等级酒店消费者的吸引力和酒店人

气的提升具有一定的限制性。酒店满意度方面,由
于第一等级酒店周边优越的商业服务、商务服务条

件及其相对较高的价格因素,使其在中高端酒店中

规格较高,而消费者在选择高规格酒店时更为关注

酒店评价,因此第一等级酒店在满意度方面障碍性

较高。酒店区位方面,第一等级酒店主要集聚在主

城区南部,距北部地窝堡机场的距离较第二、三、四
级酒店远;而第五等级酒店分布分散,距离主要对外

交通门户的距离指标障碍度较高。酒店周边商业及

商务服务方面,随酒店竞争力等级从高到低,障碍度

逐渐增高,其中第一等级酒店竞争力得分受周边商

业、商务场所的限制性最小。从主城区内部到城区

外围,由于商业、商务服务设施和场所数量的减少,
影响消费者参与商业、商务活动的便捷性,从而成为

低竞争力等级酒店提升竞争力的主要障碍因素。其

他因素方面,主要指客房数量(图6中 X17指标)和
布局,在主城区大型商圈内的第一、第二等级酒店相

对于布局较为分散的第三、四、五级酒店而言,酒店

客房数量指标障碍度较高。寸土寸金的繁华大型商

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酒店规模的扩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获取各类信息的途径从单一的传统

渠道转向了多源化的网络空间。尤其是互联网

O2O消费平台和在线地图导航技术的发展,广泛而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空间行为。本文基

于网络消费点评数据以及在线地图城市POI数据,
构建了酒店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乌鲁木齐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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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中高端酒店为研究对象,测算了中高端酒店竞

争力得分;利用ArcGIS核密度分析法,从空间角度

分析了不同竞争力等级酒店的空间格局特征;同时

引入障碍度模型,计算分析了不同竞争力等级酒店

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障碍度。
1)总体上,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得分

分布比较集中,主要以中低等级竞争力为主,其中竞

争力得分在20~50之间的占中高端酒店总数的

69.28%,高等级竞争力酒店比例较少,酒店等级结

构亟待优化,竞争力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酒店周

边商业服务、商务服务、酒店人气、酒店价格和其他

因素是拉开酒店之间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因素。
2)从空间格局来看,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

争力呈现“南高北低,内高外低”的分布态势,以东

南—西北方向为轴线,东西大致对称,呈现团状集聚

和带状延伸并存的空间组合形态。从各竞争力等级

酒店空间布局来看,随着酒店竞争力等级的降低,呈
现由城市中心向城市边缘,由南部向北部,由集聚向

分散的扩散格局。竞争力第一等级酒店主要分布在

主城区南部传统的繁华商圈;第二、第三等级酒店主

要分布在传统商圈周边以及新兴商圈,范围空间上

逐渐向北、向外扩张,呈现出带状、团状组合分布的

空间分布形态;第四等级酒店在空间上分布较为均

匀,总体上有向新市区扩张的趋势;第五等级酒店向

城市边缘分散布局的趋势比较明显,在空间上呈现

较为分散的点状分布。
3)障碍度测算结果表明,二级指标中客房起售

价、酒店评论数、1km内休闲娱乐场所数量、2km
内旅游景点数量、1km内餐饮场所数量等指标障碍

因子频次占比较高。一级指标中酒店周边的商务环

境、商业环境以及酒店人气等因素是影响酒店竞争

力得分的主要障碍因素。
4.2 讨 论

从消费者需求及其体验角度研究酒店竞争力的

空间格局,这对酒店的宏观选址和微观布局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通过探讨影响酒店竞

争力空间分异的障碍因素,对酒店业扩大网络营销、
提升服务质量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乌鲁木齐市作为

典型的旅游型城市,酒店业的良性发展对其实施“旅
游兴疆”战略,助推新疆旅游业稳态高质量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

店竞争力在空间布局方面还存在结构不合理、两极

分化严重的问题。乌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的

重心主要集中在南部传统的老城区,受限于东、西、
南三面临山的特殊地形,乌鲁木齐市的发展空间被

挤向北部,逐渐形成了南北狭长的城市发展形态。
目前乌鲁木齐市正向“多中心”型城市发展,然而中

高端酒店依然集聚于产业基础较好的南部城区。合

理引导酒店业的“多中心”空间布局,壮大品牌效应,
提升综合竞争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消费体验,
是未来酒店业发展值得探索的路径。

文章充分利用网络消费点评数据以及在线地图

城市POI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乌

鲁木齐市中高端酒店竞争力。一方面,从需求和体

验角度对酒店竞争力的评价进行了一次有益探索;
另一方面,网络 O2O消费平台以及百度POI数据

开放平台,为各类城市空间研究补充了基础数据来

源,弥补了传统问卷数据和统计数据获取难、样本数

量少的缺点。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营销的

飞速发展给酒店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同
样,消费需求的个性化也对酒店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出了挑战,未来中高档酒店的营销不得不重新审视

消费者的需求及其体验。
当然,文章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比

如,网络平台所获数据大多来自年轻人或网络技术

接受应用能力比较强的群体,数据的全面性和可靠

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针对不同竞争力等级酒店存

在的空间分异特点,在服务特色及辐射范围方面如

何和谐共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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