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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曾经预言“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继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园最为红火。然而，游乐设施带给人刺激和欢乐，也同时存在一定危险性
游者和经营者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经营者必须在成本和安全之间做一个协调
的安全。

中国游乐设施管理的现状中国游乐设施管理的现状中国游乐设施管理的现状中国游乐设施管理的现状

我国游乐业在经历了80年代起步阶段，90年代的快速发展，新世纪进入平衡发展阶段
年都有多起游乐设施事故发生，不仅严重影响游乐业自身的发展
梭，太空迷舱等意外时有发生，随着‘刺激度’的不断升高，

为了确保游乐设施的运营安全，有效控制和降低事故发生率，
纳入特种设备管理范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力度也不断加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规方面有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督与安全监察规定》和国家建设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
艺机和游乐设施安全》等。

然而，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涉及游乐业的方方面面，从游乐设施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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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涉及游乐业的方方面面，从游乐设施的设计
督管理，包括游乐的主体——游客都作了详细规定，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
理理理理。。。。由于大部分游乐园区均缺少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乐园本身必须提高观念和认识
施的可靠性。

旅游主题公园的旅游主题公园的旅游主题公园的旅游主题公园的2222大要素大要素大要素大要素

主题公园是一个以服务为舞台，以设施为道具为消费者创造回忆的体验行业
主题公园包含了以设备设施为主的有形产品和以理念，内容，

有形产品：设施设备的正确维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园的声誉
足以引起大设备的运作问题，从而影响游客入园意愿，最终导致

无形产品：无形服务更是主题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活动与环节都渗透着服务
终。主题公园要赢得竞争，不仅需要进行有形产品创新、经营管理创新
求呈现多样化及个性化，对服务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重设施
工礼仪 ，企业需要及时,贴心处理顾客的服务请求，并进行归类分析
到实际性解决。

企业必须利用专业解决方案对园区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利用专业解决方案对园区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利用专业解决方案对园区进行管理企业必须利用专业解决方案对园区进行管理

当前，尽管主题公园的竞争日趋激烈，但大部分的乐园对这2

控带来了一定限制。行内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在偌大面积的园区内
各个巡检点上的纸式签到本已被取消，那么企业该如何监督定点巡检的效率以及巡检人员的实际到场情况呢

在现今这个讲究工作效率、经济效益、用户满意度的营商环境下
和管理手段，来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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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哈佛商业院评论
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体验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在这片‘体验’的热潮当中，尤以主题乐

也同时存在一定危险性，如果不执行严格管理，可能会对旅
经营者必须在成本和安全之间做一个协调，务求以合理的成本来达致最高

新世纪进入平衡发展阶段。然而自游乐业兴起以来，我国每
不仅严重影响游乐业自身的发展，而且社会反响极其强烈。蹦极跳，高速滑道，探空飞

，设施安全更需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我国明确将大型游乐设施，与锅炉、压力容器、电梯一样，
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力度也不断加强。法律方面有《中华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特种设备质量监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布的《游乐园管理规定》等，标准有GB 8408-2000《游

从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到运营、检查维修、检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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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到运营、检查维修、检验、监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企业自身该如何对园区进行到位的管企业自身该如何对园区进行到位的管企业自身该如何对园区进行到位的管企业自身该如何对园区进行到位的管

乐园本身必须提高观念和认识，以安全为首要任务，提高游乐设

以设施为道具为消费者创造回忆的体验行业，它主要注重顾客体验的满意程度。总体来说，
，形式和过程为主的无形服务。

设施设备的正确维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园的声誉，一个小设备的维修保养不当，或者备件无法及时到位，
最终导致企业损失。

各项活动与环节都渗透着服务，可以说服务贯穿着游客体验过程的始
经营管理创新，更需要在无形服务层面进行创新。现代游客的需
重设施，轻服务’是当今大部分旅游主题公园的通病。除了员

并进行归类分析，找出导致这些服务请求的根本原因，从而让问题得

2部分的管理却还是一个传统的手工式纸张作业，这对管理和监
在偌大面积的园区内，由于外观、形象以及客观环境（如日晒雨淋)等因素，

那么企业该如何监督定点巡检的效率以及巡检人员的实际到场情况呢？

用户满意度的营商环境下，管理者必须提高自身的意识形态，借助专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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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X 游乐设施及服务管理的理念游乐设施及服务管理的理念游乐设施及服务管理的理念游乐设施及服务管理的理念

SAMEX 是一套以可靠性为中心( RCM – 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 

及库存台帐为基础，通过工作单的提交、审批和执行，按照缺陷处理
等模式,以提高资产设备可靠性和维修效率、降低总体维护成本为目标
管理、员工管理和合同管理集成在一个数据充分共享的信息系统中

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 -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

SAMEX 系统在主题公园的应用理念系统在主题公园的应用理念系统在主题公园的应用理念系统在主题公园的应用理念：：：：

� 提高预防及预测性检修，通过针对性的维修策略优化来降低资产设

备的故障率，从而提高游乐设施的可靠性、ROI，减少不必要的成

本。

� 通过对战略性资产设备（譬如特种设备) 的重点管理包括建立设备

履历册，规范化作业流程，提高流程效率，从而减少资产设备（

乐设施及相关资产）的整体拥有成本，而非单一的采购成本。

� 提供一个经验累积的专家知识库平台，把以往的维修经验电子化

作为后期参考的依据，减少对单一维修人员的依赖性，提高公司整

体维修水平。

� 提供关键性能指标(KPI) 使职能部门对不同部门的管理和现状有一

个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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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洋公园位于香港南区，
个以海洋为主的大型主题公园
位列全球第16名。香港海洋公园占地共
乐设施，是亚洲最大的海洋公园
缆车和海洋列车连接。而南朗山与大树湾之间
接，是全世界第2长的户外电动扶梯

• 架空缆车(吊车), 全长1.5公里。在200米的高空行走，6分钟走完全程
水湾和低地公园的景色。设有250台吊车，每台有6个座位，每小时可运送游客

• 海洋馆（包括海洋水族馆，海涛馆，海洋剧场),海洋水族馆是世界最大的水族馆之一
长38米，水深7米，分为4层，馆内放养了太平洋岛屿及南中国海鱼类
宽152米，长122米，深2.7米，有人工海岸适合于不同的海洋动物生活
洲毛海豹、史提拉海狮、塘鹅、爵士企鹅及汉堡企鹅等。电动浪涛机操纵人造浪涛
海洋剧场位于山上中央，能容纳4000名观众。每日有杀人鲸、加州海狮和变吻海豚进行精彩表演

• 机动游戏，包括曾经是全世界最长最快的过山车，从60米高度以时速
限胆量的越旷飞车，海盗船，摩天巨轮，翻天飞鹰等。

自公园投产以来，设备安全和经济效益一直都是乐园关注的2个重点，
这块弹丸之地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有见迪士尼已经开始使用了企业资产管理系
统，在Lexco (SAMEX 的母公司) 的穿针引线下，海洋公园于2006年开始实施游乐设施管理系统
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前期包括架空缆车( Cable Cart),海洋生命支持系统
动游戏 (Turbo Drop)。目前，整套游乐设施系统已经推广到了整个园区
了SAMEX的移动工作管理系统。海洋公园实施了整套游乐设施管理系统之后

报，包括设备的保养成本，备品备件管理，以及日常维修工单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安全零意外成为海洋公园最引以为豪的成绩。

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游乐设施管理成功案例 -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香港海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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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 的服务及资产设备管理软件，它主要以设备

按照缺陷处理、计划检修、预防性维修、定期试验、预测性维修
降低总体维护成本为目标，将资产设备台帐，维修管理、采购管理、库存

员工管理和合同管理集成在一个数据充分共享的信息系统中。

通过针对性的维修策略优化来降低资产设

减少不必要的成

的重点管理包括建立设备

（游

把以往的维修经验电子化，

提高公司整

使职能部门对不同部门的管理和现状有一

� 通过SLA (服务等级协议) 的监控，对供应商以及内部人员

的绩效考核提供一个衡量平台，提高企业运作的效率

� 对备品备件进行集中管理，物资共享，统一调拨，减少重复

备件和呆滞物资，减少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利润

� 对共享物资进行集中采购，提高审批流程的效率，减少‘紧

急’采购，通过整个供应链的成本和效率管理让企业的采购

成本和资产设备拥有成本最合理化。

� 提供一个服务管理平台，让用户以及游客的服务需求和反馈

得到最大程度的跟进，进而提高客户满意度

� 提供RCA (Root Cause Analysis - 问题根由分析）能力,杜绝

同类问题的多次发生

查询：请联络我们的当地合作伙伴深圳市赛美科斯软件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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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10日落成启用,是香港一
个以海洋为主的大型主题公园。2008年，该园入场人次达500万，

香港海洋公园占地共87万平方米，有40多个游
是亚洲最大的海洋公园。其中山下花园与南朗山以架空

而南朗山与大树湾之间，则以登山电梯连
长的户外电动扶梯。 海洋公园的主要设施包括：

分钟走完全程。游客在高空可俯瞰深水湾与浅
每小时可运送游客5000名。

海洋水族馆是世界最大的水族馆之一。水体宽22米，
馆内放养了太平洋岛屿及南中国海鱼类5000多条，约400多种。 海涛馆
有人工海岸适合于不同的海洋动物生活。主要展出有美国加州海狮、非

电动浪涛机操纵人造浪涛，海浪起伏高达1米。
加州海狮和变吻海豚进行精彩表演

米高度以时速60公里下坠的跳楼机，考验游客极

，尤其是当迪士尼开张之后，在香港
有见迪士尼已经开始使用了企业资产管理系

年开始实施游乐设施管理系统，由Lexco

海洋生命支持系统 (Lift Supporting System) 以及机
整套游乐设施系统已经推广到了整个园区，包括园艺管理，而且进一步引入

海洋公园实施了整套游乐设施管理系统之后，在各方面得到了良好的回

以及日常维修工单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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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X主题公园设施及服务管理系统是一套集10多位专业顾问开发多年而成的软件管理系统
整的客服及资产设施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SAMEX 的功能模块的功能模块的功能模块的功能模块

• 工作管理模块 -控制工单进度，状态，以及成本，自动产生预防

保养单，确保资产设备得以适当保养，从而让设备更健康，稳定
工单可通过手机短信发送，更支持PDA工作，避免多重输入，加
快处理速度。SAMEX 的无线射频技术更加确保了工作人员对于

定点巡检任务执行到位，确保资产设施得到及时维保，服务得到
及时跟进。

• 库存物料模块 –管理物资的出入库，跟踪交易记录，重订购工具

和物资周转计算器让客户合理减少库存，工单到期时备件及时到
位。SAMEX更提供PDA帮助库管人员减轻盘点和发料手续。

• 采购模块 –让客户从采购申请到采购单乃至最后的付款，中间一

系列的审批流程得以大大简化而又保持审计能力。配合工作流和
通过邮件审批，让客户进一步体验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
SAMEX 的中央采购功能更加帮助客户执行集中采购，从而进一
步减低运作成本。

在日常运作层面在日常运作层面在日常运作层面在日常运作层面，，，，SAMEX系统能够帮助我们系统能够帮助我们系统能够帮助我们系统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设施维修单的管理和进度监控，自动计算维修成本，加强维修人员

深圳市赛美科斯软件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samexsys.com

关于赛美科斯关于赛美科斯关于赛美科斯关于赛美科斯 (SAMEX)

赛美科斯软件系统系统开发有限公司（SAMEX)是一家专业的以企业资产管理
管理顾问咨询，提供设施管理培训，科技应用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在1992 年, 由于西方国家在物业设施及资产设备管理上的蓬勃发展
而且于1993年实施了第一套资产设备管理系统. 在2000年, 我们更加为香港设施管理协会

中国分公司于2007年在深圳成立，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因此搬到了深圳
决方案的推广, 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 我们也每年定期举行或参加亚太区设施管理研讨会

在过去的16 年里, 从飞机场到地产发展商,从酒店和医院到大学以及政府机构
供了第一流的资产设施管理系统。我们的客户包括了香港几家主要大学
华酒店（例如四季酒店，文华酒店集团），香港赛马会，电讯盈科，
共通点就是，他们都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产设备，通过我们的解决方案来实现更深远意义上的资产保值

我们一路见证着中国，香港和东南亚的资产管理以及设施管理步向成熟
淋漓尽致的发挥。

• 提高设施维修单的管理和进度监控，自动计算维修成本，加强维修人员

协调，提高生产力

• 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及监管机制，减少投诉，从而增强客户满意度

• 加快服务请求单的发送及处理，提高用户部门工作效益

• 提升库存物料的透明度，加强物资出入库管理，减少不必要库存量

• 加快采购审批流程处理，减少延误引起的损失，降低整体采购成本

• 更大层面管理设施，员工，和外包商的绩效表现(KPI) 和服务水准

• 减少整体资产拥有成本, 简化运作流程，跟踪审批过程

• 提供知识库管理，自动累积经验，提高企业整体的维修水平

• 为设施设备和客户服务相关的决策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

• 提高资产设施回报率 (ROI), 整体利用率 (OEE), 延长他们的生命周期

主题公园设施及服务管理解决方案主题公园设施及服务管理解决方案主题公园设施及服务管理解决方案主题公园设施及服务管理解决方案

科技就是人力资源科技就是人力资源科技就是人力资源科技就是人力资源

资产设资产设资产设资产设备备备备台帐模块台帐模块台帐模块台帐模块

多位专业顾问开发多年而成的软件管理系统，为乐园提供了完

• 资产设备台帐 –提供一个清晰的资产设备维修历史，成
本，乃至他们的详细技术规格，和他们的MTBF, MTTR 

等，每台设备拥有独立的卡片，跟踪了全生命周期的交
易历史。SAMEX 的另外一个强大功能就是资产设备的生
命周期成本预估 (Life Time Cost Projection), 帮助企业决
定最佳的资产设备报废时机。

• 服务台管理 –处理园区内所有来自游客，前线和后勤的
服务请求，包括投诉和事故处理，确保所有的请求都得

到适当的跟进和后期处理，提高部门沟通，提高客户满
意度

• 合同管理 –让企业和供应商以及外包商之间的价格，维
保范围，KPI 和SLA 提供一个清晰的合同记录，以及对

后期的采购提供参考，对外包商的绩效考核提供衡量标
准，为管理层的商业决策提供数据支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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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管理模块工作管理模块工作管理模块工作管理模块

客户服务管理模块客户服务管理模块客户服务管理模块客户服务管理模块

采购管理模块采购管理模块采购管理模块采购管理模块

仓储物料管理模块仓储物料管理模块仓储物料管理模块仓储物料管理模块

合同管理模块合同管理模块合同管理模块合同管理模块

SAMEX

是一家专业的以企业资产管理(EAM)为背景的香港软件公司, 擅长于资产设备及设施
科技应用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们更是东南亚第一家把 EAM/CAFM 概念引进东南亚的

由于西方国家在物业设施及资产设备管理上的蓬勃发展, 我们也在香港创办了国际设施管理协会香港分会(IFMA), 
我们更加为香港设施管理协会(HKIFM) 的成立起了绝对的作用。SAMEX

公司的研发中心也因此搬到了深圳。现在我们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资产管理一体化解
我们也每年定期举行或参加亚太区设施管理研讨会, 并成为里面的其中一位经验分享者。

从酒店和医院到大学以及政府机构, 从基建设施公司到跨国公司, 我们成功为不同客户提
我们的客户包括了香港几家主要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教育学院)，香港置地，豪

，汇丰银行，香港迪士尼，数码港，海洋公园等。这些客户的一个
通过我们的解决方案来实现更深远意义上的资产保值。

香港和东南亚的资产管理以及设施管理步向成熟, 把我们的经验在这个崭新的舞台上,通过帮助不同公司而得到

加强维修人员

从而增强客户满意度

减少不必要库存量

体采购成本

务水准(SLA)

延长他们的生命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