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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ue: Traditionally Modern
The capital city of Prague is the most attractive 
tourist and meeting destin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The City of a Hundred Spires on the 
Vltava River is known to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ranks among the most beautiful cities 
in Europe. Prague has always been a crossroads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routes, as well as  
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entre.
Let Prague inspire you, just as it inspired many 
significant artists and scientists in the past.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who famously 
said „The people of Prague understand me,“ 
completed and first performed Don Giovanni,  
his best-known opera, 230 years ago in the opera 
house still standing. 

Prague is never off-season and with direct routes 
from 165 destinations, including direct flights from 
China (Beijing, Shanghai, Chengdu and Xi’an), 
nearly 800 hotels and 92,000 hotel beds, the city 
can accommodate events of varying sizes. 
Prague is not only rich in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sights, 
but it is also modern and dynamic, with a variety 
of event and activity options. You can hold  
a meeting in one of the historical palaces or in  
a sleek contemporary venue. You can enjoy a pint 
in a traditional Czech brewery or fine dining in  
a Michelin-starred restaurant. You can take  
a scenic ride aboard a vintage tram or use the 
effic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ranked 
fifth best in the world. Prague is an extraordinary, 
attractive place, ideal for all types of meetings 
and incentive programs.

Looking for an inspiring location for
your next event? Prague will deliver!
▪	 8th most popular meeting destination worldwide
▪	 10th largest hotel market in Europe – nearly 

42,000 rooms
▪	 Easily accessible by regular direct flights from 

165 destinations worldwide
▪	 World’s 5th bes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Contact the Prague Convention Bureau – our team 
is ready to help you plan an unforgettable event!

pragueconvention.cz 
pragu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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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言汇讲 
ZHOU HONGHUI

会奖圈里，大家经常私下对于客户刻薄而咬牙切齿；又时常会感

受到来自所谓“去中介化”话题的瑟瑟寒意。这些焦虑和紧张，不平

又无奈，愤怒且不甘的复杂心态伴随着圈内人的日常。于是，有一大

串问号挂在眼前，答案似清晰又模糊：会奖服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剪不清，理还乱。不如我们静下来，花点时间来聊聊会奖服务吧！

会奖服务等同于中介服务吗？
所谓中介服务简单说，就是服务方处于购买方和销售方之间，沟

通传递信息、撮合双方成交的服务。中介服务的最大特点就是虽然撮

合但不改变产品原有的性质。我们熟悉的房屋租赁、房屋买卖中介、

媒婆等，都属于中介服务。

把会奖服务等同于中介服务说法，立马就能让人眼前浮现出巧舌

如簧、走家串户的邻家婶子。这种关联有点似是而非，但很难完全划上

等号。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会奖服务中基础的部分，比如推荐酒店、餐厅、

景点、场地等，的确具有中介性的特点，可这些真不是会奖服务的全部。

会奖服务还包含更多的其他内容。会奖工作人员的劳动付出和智慧付

出，通过整合和创意，以众多商品或服务为基础，做出选择、利用和创意，

形成了超脱于原商品的一个新的商品。例如，我们为客户设计一场主

题晚宴，虽然包括对场地、菜品、布置、设备、流程、表演等各种产

品的选择和使用，但我们并不是对这些商品的简单销售，而是通过我

们的整合、设计、策划、执行等，最后实现了一场有特定意义表达的“主

题晚宴”。这时我们所说的商品，是晚宴的表达、感受和效果，而场地、

设备、食物只是这种表达的载体而已。会奖服务是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

其创造性付出是对商品性质的改变，实现了新商品的功效价值。显而

易见，中介服务完全不能等同于会奖服务，会奖服务要广泛的多。这

也就是为何会奖服务一直无法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会奖服务的价值应该怎么算？
掰着手指头数数，会奖服务一般至少会包括三部分内容：搜集信

息中的中介服务、整合策划中的智力付出、操作执行中的人力劳动。

其他领域的商品或服务，确实不像会奖服务商品这样复杂，不会同时

涉及到几种不同的商品价值属性，所以，它们的计费方式也会比较简单，

基本使用单一收费模式就可以解决问题。会奖服务既然包含不同类型

价值属性，那么在计算收费时，就应该分别考虑到各种不同属性而合

理计费。至于收费方式是一价全包，还是成本加成，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无论哪种计费方式，都应该完整包含全部服务内容本该有的收费，

而不应以其中一部分服务内容的费用去涵盖其他部分应有的价值。即

使服务者自愿给予客户减免，也应该列明原本该有的全部收费，再说

明给予了哪些减免，这是比较明智和理性的清晰做法，也符合公平交

易的商业原则。

要想说服别人，自己先要弄明白才好。对自己的工作和价值有个

清晰的准确定位，能让自己的收费有明确的依据和说法，收的合理、

减的明白。常听说，会奖服务是个挑剔的行业，太聪明的人不爱干，

傻子又干不了。既然自己不是傻子，就别老干傻事！不要在竞争中为

了抢个客户或项目，就糊里糊涂地自贬身价不敢收费。这是典型杀鸡

取卵的傻事。既给自己下绊儿，又给行业挖坑。若智商如此令人“捉急”，

劝您还是去干点别的，别在会奖行业瞎搅和啦！

周宏辉

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韩豫雄 Henry Han

Deputy General Manager
Smart MICE Server,Shanghai
www.smartm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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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benefit of coming to MICE China EXPO is meeting people face-to-

fac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a forthcoming MICE event is so much 

easier - and more enjoyable - when the person you are talking to is sitting 

opposite to you. MICE China EXPO is the place where relationships are 
born and deals are made - over smiles, handshakes, coffee/tea, dim 
sum, wine - you get the idea. 

参加MICE China EXPO的真正益处在于买卖双方面对面的洽谈。与坐在对面的

人探讨策划中的会奖活动，对话就会变得更加轻松愉悦。MICE China EXPO

正是建立业务联系、争取生意的绝佳场合——点头致意、握手、共进咖啡、共

享美酒佳肴，谈笑间，交易已经达成。

一切都是为了成交
北京   上海   广东

Make Every 
Meeting Matter

Meeting Face-to-Face, 
Making All the Difference

MICE China EXPO 2019 春季场

北京站／上海站／广东站：2019年3月底4月初

展位预订咨询：牟桐琳小姐，lynn.mu@micechina.com，13581895796

买家注册咨询：吴建南小姐，joanna.wu@micechina.com，1500130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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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才 
CHU YOUCAI

楚有才

MICE行业人士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中国人见面总爱说“吃了吗？”，中国人告别总爱说“改天请你

吃饭！”。

吃饭如此重要，渗透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开会也一样，但凡出差

开会，如果主办方不安排一次宴请，肯定会被骂的，尤其是那些付费

的会议更是如此。开会一定要吃饭，吃饭一定要喝酒，这就是约定俗成。

吃饭如此重要是因为吃饭是一种社交，是一种构建信任的途径；也是

凝聚情感、重建信任和谅解的仪式。

吃饭能协调矛盾
早在部落时代，部落之间就意识到吃饭的重要性。部落之间有矛

盾怎么办，弱势的部落只有请对方部落的首领（以及随行一起）过来

吃饭，吃完喝足之后，强势的部落们抹抹嘴扬长而去，至少三个月，

半年内没有矛盾。在当今之世，你要给某人道歉，最好请第三方从中“斡

旋”，请一顿饭，这就化干戈为玉帛。吃过三顿饭，即便不是朋友也不

会是敌人。

吃饭也是一种仪式
婚丧嫁娶都是要请客吃饭的。通过吃饭这种宴请活动，主人获得

了一种合法性。在农村，红白喜事一定要大宴宾客3天（6顿，每顿吃

满18道菜），盖房2天，生日1天。除此之外，行军打仗之前的壮行酒，

离别之前的饯行，归来的接风都是要吃饭喝酒的。吃饭很重要，不仅

仅是仪式，也是政治：表个态，站个队；你和谁一起吃饭，决定了你

的阶层和地位。

吃饭也是一种江湖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在四川都江堰摆地摊，当地的地头大哥

不满我父亲没有打招呼前来挑刺。我父亲请这位“大哥”在当地饭馆

吃了一顿饭，点了几道硬菜，而且一定是请人家先动筷子，鱼头和鸡

头要敬给人家吃。喝完酒，吃过饭，就是朋友——在他的地盘上有事情，

就可以获得关照了。

说了这么多，回到开会上，古今中外都很重视晚宴。晚宴是一种

社交活动。主办方通过晚宴答谢代表，代表们之间相互了解，加深印

象和情感，正是在这些晚宴上勾搭、了解、认识、奉承，若干年之后

获得了信任，这样生意就来了。生意不是开一次会就来的，是参加无

数个会，吃过无数顿饭，喝过无数杯酒之后获得了100%的信任之后才

带来的。

为什么要吃饭，因为吃饭是最轻松的一种氛围，吃饭就是在心理

戒备最小的情况下增强情感链接。所以，在外交领域，美国总统也喜

欢在自己的庄园和农场宴请大国元首。在互联网时代，吃饭的重要性

越来越重要，数字营销固然重要，但是吃饭的社交是什么也代替不了的。

以前，我很讨厌开会吃饭喝酒，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吃饭喝酒的重

要性。会展届的朋友们，不妨把吃饭喝酒的预算打进注册费，让人家

多一点社交的机会，增进相互了解和体验！

吃饭如此重要，渗透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开会也一样，但凡出

差开会，如果主办方不安排一次宴请，肯定会被骂的，尤其是

那些付费的会议更是如此。

徐郑 Lisa Xu

General Manager
East Start Event 
Management Co., Ltd.
www.sheastst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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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Ike Zhang

Vice President
Tempus TMC Group 
www.tempustmc.cn

今天我们聊聊MICE行业从业人员的选择和被选择。 MICE这个行

业，不是需要多高的学历，因为它看上去门坎不高，但它却很社会，

你首先需要有做个社会人的能力。美国管理心理学家梅奥的社会人思

想认为，人在生产效率的决定中，逻辑的、经济的因素远不如感情的、

非逻辑的态度和情绪所起的作用大。

其实这个行业，就是社会人的游戏。无论是客户还是MICE公司

的员工都不仅仅把每次活动作为一项工作，更会把它作为一个艺术品，

去追求达到或者超越其他人要求的水平，说的通俗些就是“搞得定”，

或者用官方的语言来说就是对方的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这种评语

听似简单，却是最高评价了。客户公司会议活动负责人和MICE的员

工，每天要与太多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很难想象那种追求孤品心态的、

个人为尊的、情商低下的人，如何去从事MICE相关的工作，无论他去

做甲方还是乙方。

因此，为了对所有人负责， 具体到符合MICE需要的客户经理来看，

生产效率的第一层，就是应该具备一定的财务常识，有较多的差旅或

旅游出行经验，以及清楚了解自己负责客户的政策和关注点；在这一

方面，理论上，任何MICE公司的一线员工都应该如是，但据我观察，

70%的人大致能做到。而要达到生产效率的第二层次，也就是感性的、

非逻辑的态度和情绪的作用方面，也就是应该具备的信念+情商方面，

拥有者不到百分之二十；有信念，没情商，永远止步于平庸，有情商

而没有信念，则可能迷失自己。

以上听起来好像有点深，服务于MICE这个行业的人一直被旅游

业界誉为业界特种兵，可想而知他们不同于其他细分行业的同仁的辛

苦程度，所以也很少能够看到过了青春的尾巴还在一线忙碌的Meeting 

Planner。因此，为了不蹉跎自己的岁月，为了不辜负客户的信任，为

了所在MICE企业的生命期，在此和大家分享的是，对个人而言，在刚

步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评估自己的软件能力，也就是

必须清楚加入这个行业的信念和目的，可以是为了财富，也可以是为

了兴趣，甚至可以抱有高尚目的——为了行业的进步。信念和目的将

来可能发生变化，但就每个时期，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再就是评估

自己的情商能力，因为你的工作对象就是“人”。你的身份在客户面前，

是供应商，在供应商面前是客户，在公司里面你是打工的，在自己小

组里你是核心之一，在上司面前是下属，在下属面前是上级……，所

以这不是一根筋的人能从事的工作。

想明白了，就要准备好自己的硬件条件，就要让自己具备起码的

财务知识和行业认知，以及对象客户群的特点，简单的说，这就是专

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所以，把MICE从业者放入社会人的概念里，无论为了自己好，还

是为了对客户负责任，也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第二层级是第一考虑，

这不容易被培训出来。

对MICE公司来说，在招聘相关人员时，必须从了解这个行业的

HR角度去判定，这个人是不是社会人，即便不确认，在三个月的试用

期期间也应该被发现，然后决定去留，而不是含糊的留着耽误别人也

耽误公司，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太容易改变的。要知道，客户是企业的

命脉，客户把每一笔预算交在你手里，责任重大。

张良

腾邦差旅集团

副总裁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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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China 具有全球化的视野，时刻关注国际会议、奖励旅游及活动市场的最新发展动态，为会

议策划者呈现 MICE 相关的权威性国际协会发布的报告精华，帮助您快速了解全球范围内 MICE 行业的

总体概况，热门大事件对 MICE 行业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前景趋势等。ICCA55 年历史报告最新出炉，国

际协会会议持续增长的源动力来自何方？公司小型、可复制的简单会议如何管理预订？对于欧洲目的

地来说，重要的海外市场（巴西、中国、日本、俄罗斯及美国）客人的需求偏好有何不同？未来 5 年里，

全球商务旅游哪些市场增长最快？ 2019 年全球不同地区的哪些目的地将成为会议活动的热门之选？下

面的报告摘要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相应地调查统计，得出的结论可供业者参考。

文／张婧

Report Outline
全球会奖行业报告摘要 12

 主要海外市场对欧洲目的地各有偏好

欧盟旅游委员会、欧洲旅游协会和欧铁集团

联合进行了一项针对重要的欧盟外市场（巴西、

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到访欧洲意愿的

监测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有今年夏天到欧洲旅

游计划的受访者打算在有限的时间内（一到两周）

到访多个欧洲国家，其中法国（35%）、意大利

（27%）、德国（24%）仍是最受海外游客青睐的

目的地。

通常来说每年的 5~8 月是欧洲旅游的旺季，

温暖的气候可以让游客在欧洲充分享受多种不同

的户外活动体验。不同国家的游客对欧洲的夏季

旅游产品具体需求及偏好方面有较大的差异，日

本和中国游客明显倾向于游览欧洲最知名的目的

地，法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优势；美国受访者列

出首选的夏季假期目的地为法国（38%）、意大

利（30%）、德国（27%）、英国（21%）和西班

牙（15%）；在俄罗斯受访者心中，最热门的夏季

目的地是意大利（18%），之后是土耳其（15%）；

巴西受访者对南欧目的地表示出浓厚兴趣，包括

葡萄牙（40%）、意大利（36%）以及西班牙（26%）。

 国际协会会议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持续性力量

 简单会议预订渠道有待规范

全球商务旅行协会（GBTA）近日发布“公司

如何对待简单会议”报告，简单会议指的是带有

基本会议需求的小型、可复制会谈，这种会议在

全球占到大概半数的企业会议，但其中只有不足

一半的会议是通过受管理渠道进行预订。

本次调研的受访者均是旅行经理和会议专业

人士，其中 52% 表示简单会议都是在受管理渠道

之外预订的。

对于那些通过不经管理渠道进行预订的公司，

77% 是通过消费者渠道：直接预订或通过在线旅

行社预订。由于房价协议价和之前合作关系并不

是选择会场的考虑因素，公司政策合规都可能存

在一定问题。只有 3/10 的受访者表示在预订简单

会议时有规定的招投标流程，24% 提到只有概括

的指导原则而没有正式的流程。

 2019 年会议活动目的地预测排名揭晓

嘉信力商务旅行管理有限公司（CWT）近日

发布的 2019 会议 & 活动未来趋势报告，分别对

2019 年亚太、拉美、北美及欧洲 & 中东 & 非洲

（EMEA）四个地区的会奖活动目的地进行了预测

排名。 

2019 年，预测亚太地区排在前三位的会议活

动目的地依次是上海、新加坡和北京；拉美地区

三甲是圣保罗、墨西哥城、波哥大；北美前三名

是拉斯维加斯、纽约、奥兰多；欧洲、中东及非

洲则是伦敦、莫斯科和巴塞罗那。

报告还显示，在亚太地区举行的会议活动

中，2019 年平均每人每天的成本预计为 276 美

元，下降 4%，而团队平均规模则增加到 81 人，

比 2018 年上升 3% ；北美地区人均成本上升 1%

到 234 美元，平均团队规模增加到 88 人，增长

14%；欧中非地区，人均成本增长6%到255美元。

近日，ICCA（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发布了

“国际协会会议当代史：1963-3017”报告，回顾

总结了自 ICCA1963 年成立以来，55 年来国际协

会会议的发展历史。

根据 ICCA 数据库收录的达标会议，从 1963

年到 2013 年，国际协会会议的数量基本每 10 年

翻一番。这种指数式增长趋势在近 5 年逐渐放缓，

但是依然保持稳健上升的态势。

会议规模越来越小，从 1963 年至 1967 年的

1,263 名到 2013 ~2017 年的 409 名，国际协会

会议的平均参与人数显著减少了 66%。但每年参

会者总数是增加的，且会议频率越来越高。

国际协会会议数量的持续增长直接反映出市

场在全球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协会会议的

发展与科学，医疗保健和科技领域的进步是密切

相关、同步进行的。协会会议主要是由这些领域

的科技创新和进步推动的，近几十年来，科技创

新催生全新的协会和会议，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技

术科研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传

播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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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5 年商务旅行市场持续发力

根据全球商务旅行协会（GBTA）近日公布的

BTI ™ Outlook 年度全球报告 & 预测，2017 年全

球商务旅行花费高达 1.33 万亿美元，比 2016 年

增长了 5.8%，全球商旅花费有望在 2018 年再上

涨 7.1%，到 2022 年升至 1.7 万亿美元。

2017 到 2018 年度将成为自从 2010~2011

年经济衰退中恢复以来，商务旅游发展最快的时

期，但从长远来，进入 2019 年经济将面临下行

风险。根据调研分析，全球商务旅行花费的波动

与国际贸易量的变化紧密相关。

2017 年西欧商务客人创造了 3,100 亿的花

费，比 2016 年增加 4%，其中德国、法国和西班

牙都有上涨，只有英国下降了 0.7%，主要是脱欧

公投带来的不利影响。

报告中预测未来 5 年印度和印尼将成为商务

旅行增长最快的两个市场，有望分别增长 11.3%

和 8.7% ；接下来就是瑞典和挪威，上涨 6.8% 和

6.6% ；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商旅市场，增速排在

第五位，有望到2022年商务旅游花费再增加1,29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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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China（中国企业会议）杂志于2006年5月创刊，

是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的旗舰刊物。为双月刊，每两个

月出版一期，每年出版六期，每逢单月出版。

MICE China内容关注的焦点为帮助会议组织者分析

如何选择目的地和提供更多的会议解决方案。它为全行业

会议策划、管理、实施人员提供了直接帮助。

MICE China聚焦中国会议行业中最具价值的企业消

费者。读者包括四大部分：企业用户；PCO（专业会议组

织者）；PEO（专业展览组织者）；酒店、旅游（会议局）、

航空公司。MICE China的专业数据库团队不断根据中国

会议市场的变化搜集最具价值的企业用户、PCO、PEO

数据，并每天根据读者的变动不断更新数据库。帮助酒店、

会议中心、会议服务商、目的地旅游局等广告客户，把信

息准确传递到高质量的目标受众手中。

作为中国会议行业领先的媒体，MICE China率先

于2010年加入了全球最大的专业媒体发行数据认证机构

BPA World Wide，成为会员，并于2011年3月通过了审核。

现MICE China每期印刷数量为20,500份，成为全球发行

量最大的中文会议行业媒体。自此出版的每一期杂志都接

受BPA World Wide的审核，成为中国会议行业诚信媒体

的先行者。

2018年，我们不乏听到身边很多企业反映：“今年付出了

相较于去年更多的努力，才勉强维持去年的销售水平……如何

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这就不禁让人想起了前两年，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风口”

这个词汇，还有一句话也随之流行起来——“找到了风口，连

猪都能飞起来。”然而，当风口消失的时候，结果又如何呢？如

果仅仅是沉浸于风口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企业规模虽然在扩大，

但基本面（产品质量、财务状况等）却一塌糊涂，那么，摔得

惨的反而是那些飞得高的“猪”。

当我们在不断追逐下一个“风口”的时候，是否思考过，

风口中的大赢家是那些“风口”的猪吗？

说回到经济下行的当下。实际上，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

经济复苏还是萧条，并没有太大关系。甚至，越是经济萧条，

越是企业发展的好机会，比如那些在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中真

正发才的人：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狂潮，使许多人都涌向西部，前赴后继地疯狂淘金。想必很多

人都听说过美国西部淘金时代的故事，但是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去西部淘金的

人中，大多数淘金人没挣到多少钱，而真正发财的，是那些卖水、铁锹、铲子、篮子、牛仔裤一

类的人——这些在微观作为的人。

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话，我们不妨再抛一下书袋——美国投资家、沃伦 ·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

查理 · 芒格（Charlie Thomas Munger）就曾说过：“宏观是我们要承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

所作为的地方。”

经济下行的时候，如何认清形式、找准定位，让当下的战略格局决胜未来的市场，这，才

是每家企业所有沉思的。

微观，才是有所作为的地方

程楠   nancy.cheng@micechina.com

媒体群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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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uckland
2020 年世界图书馆和信息大会将

在新西兰首都奥克兰举行，这是近 40

年来国际图书馆协会机构联盟（IFLA）

的旗舰年度活动首次在太平洋地区举

行。大会预计吸引超过 3,000 名来自世

界各地的信息领域专业人员参加，有望

为新西兰带来超过 700 万新西兰元的

收益。

02  Portland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俄勒

冈会议中心装修工程目前正在进行中，

总投资 2,700 万美元，将对会议中心

的多处设施进行升级，如翻新大堂和宴

会厅、重建东北角的广场以及新添一座

600 间客房的酒店，工程预计 2019 年

9 月完工。

03  Bangkok
2018 年 11 月 5~9 日， 第 15 届

国际兽医流行病学与经济学会议将在泰

国曼谷举行，来自全球各国的相关研究

者、医学研究生、政策制定者以及从事

健康卫生、社会科学、动物健康经济的

专业人员齐聚一堂，探讨如何更好促进

兽医流行病学的发展。

04  Seoul 
2018 年 10 月 10~12 日， 第 19

届世界知识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吸引

了约 3,500 名代表参加。首届论坛于

2000 年 10 月发起，旨在交流全球重

大事件最新进展并寻求世界均衡经济增

长之路，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挑战：

地缘政治冲突和贸易战”。

05  Sydney
第 23 届联合国工作安全及健康会

议将于 2023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届时各国工作安全专家、政府管理者等

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探讨如何加强合

作，更好地改善工作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06  Hamburg
2019 年 6 月 1~5 日，国际扶轮年

会将在德国的汉堡展览中心举行，有望

吸引约 25,000 名世界各国代表参加，

汉堡会议局精心设计了多个会前及会后

的城市游览项目，方便参会者更好地了

解当地的丰富资源。

07  Milan
第 24 届世界皮肤病大会将于

2019 年 6 月 10~15 日在意大利的米兰

召开，该会议由世界皮肤科联盟组织，

每四年举行一次。2019 将吸引来自全

球 180 个协会的数千名参与者，分享

改善皮肤护理的专业经验，知识和技能。

08  Hiroshima 
第 13 届国际疲劳大会将于 2022

年在日本的广岛举行，这是自 1981 年

第一届大会在瑞典举办以来，首次来到

日本 。 

09  Kuala Lumpur
2019 年 8 月 18~23 日，第 62 届

国际统计学会全球统计大会将在马来西

亚的吉隆坡举行，预计将有约 2,500 名

来自全球的统计学研究人员、学者、从

业人士、分析师和政策制定者参加本次

双年度会议。

10  Hague
近日荷兰的海牙宣布将在 2019 年

10 月 9~12 日举办重量级的国际妇产

科领域大会 ISPOG，届时来自全球各

国的女性健康专家、从业人员通过参加

主题演讲、全会及平行分会来交流推进

妇产学科的研究及实践。

11  Budapest
时隔 33 年，第 56 届欧洲肾脏协

会 - 欧洲透析和移植协会（ERA-EDTA）

大会将再次回到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

斯。2019 年 6 月 13~16 日，届时预计

有 9,000~10,000 名国际代表参加本次

大会。

12  Dublin
第 7 届欧洲免疫学大会（ECI）将

于 2024 年 9 月 1~4 日在爱尔兰的都

柏林举行，预计吸引全球 80 个国家的

3,000 多名代表，有望为当地经济创造

500 万欧元的收益。

13  Wales
英国的威尔士国际会议中心预计

于 2019 年 5 月对外营业，总投资 8,400

万英镑，面积达 26,000 平方米。目前

虽未完工，但中心近日为潜在客户、媒

体代表等专门安排了施工现场的考察之

旅，包含观看 3D 模型、虚拟体验以及

创新饮食的品鉴。

14  Pittsburgh
2019 年 1 月 6~9 日，专业会议管

理人协会（PCMA）年会将在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匹斯堡的 David. L. Lawrence

会议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超过 4,000

名会议专业人士参加。4 天的会期内包

括主题教育、创新行业观点分享及交流

环节。

15  Maastricht
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已成为欧洲

重要的生物研究中心，近来成功夺得三

个具有影响力的生物学界国际大会的承

办权，包括：2018 年欧洲生物材料年会，

2020 年的欧洲生物技术大会以及 2021

年的欧洲生物力学大会。

16  Copenhagen
2025 年，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

将举办管理学会（AOM）年会，这是

AOM 年会首次在北美之外的目的地举

行。为期 5 天的会议里，预计迎来约

10,000 名学者、教授、博士等相关专

业人士，探讨管理学及组织学领域的研

究及教育。

17  Adelaide
阿德莱德会议中心于 1987 年开

业，是澳大利亚第一家会议中心，目

前已接待了超过 600 万的参会者与访

客，在过去 30 年里为南澳带来了超过

14 亿澳元的经济收益，未来两年将承

接多个国际大会，包括 2020 年 10 月

12~15 日的世界渔业大会（1,500 名参

会者）、2020 年 11 月 2~6 日的全球原

住民教育大会（3,000 名）。 

18  Maldives
2018 年 9 月，近两百位无限极业

务总监级及以上市场领导人前往马尔代

夫的卡尼岛完成了一段珍贵尊荣的华彩

之旅。本次奖励旅游行程中安排了丰富

多彩的体验活动，在印度洋中浮潜，尝

试马尔代夫独具特色的传统线钓，乘坐

水上飞机鸟瞰印度洋，在塔奴丹酒庄上

葡萄酒品鉴课等。

 

19  Muscat
阿曼成功赢得 2024 年第 20 届动

脉粥样硬化国际研讨会的举办权，这是

该会议首次在中东地区举行，届时来自

世界各地的 2,500 名医学专家学者齐聚

穆斯喀特的阿曼会展中心，参加为期 3

天的会议。

20  Yokohama
日本的横滨近日被选为第 15 届全

球计算力学大会（WCCM）的举办城市，

2022 年将迎来约 3,500 名世界各地的

计算工程及计算力学专家学者，其中大

概 2,000 名来自海外。

          

目的地快照
SNAPSHOT

编译／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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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把

会议作为市场行销高效工具和沟通传播的有力

手段。企业间接采购部门每天接到各BU提出的

大量会议需求，需要不断发现新的酒店与会议

场地。

《企业会议解决方案》以企业的会议采购需求

为中心，每期汇集各具特色的酒店与会议场

地，帮助企业发现最优化的会议解决方案。

Meeting
Solution

大连金石滩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户外超大宴会草坪，为MICE活动增添海滨风光

刊登会议解决方案，敬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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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MEETING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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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重庆打造魔幻会奖之城

重庆依山而建、傍水而生，俯

瞰城市建筑会有一种高低不一、参

差不齐的错落感。除了美女与火锅

两大名片外，今天的重庆还因其复

杂的交通和建筑，被戏称为“魔幻

3D 立体城市”。

重庆有两江的环抱，有起伏的

地势，有紧邻并列的双桥，更有盘

旋的道路。与众不同的桥梁、隧道、

轻轨、立交等，构成了山城特有的

魔幻交通体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

容重庆的轻轨，那就是“没有最魔幻，

只有更魔幻”，重庆轻轨不仅能上天

入地，也能跨江穿楼。

特殊场地推荐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是我国

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会议中心。会

议中心交通便利，距江北国际机场 8

公里、重庆北站 10 公里、寸滩码头

11 公里、国际商务区 16 公里。会

议中心内设有面积为 5,200 平方米

无柱式宴会厅一个、1,000 平方米的

会议厅三个、灵活组合的会议室有

47 个，总会议面积 12,500 平方米，

能同时容纳 30,000 人参会。

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

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中国火锅之

都”“中国会展名城”之称，每年

都会有不少的会展选择落户重庆。

丁乔 - 运营总监
中服（北京）国际
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重庆尼依格罗酒店
重庆尼依格罗酒店位于重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内体量最大、集精品商业与

高端写字楼为一体的高档综合体项目，重庆国金中心 IFS 一号楼 52 层至 62 层，

高耸入云。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毗邻著名地标重庆大剧院和江北嘴中央公园。

酒店设有 252 间典雅别致的客房，融合了现代与时尚的风格，客人可 360

度观赏重庆错落有致的山城景致及绚烂缤纷的江河夜景。位于 62 层 3 间别致

的餐厅及酒廊，欣厨、悦廊和吧 62 将东西方及本土文化、烹饪技法及壮丽景

致相互融合，为食客提供丰富多彩的就餐体验。位于酒店 52 层的健身中心、

水疗及天际泳池将让客人在休闲运动的同时欣赏重庆醉人景致。酒店电梯直达

IFS 商场，美食广场，影院及溜冰场则提供不同的娱乐选择。

酒店另设有 10 个不同类型的宴会会议场所，包括位于 4 层车辆可以直接

驶入的尼依格罗宴会厅和位于酒店 61 层，层高 11 米带落地玻璃的茵园礼堂。

超凡的景致，专业的服务和设施将使重庆尼依格罗酒店成为城中各种商务会议

活动的不二之选。

重庆最早出名的轨道站，非轨

道 2 号线李子坝站莫属。2 号线列车

在李子坝穿越的高楼，1 楼至 5 楼是

商用，9 楼至 19 楼是住宅，中间 6

楼至 8 楼是轨道交通区域，因为跨

座式单轨列车车轮采用了充气橡胶

轮胎，而且轻轨结构和房屋结构是彻

底分开的，所以运行噪音很小，在

此居住的人都感觉不到震动和噪音。

牛角沱站是轨道 2 号线和轨道

3 号线的换乘站，坐落于嘉陵江上

的它视野开阔，伫立于站台上既可

欣赏秀美江景，也能环视城市风光，

遇上落日余晖映照江面时，金光流

动，美不胜收。除了优美的江景，

牛角沱站另一大看点就是被网友们

誉为“逆天 8D”的立体交通。在这里，

轨道专用桥、嘉陵江大桥、渝澳大桥、

嘉滨路高架桥层层叠错，视觉冲击

力极强。

 房间数：38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420m2         

重庆嘉发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间数：41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50m2         

重庆凯宾斯基酒店

 房间数：252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00m2         

重庆尼依格罗酒店

 房间数：33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48m2         

重庆解放碑威斯汀酒店

 房间数：38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重庆喜来登大酒店

 房间数：32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00m2         

重庆万豪酒店

 房间数：317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93m2         

重庆富力艾美酒店

 房间数：39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66m2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在这座 3D 立体城市，江河、陆

上、空中、地下多层次的交通设施

以及汽车、缆车、轮船、轻轨、索

道等多种交通工具，不仅给城市增

添了景观和魅力，更推动着重庆经

济及会奖产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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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MEETING SOLUTION

嘉兴与世界互联，
引领“智慧会议”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于

2018 年 11~12 月再次在乌镇举办。

这不仅使整个 IT 互联网行业为之沸

腾，与之相关的会议展览、公关营销、

活动管理等行业都将目光投向了浙

江的嘉兴。

其实“乌镇”这个名字的拼音

“Wuzhen”本身就有一定的寓意。

W 代表广联互通（wide connection）

U 代表全球视野（universal vision）

Z 代表充满激情的想法（zealous 

ideas）H 代 表 人 道 主 义 关 怀

（humanitarian care）E 代表经济收

益（economic benefits）N 代 表 新

的未来（new future）这几个词串起

来，很好的概括乌镇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核心思想。世界互联网大会作

为中国举办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

 房间数：35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400m2         

嘉兴市龙之梦大酒店

 房间数：274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35m2         

嘉兴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间数：34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40m2  

枕水度假酒店

 房间数：16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00m2         

嘉兴博雅酒店

特殊场地推荐

嘉兴国际会展中心位于嘉兴新

区——南湖综合开发区的核心地块，

展馆一层面积 11,000 平方米，层

高 9 米，可设置国际标准展位 550

个。二层面积 9,800 平方米，可设

置国际标准展位 500 个。西厅展馆

2,270 平方米，可设展位 100 个。

展馆西侧的商务中心，为展馆的配

套服务设施，该中心共有五层，底

层为餐厅和休闲设施，二层设有

260 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和若干个中、

小会议室。图 1

西栅景区的乌镇大剧院，是集

戏剧、音乐会演出、会展、文化艺

术交流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社会

文化设施，内部由大、中二个剧场

互联网行业会议，一方面向全球互

联网业界展示了中国举办高规格大

型国际会议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预

示着今后大型国际会议的发展趋势。

现代大型国际会议所涵盖的内容不

仅仅是会议所需要的住宿、会议场

所、交通等接待工作，对于会议承

办方的要求越来越高，所需准备的

事项也更加繁杂。

随着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

乌镇，乌镇以其独有特色和科技化

嘉兴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誉，

虽然品牌酒店或具有园林特色的酒

店选择和会后景点内容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但嘉兴的美食依然可以作

为会奖目的地选择的一个亮点。

沈柳卿 - 商务总监
北京岫塬之旅国际
旅行社上海分公司

买家点评

管理逐步走向世界。在乌镇西栅景

区，无线网络全覆盖，“智慧会议”

随处可见，一个江南小镇承办一次世

界级的互联网大会，无疑拷问着这

座江南小镇的接待能力。乌镇西栅

景区拥有多家大型酒店和精品会所，

近 3,000 个床位，30 多家餐厅，大

小会议室 100 多个，其中包含了大

型多功能会议厅、小型会议室、贵

宾接待厅等，并可提供多个户外活

动场地，无论是数量、类型、容纳

人数、设施设备均为国内景区罕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嘉兴的酒

店如何来引领“智慧会议”的发展。

组成，共可容纳观众 1,500 名。优

美独特的造型，专业的舞台设施和

先进声光电设备，使乌镇大剧院跻

身于世界一流剧院之列，被誉为“中

国最美的剧场”，同时也是世界互联

网大会的服务场地。图 2

1

2

郭宇 Eva Guo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16
eva.guo@micechina.com

•与众不同的活动举办场所

嘉兴希尔顿逸林酒店拥有大面积的露

台和广阔的草坪绿化环境，为优美典

雅的户外活动和狂欢的户外烧烤派对

等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并有

专业的团队提供周到的服务，满足客

人的不同的需求。

• OPEN 開全日制西餐厅：
   精彩纷呈的自助美食

OPEN 開全日制西餐厅提供新鲜海鲜

自助、中西菜肴、美味切肉、地道日料、

西式烧烤、特色面档、和甜点饮品等

众多美食。

嘉兴希尔顿逸林酒店
•高雅的宴会和专业的服务

嘉兴希尔顿逸林酒店拥有灵活的会议空

间。1 间高达 735 平方米的大宴会厅，

层高 9 米，可同时容纳 450 人，以及 9

间各具特色的多功能会议室。现代化的

设计，不同于传统的别致会议室，提供

您一个可以举办产品发布，大型晚宴，时装秀，珠宝展览，鸡尾酒会等各种类

型会议与活动的完美场所，满足您追求不同寻常的宴会风格。专业的团队以最

先进的视听设备和充满创意的宴会服务，确保每一次活动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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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酒店推荐

宁波东钱湖康得思酒店计划于

2019 年上半年开业。酒店拥有 252

间舒适宽敞客房，包含 18 幢独栋别

墅。会议总面积 1,229 平方米，面积

最大的康得思宴会厅为 805 平方米、

7.5 米高，可分隔为 3 个独立的中型

宴会厅，车辆也可直接进入宴会厅，

满足宾客不同的场地需求。图 1

宁海安岚酒店将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开业。酒店位于以温泉和葱郁

竹林著称的沿海丘陵地区，设有 100 

间客房，3 间会议室，会议总面积为

225 平方米，户外场地面积 1,000 平

方米，适合举行团队建设。图 2

特殊场地推荐

宁波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是大型

现代化展览馆，交通便利，直通杭

州湾跨海大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主要由 8 座环绕型常规展览馆及会

议楼，商务楼等十大建筑组成，可

提供 5,000 个国际标准展位，满足

大中小型的各类展览活动。

宁波作为会奖新兴目的地，拥有优

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

蕴。随着宁波的城市配套设施不断

完善，旅游产品更加多元化。非常

适合目前的会奖团队前往。

李佳琪
会奖事业部客户经理
华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宁波因海得名，因海而兴。商

帮文化是宁波特色文化的重点，有

言，无宁不市。宁波商帮文化对宁

波的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也为宁波区域经济提

供了精神文化因素。近代以来宁波

商人拼搏开拓，善于创新，同舟共济，

在各个领域积极建设发展宁波经济

和文化。生在三江口岸从小惯吃咸

蟹鱼腥的宁波商人，既有着现代商

业的精明细算，又不失宁波历代商

 房间数：297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00m2         

宁波象山海景皇冠假日酒店

 房间数：28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70m2         

宁波东钱湖华茂希尔顿度假酒店

 房间数：61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000m2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

 房间数：31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600m2  

宁波威斯汀酒店

 房间数：85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00m2         

宁波阳光豪生大酒店

 房间数：14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20m2         

宁波文化广场朗豪酒店

 房间数：29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80m2         

宁波富力索菲特大饭店

贾的道德操守。新宁波人传承着宁

波帮尚商善贾的百年传统、精明笃

诚的创富实践，敢为天下先，以务

实的姿态，谋定而后发，成为中国

南方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商帮之一。

今日的宁波以继往开来海纳百

川的姿态，用心探索发展会奖旅游

资源的更多可能性。不久的将来，

宁波将承接举办更多的会奖旅游活

动，向全世界展现甬地独特的文化

气质和丰富的会奖资源魅力。本期

MICE China 将介绍宁波 2 家即将开

业酒店，7 家会议型酒店和特殊场地，

以及宁波的特色活动推荐，为您的

宁波会奖之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选

择方案。

吴建南 Joanna Wu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3
joanna.wu@micechina.com

• 象山石浦渔港风情体验

象山石浦是浙江古镇中首屈可数的纯

正渔寨，来到石浦，不仅可以漫步石

浦古城中古色古香的渔商文化街，还

可以乘坐游艇体验休闲渔船，亲历渔

民作业、施网捕鱼、船钓、现捞现烤

等活动，带领您的团队在渔船上边吹

海风边吃海鲜，再美好不过的体验了。

特色活动推荐
•东钱湖骑行体验

东钱湖是骑单车不可多得的宝地，环

湖一周达 45 公里，水域面积 20 平方

公里，按照赛道标准设计的骑行车道、

遍布单车驿站以及东钱湖的无限风光，

您的团队可在健身运动的同时可享受

自然风光，车轮过处，两岸景色变换。

东钱湖除了自然美景，还有众多人文

古迹，非常适合团队来一次“慢骑闲

逛东钱湖”的活动，遇到喜欢的景点，

可以停下来合影，或推车步行，走走

停停。

1

2

•漫步老外滩

老外滩位于三江口，宁波的正中心，

唐宋以来就是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比

上海外滩的历史还早 20 年，保持了

当初十里洋场的风貌，现今老外滩是

宁波市中心时尚地标，都市夜生活的

最佳去处，主街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小

餐厅和风格独特的酒吧，团队可在此

小坐休憩，感受甬城夜文化。

传承千年商帮文化，
创新特色会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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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保利假日酒店

顺德保利假日酒店将于

2018年12月份盛大开业，酒

店拥有278间简约雅致的客房

及套房，三个不同风格的餐厅，

总面积达1,200平方米灵活的会

议场地，配备一个无柱大型宴

会厅，五个多功能厅及位于六楼的户外空中草坪花园，满足不同类

型的会务、宴会以及派对的需求。

酒店总经理周智豪先生表示：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作为洲际

酒店集团进驻顺德的首家假日酒店，我们将为宾客提供地道特色的

菜肴烹饪与细致周到服务的餐饮体验。加之酒店优越的

地理位置，旅游文化资源丰富，地处珠三角一小时

生活圈的核心腹地，广佛地铁、广珠城轨及多条快

速公路亦即将贯穿城市，崭新的硬件设施及完善的

配套服务必为您的会议、商务开启一场成功卓越之旅。

西安中晶华邑酒店

酒店隶属洲际集团，将于

2018年12月底开业。酒店位于

十三朝古都西安的高新核心地

带，设有297套客房及公寓，逾

2,0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其中

包括2个860平方米无柱式宴会

厅和6间灵活多变的多功能会议室；5个特色餐厅，更有为商务和社

交定制的举茗邑和聚膳邑，是中华待客之道及会集成功的甄选之所。

总经理朱光先生表示：华邑作为全球首个为中华文化爱好者量

身打造的国际豪华五星级品牌，深刻洞悉国人商务会议之需求，有

专业的会议管家为您的会聚保驾护航。西安作为一带一

路的明珠，抓住机遇迅猛发展，高新区是富含文化底

蕴和孕育发展新机的绝佳地段。华邑将中华文化与科

技元素巧妙融合，在科技汇聚的高新区以非凡姿态引

领古城入住新风尚。

您想发现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酒店及场地吗？
What's New每期为您提供最新鲜的酒店及场地！

新场地

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MEETING SOLUTION

新场地 
WHAT'S NEW

上海卓越铂尔曼大酒店

上海卓越铂尔曼大酒店是

一家由法国雅高酒店集团管理

的高端酒店，酒店拥有292间

具有现代时尚设计的客房和

1,600多平方米的会议场地。其

中大宴会厅面积为800平方米，

可容纳400人的中西式大型宴会或550人的鸡尾酒会。酒店另设7

个多功能厅及贵宾休息室，适合中小型会议、培训及聚餐活动。另

外酒店有3个美食餐厅和1个酒廊为宾客提供丰富多样的餐饮服务。

酒店总经理许寒松先生表示：上海卓越铂尔曼大酒店地处江浙

沪连接位置，依托于大虹桥商务区并临近昆山、苏州、

嘉兴嘉善及平湖地区，周边有超过1,000家企业。酒

店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25公里，距朱家角景区8公

里。作为本地拥有最大宴会厅面积的酒店，我们有

信心成为本地和周边会务客人的首选。

西安W酒店

2018年8月20日，备受瞩

目的西安W酒店震撼亮相。西

安W酒店地处摩登与历史交汇

的曲江新区，以崭新的视角带

领宾客触摸这座古城的脉搏。

385间客房及套房通过大胆无畏

的设计重新展现炫唐文化。酒店拥有气势恢宏的风华厅与风尚厅，

加以6间大小各异的会议室，逾4,000平方米的活动和多功能空间

为各式活动及会议提供多元化场地支持。

总经理Jerry Mong先生表示：西安作为世界上极具历史底蕴的

城市之一，凭借其多元的艺术、设计及娱乐文化，吸引

着寻求颠覆性体验的全球宾客。西安W酒店是西安的

首家生活方式酒店，我们不仅传递时尚，更要引入

极致的奢华体验。客房数量与会议场地构成的庞大

体量，让我们成为各类高端大型MICE活动的首选之地。

湘西皇冠假日酒店

湘西皇冠假日酒店位于湖南省的

“西北门户”，酒店邻近凤凰古城，共有

369间客房，欢宴全日餐厅汇聚环球美

食。彩丰楼中餐厅，主理本地风味和经

典粤菜，餐厅设有11间高档包厢和雅致

的综合用餐区。6间多功能会议室，800

平方米无柱大宴会厅及1,000平方米的

屋顶露台。可全面适用于各种活动需求。

总经理张建平先生表示：湘西皇冠

假日酒店作为湘西州第一家国际五星级

酒店，我们带入全新的国际品牌和皇冠会务量身定制

会议活动概念。促进湘西州的经济开发，打造湘西

州的名片。更将我们全方位的国际品牌服务理念和

设施设备点缀在这片净土。为全球的商旅出行及家

庭度假缔造“湘西之旅”新体验。



登录 www.micechina.com
发现更多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MICE China 17 

          

风花雪月 灵感会议
提到大理，就会让人联想到苍

山洱海，风花雪月，徒步骑行，缆

车渔船……在很多人眼里，这里是

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和理想主义者的

后花园。大理古城东临碧波荡漾的

洱海，西倚常年青翠的苍山，是云

南外来长住人口最多的古城景区。

洱海被称作“大理的眼睛”，住上一

间海景房，感受真正意义上的“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

乘游船游洱海——来大理当然

不能错过洱海，乘游船游洱海是个

不错的选择。洱海的豪华游船是云

南档次最高、设备最全的，游船上

还有白族三道茶歌舞表演，如果不

想待在包厢，直接在船上找个位置

坐下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尽享苍

洱美景。图 1

酒店推荐

大理国际大酒店拥有 311 间全

景客房，中、西、法三个特色餐厅

和 2 个大堂酒廊带来独具地域文化

的美食之旅，缔造令人难忘的绝妙

味蕾体验。特色红酒吧、雪茄吧、

私人影院和蓝逸 SPA 将为旅途注入

更多尊崇体验。同时，室内外泳池、

儿童俱乐部、健身中心等休闲娱乐

设施一应俱全。会议中心拥有一个

1,095 平方米的多功能宴会厅和 5 个

会议室，是商务会议的不二之选。 

大理国际大酒店 Love 广场位

于酒店内庭院，占地约 825 平方米，

广场视野开阔并设有观景台 /LED

屏，在此既能远眺苍山洱海，又可

俯瞰环海公路，是举办户外酒会、

户外烧烤、商务聚会、庆典礼仪首

选之地。

大理维笙山海湾酒店——月亮广场

熊熊燃烧的火把映承着远方的

晚霞，欢快的舞步在热闹的音乐声

中久久不愿停止。很多客人第一次

见到火把节的庆祝仪式，都纷纷拿

起相机记录着这特别的惊喜。尤其

是南涧艺人带来的跳菜仪式，更是

惹得大家欢呼雀跃。酒店月亮广场，

是公司会议和年会举办的另类选择。

上有苍山，下有洱海；大理是文艺

青年的聚集地，也是会奖团队放松

休息的好去处，漫步于大理，体验

一座古城带来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朱莉莉 - 客户总监
北京柒點柒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无边际洱海景观 尽享异域美食
   ——揽月主题餐厅

揽月主题餐厅是大理纯正的意大利及

泰融合主题餐厅，作为大理甚至云南

地区的一家融合了“泰”以及“意大

利”两种美食的主题餐厅，这里有开

放式的厨房，和室内外观山瞰海的用

餐环境，加上地中海的意式风格。“揽

月”可以说是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的

美食招牌。

•苍山为证 洱海为盟——户外草坪

酒店拥有许多庭院和苍翠繁茂的开放

区，酒店的户外草坪拥有开阔视野，

沐海听风，以苍山为证，洱海为盟见

证甜蜜爱情的永恒时刻，也是产品发

布、汽车展览、商务会议、鸡尾酒活动、

社交聚会的理想场所。

1

2

 房间数：36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

 房间数：19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460m2         

大理维笙山海湾酒店

 房间数：31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22m2         

大理国际大酒店

 房间数：322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40m2  

大理海湾国际酒店 郭宇 Eva Guo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16
eva.guo@micechina.com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
•苍山洱海 风花雪月 灵感会议
   ——无柱式苍山宴会厅

大理实力希尔顿酒店拥有 3,000 平米

的宴会及会议设施，共 14 个多功能

会议厅，其中苍山宴会厅面积达 1,1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人，拥有7.2
米无柱楼顶，可进车，可分成三个独

立活动厅，配备高速 Wi-Fi 和最新视

听技术，是各式会议、团建，商务活

动的理想选择。

徒步苍山——苍山西坡风景如

画，俨然是个大花园。每年 2~5 月，

海拔 2,600 米到 3,300 米之间马缨

花开，5~6 月初，海拔 3,300 米到

3,700 米紫杜鹃和棕背杜鹃开放，海

拔 3,600 米到 3,900 米之间大片黄

杜鹃盛开山顶。由于苍山西坡人烟

稀少，生态保持完好，是一条非常

棒的徒步路线。如果担心体力的话，

登苍山还有三条索道可以选择。图 2

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的大理 , 

天气长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

年平均日照 2,345 小时，平均气温

为 15 摄氏度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百花秋月 , 凉风暖阳也成为了大理吸

引会奖旅游者的主要因素之一。本

期 MICE China 还将介绍 4 家位于大

理的会议型酒店和场地，为会议策

划者提供有价值的会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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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文创牵头
沈阳发力会奖旅游产业

 房间数：319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40m2         

沈阳凯宾斯基饭店

 房间数：38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860m2         

沈阳香格里拉大酒店

 房间数：63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480m2         

沈阳碧桂园玛丽蒂姆酒店

 房间数：34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沈阳新都绿城喜来登酒店

 房间数：38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48m2  

沈阳保成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间数：33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934m2         

沈阳君悦酒店

2018 年 9 月 1 日 至 5 日， 中

国装备制造业领域唯一经国务院批

准举办的国家级大型经贸展览活

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

业博览会在沈阳隆重召开，在此期

间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联合沈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三届制造强国高峰论坛暨工业互联

网与先进制造融合发展论坛”也在

沈阳盛大召开。

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崔枫林

在博览会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

辽宁振兴发展仍处于滚石上山、爬

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也是走出低谷、

走出困境、浴火重生、重振雄风的

大好时机。在加快推进“一带五基

地”建设中挑大梁、当先锋、打头阵，

辽宁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振兴东北，需要一个强大的龙

头性、带动性的目的地城市，综合

各方禀赋，沈阳大责难辞，而年近

来，在经济转型产业调整的大背景

下，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属于

第三产业范畴的会议业近年来得长

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为沈阳肩负振

兴东北的重任，创造了无限的机遇。

感受文艺复兴：1905 文化创意园

1905文化创意园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北

一路和兴华北街交汇处重型文化广场

之上，原址车间始建于 1937 年，这

里曾经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炉钢水，

创造了四十多项“共和国第一”。 
现如今，1905 文化创意园是集历史、

文化、艺术、休闲为一体的东北唯一

文化商业街区。在建筑风格上，保留

了沈重集团二金工车间原建筑的设计

风格和主体结构，装饰布置以工业元

素、旧机器设备创意设计出的工业雕

世界文化遗产之旅

沈阳是辽宁省省会，因地处浑河（古

称“沈水”）之北而得名，面积约 1.3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830万（2016年），

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

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

皇太极在此建立了清王朝。因此，沈

阳拥有着非常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如

清福陵、沈阳故宫、清昭陵等，非常

适合会奖团队体验。

体验四季综合主题乐园

丰远热高乐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位于沈

抚经济区，度假区由热高乐园、主题

酒店、商业街区、宴会接待中心、地

从购物到艺术：K11 购物艺术馆

K11 购物艺术馆是一个艺术游乐园：

每一次文化与艺术的交织，都是一趟

激情的过山车；每一次娱乐与艺术的

融合，都是一场绚烂的花火；每一次

购物与艺术的贯穿，都是一次意外的

惊喜；每一次生活与艺术的交错，都

是耐人寻味的体验。灵感，潮流，时

尚彼此连结碰撞，宛如一场充满想像

的流动盛宴，一次充满创意的奇幻旅

程。在这里会奖团队可以用温暖的心

和愉快的心情来享受艺术。

新酒店推荐

预计于 2019 年开业的沈阳 W

酒店设有 280 间客房，其中包括 31

间套房，酒店还配有超过 240 平方

米的宴会空间，以及商务中心，水疗

中心，设施完善的健身中心，室内

恒温泳池和 W The Store 精品店等。

酒店还拥有 4 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及

酒吧，包括全日餐厅、中餐厅、特

色餐厅以及充满惊喜的休闲厅。图 1

同样预计于 2019 年开业的，还

有沈阳康莱德酒店，酒店将设有 315

间豪华客房及套房。此外，酒店宴

会厅可接待超过 500 位宾客，为相

邻的办公大楼租户及当地菁英提供

五星级宴会场地。宴会厅可举办多

种高级宴会、活动、会议及商务聚会，

势必成为沈阳社交聚会的新热点。

特殊场地推荐

沈阳新世界博览馆是东北地区

最新、最先进的会议展览场地，于

2017 年 3 月正式投入使用。博览馆

总展览面积为 24,000 平方米，另有

产、高尔夫俱乐部、大剧院等多个功

能板块组成，是集游览游乐、生态观

光、梦幻畅想、科普教育、文化传承、

体育运动、健康养生、商业娱乐、宴

会会议、演艺、住宿、住宅、餐饮等

于一体的综合型国际旅游度假区。作

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多元化四季型综合

主题乐园，会奖团队可以在此体验全

国最大的主题嬉水乐园，还能尽享超

大型山体游乐场、炫动体育世界及国

际级演艺团队领航的巅峰视觉盛宴。

沈阳相对东三省的其他城市，交通

比较方便，不管是酒店还是搭建等

其他供应商，性价比比较高，更适

合办会议展览活动。

吴建光
市场采购部总监
赛尔传媒

买家点评

4,000 平方米可供会议、研讨会及宴

会等灵活使用，其中包括 1,647 平

方米的无柱多功能会议厅及 17 个不

同规格的国际化会议室。博览馆拥

有宽敞气派的大堂及走廊、种类丰

富的多元化五星级餐饮服务、宽敞

的地下停车位、国际顶级水平的科

技及设备、严谨的布展与撤展建筑

设计与策划管理，适合承接全球各

类高品质的展会。图 2

塑为主题。创意园还集结了国内知名

特色餐饮、文化酒吧、主题咖啡厅、

个性工作室，白天文化创意，夜晚

休闲娱乐，适合会奖团队举办 Team 

Building。

1

2

吴建南 Joanna Wu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3
joanna.wu@mic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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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正式任命严

晔军先生担任芜湖

世茂希尔顿逸林酒

店总经理。履新前，

严晔军先生曾在杭

州千岛湖滨江希尔顿酒店担任总经

理一职。严晔军先生于2015年加入

希尔顿，先后于武汉光谷希尔顿酒

店担任营运总监、宁波北仑&春晓希

尔顿逸林酒店担任代理总经理。

希尔顿全球新任命 重庆华宇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新任命

希尔顿全球宣布任

命王进超女士为福

州三迪希尔顿酒店

总经理。王进超女

士拥有超过20年

的国际品牌酒店行业经验。此次履

新之前，她曾担任莆田三迪希尔顿

逸林酒店总经理。2010年加入希尔

顿酒店集团，并担任酒店商务发展

总监一职。

Jean-Jacques Morin
受任雅高酒店集团

助理首席执行官，

他此前担任首席财

务官，现就任助理

首席执行官，主管财务、传讯和策略。

Jean-Jacques Morin持有法国国立

高等航空航天学校工程学学位和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MBA学位，同时还

取得了CPA（注册会计师）证书。

雅高酒店集团新任命

Chris Cahill受任雅

高酒店集团助理首

席 执 行 官， Chris 

Cahill此前担任奢

华酒店部门首席执

行官，北美、中美和加勒比地区首

席执行官。Chris J. Cahill，加拿大人，

持有渥太华大学教育和政治学双学

士学位，同时持有多伦多大学MBA
学位。

洲际酒店集团新任命

洲际酒店集团任

命 吴 慰 人 (Robert 

Wu) 先生为福州

世茂洲际酒店总经

理。吴慰人先生

拥有30年的酒店从业经历，先后任

职于万豪国际集团、雅高酒店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和万达酒店及度假村，

履新前，吴先生于泰州万达嘉华酒

店担任总经理一职。

重庆华融豪生酒店新任命

重庆华融豪生酒店

正式任命张文波先

生为酒店总经理。

张文波先生在其20

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累积了丰富的酒店运营及管理经验。

张文波先生曾任职于大中華酒店（香

港）有限公司旗下豪生和温德姆至

尊豪廷品牌酒店、万豪国际集团、

洲际酒店集团以及苏宁地产集团。

武汉万达瑞华酒店新任命

武汉万达瑞华酒店

任命叶汉围先生为

酒店行政总厨，叶

汉围先生来自马来

西亚，曾于万豪

国际酒店集团、喜达屋酒店及度假

村（前）、洲际酒店集团等多个国际

酒店集团担任行政总厨的职务，其

职业生涯轨迹遍布中国、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及地区。

天津滨海喜来登酒店新任命

天津滨海喜来登酒

店任命田伟明先生

为市场销售总监。

田先生有超过22

年丰富的国际品牌

酒店管理经验。先后在洲际，万豪

和希尔顿等国际知名酒店集团中担

任管理职务。在加入天津滨海喜来

登酒店之前，田先生在武汉光谷希

尔顿酒店担任商务发展总监的职位。

上海世茂皇家艾美酒店新任命

上海世茂皇家艾美

酒店正式宣布任命

斯 考 特（Cedrick 

Croas）先生为酒

店经理。斯考特

（Cedrick Croas）先生来自法国，拥

有18年酒店行业管理经验与深厚的

专业背景知识，他曾先后在英国、

迪拜、中国北京、长沙等地工作，

于2008年正式加入万豪国际集团。

武汉光谷希尔顿酒店新任命

武汉光谷希尔顿酒

店正式任命任超先

生（Richard Ren）

为商务总监。他将

全面负责酒店客房

销售，宴会销售，市场传讯以及预

订部的工作。Richard的销售职业生

涯开启于西安、宁波等知名品牌香

格里拉酒店集团。履新前，Richard
于郑州希尔顿酒店担任销售总监。

厦门禹洲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新任命

厦门禹洲温德姆至

尊豪廷大酒店荣幸

宣布，正式任命文

戈先生出任酒店总

经理一职，。文戈

先生拥有二十余年丰富酒店从业经

验，文戈曾先后在宁波、青岛、厦

门及漳州等多地酒店留下足迹。此

次履新前，文戈先生担任厦门北海

湾万达嘉华酒店总经理一职。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新任命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

店荣幸地宣布酒店

新任市场推广总监

麦颂汶女士 (Liane 

Mak) 正 式 履 新。

麦颂汶女士从事国际酒店行业愈17

年，在加入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之

前，麦颂汶女士担任万豪国际旗下

广州中国大酒店、惠州富力万丽酒

店市场推广总监职务。

厦门朗豪酒店新任命

近日，厦门朗豪酒

店迎来新任餐饮总

监—骆惠云女士

（Sandra Luo）。骆

惠云女士来自广

东，拥有超过14年酒店行业从业经

历，在加入厦门朗豪酒店之前，曾

经在多个地区的国际五星酒店品牌

任职， 如印度新德里、广州以及三亚

等地。

泰安富力万达嘉华酒店新任命

泰安富力万达嘉华

酒店宣布晋升赵岳

浩先生为市场销售

总监，全面负责酒

店市场营销战略管

理、市场推广等工作。赵岳浩先生

拥有14年的酒店从业经验，曾就职

于建国、凯悦、温德姆等酒店管理

集团。他于2016年4月加入泰安富

力万达嘉华酒店任职销售总监。

海南蓝湾绿城威斯汀度假酒店新任命

近日，孔祥俊先生

被任命为海南蓝湾

绿城威斯汀度假酒

店市场销售总监，

他将全面负责酒店

市场营销战略管理、销售运营、市

场推广及预订管理方面的工作。孔

祥俊先生拥有超过10年酒店从业及

管理经验。他曾先后任职于洲际以

及万豪集团。

重庆珠江豪生酒店新任命

邓亚平先生就任重

庆珠江豪生酒店总

经理一职。拥有

22年酒店行业从

业经历，邓亚平先

生的职业生涯起步于香格里拉集团，

之后服务于万豪、希尔顿、雅高等

国际品牌酒店管理集团并担任高层

管理要职。曾担任六家新酒店开业

筹备要职。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新任命

广州南丰朗豪酒店

任命周凯芳为酒店

新任中餐行政总

厨。周师傅来自香

港，职业生涯的足

迹遍布中国和菲律宾。他拥有逾25

年国际品牌酒店的餐饮工作和管理

经验，并参与了多家酒店餐厅的筹

备工作。周师傅曾为多位国际政要

烹饪晚宴，并获得褒赏。

玛丽蒂姆酒店集团新任命

玛丽蒂姆酒店集团

任命麦格迪先生

（Magdy S.Abdel 

Halim）出任沈阳

碧桂园玛丽蒂姆酒

店总经理。麦格迪先生拥有24年的

酒店管理经验，履新前在多个国家

的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如万豪、凯悦、

喜来登、希尔顿、万达等担任管理

层职务，尤其在销售领域颇有建树。

万豪国际集团新任命

万豪国际集团近日

任命张皓先生为成

都茂业JW万豪酒

店总经理。张皓先

生最早于1992年

加入酒店行业，拥有逾26年国际品

牌酒店管理经验。他曾先后就职于

希尔顿、香格里拉等国际知名酒店

集团，履新前，张皓先生作为总经

理就职于温州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萧山众安假日酒店新任命

杭州萧山众安假日

酒店正式任命董

几定先生为总经

理。董几定先生在

洲际集团拥有超过

20年酒店从业经验， 2017年，凭借

杰出的能力和突出的成绩，董几定

先生先后获得了洲际酒店集团大中

华区第一季度银龙奖、年度金龙奖、

年度最佳衍生品销售奖等重磅荣誉。

太原阳光皇冠假日酒店新任命

近日，王志文先生

被任命为太原阳光

皇冠假日酒店的总

经理。王志文先

生自1988年加入

洲际酒店集团后一直就任于洲际酒

店集团旗下品牌酒店。他曾任山东、

四川区域财务与业务支持总监，并

在多地洲际旗下的酒店担任总经理、

酒店经理。

雅高集团正式宣布

聘请韩翟（Sidney 

Hardy）先生为南

京金奥费尔蒙酒

店总经理。韩翟

来自英国。韩翟曾就职于新加坡及

伦敦多家酒店，并积累了非常宝贵

的奢华酒店管理经验。 韩翟先生于

2007年担任上海金茂君悦酒店的餐

饮总监。

唐磊先生近日就任

重庆华宇温德姆至

尊豪廷大酒店行政

总厨，在酒店行业

拥有近20年从业

经历，曾先后服务于万豪国际集团、

希尔顿、雅高、安纳塔拉、凯悦等

知名酒店集团，职业足迹遍步西双

版纳、北京、四川、河北等多个城

市的多家国际品牌酒店。

王芳女士近日被任

命为重庆华宇温德

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餐饮总监。拥有

15年酒店行业从业

经历，王芳女士曾就职于凯宾斯基、

希尔顿、万豪国际及洲际酒店集团，

其中洲际酒店集团职业生涯长达10

年，她的足迹遍布于福州、青岛、

西安、贵阳、北京、石家庄等城市。

三亚悦澜湾绿地铂瑞酒店新任命

近日，任穆春女士

被任命为酒店市场

销售总监，全面负

责三亚悦澜湾绿地

铂瑞酒店的开业筹

备以及营运工作。任穆春女士拥有

超过10年丰富的酒店管理经验，曾

任职于洲际、喜达屋、红树林及雅

高集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销售与

管理经验。

近日，冯喜先生被

任命为酒店财务总

监。冯喜先生毕业

于财务管理专业，

拥有超过12年丰

富的酒店管理经验，他具备多家酒店

的筹开经验，曾先后任职于希尔顿、

洲际、喜达屋及雅高集团。履新前，

冯喜先生于合肥雅高万达酒店群任

财务总监一职。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新任命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

新任命柯龙泽先

生 ( Jurgen Kreipl ) 
担任酒店总经理一

职。柯龙泽先生是

一名从业超过30余年的资深酒店经

理人。职业生涯始于德国，先后任

职于多家国际品牌酒店集团的高端

品牌。2015年12月加入洲际酒店集

团，担任上海静安洲际酒店总经理。

北京北辰洲际酒店

任命王晶女士担任

市场销售总监一

职。王晶女士有超

过20年的酒店工

作经验，曾在包括洲际集团在内的

多家高端酒店品牌工作过，凭借敏

锐的市场洞察力以及优秀的销售团

队管理能力，王晶女士将带领酒店

的市场销售团队锐意进取。

三亚悦澜湾绿地铂

瑞酒店任命赵静女

士为行政助理经

理。赵静女士来

自陕西西安，于

2008年加入酒店行业。她曾任职于

万豪、温德姆、雅高及绿地国际酒

店管理集团。在此任命之前，赵静

女士于上海虹桥绿地世界中心酒店

群担任综合体酒店房务总监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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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开业

近日，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盛大

开幕。酒店坐拥钱塘江壮丽景色，

拥有199间豪华客房和套房。酒店还

拥有超过1,300平方米的多功能会议

空间，包括面积达750平方米的艾美

宴会厅，全力激发宾客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打造颇具影响力的会议及

商务聚会。

周庄悦云庄酒店开业

9月28日，作为周庄首家泰国特色

的酒店，由都喜集团管理的周庄悦

云庄酒店在万众瞩目中正式揭开帷

幕。这家独具特色的酒店包含33间

极富当地传统文化以及舒适空间设

计的精品民宿和豪华客房，并拥有

迷你高尔夫球场和户外游乐区等充

满田园自然气息的娱乐设施。

南京奥体中心美居酒店开业

南京奥体中心美居酒店近日华丽揭

幕，成为美居品牌进驻南京的首家

雅高美居酒店。酒店拥有240间独具

设计感的法式风格客房。酒店内设

逾1,300平方米的宴会空间场地，包

括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建邺厅”及

600平方米的无柱式“青奥厅”两间

宴会厅，配合专业的影音设备及细

致入微的服务。

无锡鲁能万豪酒店开业

近日，万豪国际集团宣布，无锡鲁

能万豪酒店盛大揭幕。酒店设有249

间明亮舒适的客房及套房。酒店拥

有齐全的室内外会议及活动设施，

包括中央草坪在内的超过3,000平方

米明亮宽敞的活动场地，自然采光

充足。酒店的无柱大宴会厅面积为

768平方米，可灵活分割成不同区域，

并配备有先进的影音设备。

怀来皇冠假日酒店开业

怀来皇冠假日酒店共有318间园景

客房，独特的庄园式设计使所有房

间均能尽享京北自然风光。总面积

超过2,600平方米的会议空间，其中

包括两间1,200平方米和500平方米

的无柱宴会厅，面积由48平方米至

120平方米的10间不同规格的多功

能厅，可全面适应各种活动需求。

舟旅南苑海上丝绸之路酒店开业

舟旅南苑海上丝绸之路酒店位于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舟山市普陀区朱家

尖东沙景区，酒店拥有园林庭院式

客房135间套。酒店会议中心主庭

院的屋檐，采用中国传统的斗拱工

艺，尽显汉唐建筑风范，1,700平方

米800人大会议厅，300人圆形会议

厅，5个小会议室和3个高级会晤室，

均配备各种智能化视听设备。

南沙花园酒店开业

8月28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

中心的南沙花园酒店全面开业。酒

店拥有365间全景观客房。酒店提

供6间经典的美食餐厅和酒吧。国际

商务与会议宾客可尽情感受酒店绿

野环绕的“有氧”MICE体验。在近

1.3万平方米的私家园林、四季繁花

与溪流潺绕之间，超过2,000平方米

的多元化会议与宴会空间，配备了

国际一流的设施设备。

长沙富力万达文华酒店新任命

曾鸣先生被任命为

长沙富力万达文华

酒店酒店经理。曾

鸣先生拥有超过20

年的酒店管理与运

营经验，曾服务于香格里拉、洲际、

万豪等酒店集团。他于2004年加入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先后任职于福

州香格里拉大酒店、成都香格里拉

大酒店与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新任命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

近日任命柯卓辉先

生（Javier Albar）

为总经理。柯卓辉

先生来自于西班

牙，毕业于牛津博克大学，在酒店

行业拥有超过40年的从业经验。他

在万豪国际集团工作二十余载，服

务过包括 JW万豪、万豪、万丽等

品牌。

纽约市旅游会展局新任命

纽约市旅游会展局

近日宣布高爱仁

(Arun Govada) 将

出任亚太区旅游市

场拓展总监。高爱

仁精通普通话、广东话、泰卢固语、

印地语和英语。高爱仁是印度裔，

在香港长大。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凯

斯特罗姆商学院，拥有工商管理学

士学位。

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新任命

谢一菲女士将担任

上海龙之梦万丽酒

店市场总监一职，

谢一菲女士拥有

资深的酒店市场销

售从业背景，拥有十余年丰富的酒

店行业经验。在加入上海龙之梦万

丽酒店之前，曾任职于多家国际知

名品牌酒店，如世茂皇家艾美酒店、

万豪虹桥大酒店、明捷万丽酒店等。

上海三甲港绿地铂瑞酒店开业

近日，上海三甲港绿地铂瑞酒店正式

开业迎宾。酒店拥有238间装饰典雅

考究的客房及套房。大型会议设施绿

地国际会议中心，场地布局灵活，高

科技视听设备完善。配有17个宴会厅、

多功能会议室及贵宾接待室。其中，

挑高10米，面积1,600平方米的无柱

宴会厅，可均匀分割为3个厅，最多容纳2,000人出席活动。此外，采用古

罗马下沉式设计风格的户外剧场，现场可容纳1,200人。度假村还坐拥开阔

的户外草坪，是举办露天活动的理想场所。

合肥栢景朗廷酒店开业

酒店坐落于政务文化新区，毗邻充满活力的商业、

购物及娱乐中心。 酒店由顶级国际酒店设计公司

Bilkey Llinas Design精心打造，339间客房和套

房均采用温暖的中性色调和时尚装潢。从45平方

米的宽敞豪华客房到247平方米的奢华总统套房，

酒店一应俱全。富丽堂皇的大宴会厅占地1,380

平方米，可举办910人的宴会。酒店另设有多个

独立会议室和多功能活动空间，面积从33平方米

到450平方米不等，布局实用，均配备先进的科技设备，适合举办商务会议

以及私人聚会等小型活动。

酒店与场地新闻 
HOTEL AND VENUE NEWS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陈松镇

上海喜达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8友邦中国新闻发布会于2018年4月

18日至21日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包括友邦

管理层，媒体记者及相关代表与工作人员共67

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北京15人，南京14人，

上海8人，广州16人，深圳6人。此次发布会

的目的是：向媒体发布友邦中国2017年业绩表

现并介绍友邦中国全新五年战略及管理团队，

强化友邦的使命，突显友邦的新愿景：“成为中

国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通过高层沟通及精细

的会务安排，增强与全国核心媒体的交流。

安抵胡志明市
所有出席会议的贵宾分别乘坐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及越南航空先后从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直飞越南胡志明市。

根据飞机抵达人数的不同，我们安排了VIP 8座

高顶车和15座、30座豪华中巴及45座豪华大

巴，将客人从机场接送至酒店。此次活动我们

成为中国最受信赖的保险公司 —— 2018友邦中国新闻发布会案例分享

选择胡志明市顶级酒店西贡万韵酒店作为接待酒

店。该酒店位于著名的旅游观光区——第一区同

起路河畔。客人抵达酒店后先到7楼酒店大堂友

邦中国专用签到台签到，拿房卡。友邦中国为每

位贵宾准备了健康的欢迎礼品，包括：小米手环2、

防蚊液、防晒霜以及星巴克星享卡。每间房间内

都准备有友邦中国定制的欢迎信及迎宾水果。早

到航班的客人下午可自由活动，晚上在万韵酒店8

楼享用自助餐。

愉悦的发布会行程

4月19日上午，2018友邦中国新闻发布会在

万韵酒店内的会议厅举行。会后在酒店6楼享用

以亚洲料理为主的自助午餐。下午有部分媒体进

行专访，其他贵宾则到酒店高空露台泳池，由专

职教练教大家在游泳池中做瑜伽。欢迎晚宴在酒

店附近的SOHY-Sky Lounge & Dining举行。我们

是包场，客人可欣赏到胡志明市的夜景。18:30来

宾陆续走红地毯入场。四位越南姑娘穿着当地特

色服饰奥黛在晚宴入口处欢迎来宾，让来宾感受

到越南当地的民族风情。19:00友邦中国领导致

辞祝福，接下来是菲律宾乐队的表演，带着宾客

感受视听盛宴与友邦倡导活力创新的精神。扇子

舞是越南宫廷舞，让参会者感受越南传统文化的

底蕴。异域风情浓郁的占婆舞演出更有民族特色，

点燃晚宴氛围。文艺表演及舞蹈与抽奖环节交

叉进行。晚宴的菜单以越南菜为主。晚宴结束

后还有特色的欢送仪式，4位越南小姐为来宾

亲切送上越南特色斗笠，包含着越南无价的文

化历史和艺术。

20日上午，全体人员参观友邦越南办公

室。返回酒店午餐后，更换运动服饰，参加下

午由友邦中国特色安排的健康“漫步穿越老西

贡”。从酒店出发步行10分钟约500米到第一

站胡志明市政厅，领略越南法制建筑。再步行

300米约5分钟来到第二站胡志明歌剧院，欣

赏文化遗产。再步行10分钟，约550米到达第

三站西贡中心邮局／圣母玛利亚天主教堂。再

步行500米约10分钟到达第四站胡志明统一宫。

再步行800米约20分钟，到达最后一站滨海广

场。以上每一站都会逗留20分钟左右给客人拍

照。客人于17:30返回万韵酒店。当天晚上我

们在Ocean Palace享用粤菜为主的中餐。晚宴

后安排大家去观赏最有越南特色的传统民间舞

台戏——水上木偶戏。21日早餐后，根据客人

不同航班由豪华中，大巴送客人到机场。结束

此次愉悦的发布会行程。



随着中国会议奖励旅游行业的不断发展，如何

加深对行业的了解、如何加强与酒店及会议服

务商的沟通、如何提升专业素质，成为每个企

业会议经理及企业采购经理面临的挑战。

《会议行业聚焦》汇集行业组织、业界展会、

行业人物、专家文章与观点、行业事件及案例

等多个层面的内容，为企业会议经理及采购经

理提供会议行业资讯，使他们能不断了解全球

会议行业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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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China EXPO 
Business, Networking, Sharing...

MICE China EXPO 2018 秋季场分别于 8 月

21 日在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8 月 28 日在

北京瑰丽酒店，8 月 30 日在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

三地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汇聚了超过 70 家国内外高品质的综

合体项目、目的地推广机构、邮轮公司、酒店集

团、单体酒店及会议展览中心，并邀请到了 426

位来自企业市场部门、采购部门，旅行社会奖部

门、会议公司、活动公司、公关公司等高规格买家，

与专业展商展开面对面的洽谈。

三站活动当天现场图片直播浏览量达到近 20

万次。微信宣传推送近百次。实现线下及线上同

步资源展示。

文／牟桐琳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我是 MICE China 的老客户，参加了多次

MICE China 的展会和活动。从每次活动中收获

了适合我公司的多方面的资源。

以前的 MICE China EXPO 只是单体酒店为

多的展。到现在发展到酒店集团，景区特色酒店，

场地资源，景区资源，国外旅游局等多方面的资

源对接。内容越来越丰富，给我们的帮助越来越

大。注册也从原来的现场报名到现在的网上注册，

现场签到从无序到有序的很大进步。希望 MICE 

China EXPO 日后展商可以有序的进一步扩大。

我们对西部地区和新酒店很关注，同时抽奖活动

可以搞的更新颖一下，配合抽奖可以给提供奖品

的单位做一下宣传。

预祝 MICE China EXPO 在未来成为一个专

业的精品展，为买家和卖家提供一个桥梁。

北京荣信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瞿谦

这些年来，类似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

MICE China EXPO 每年的两场还是值得我这个

会奖业的老人期待的。最吸引我的一点是活动非

常务实和质感。每次在上海的活动地点也选在交

通方便的酒店。

洽谈环境氛围也很舒服，只是我觉得活动流

程每年都要有点新的创新或内容突破。以往参展

商以国内酒店居多，今年有些境外的旅游局会奖

局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能再吸引一些航空公

司搭建商或者拓展或者event公司，内容会更全面。

其实任何一个行业都很辛苦，有时候想通过

自己的一些状态改变让大家感受到具有行动力的

正能量，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在过程当中我们

做了什么，怎样做更好，拥有更多的能力去改变

未知的未来。

祝 MICE China EXPO 越来越成功。

上海捷航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吴毅承

我是 MICE China 的忠实读者。曾经从

MICE China 双月刊中获得一条重要的场地资源

推荐信息，文字不多，但完全契合我们正在竞标

的一个年会需求。最终我们完美的资源推荐方案

赢得了这场年会。从此我非常关注 MICE China

的所有活动，认真阅读每期月刊，MICE China 

EXPO 更是场场必到。MICE China 成为我获取

资源信息的重要来源。

MICE China EXPO 活动，对于买家参会者

来说，推介卖家资源适合 MICE 业务特点，信息

专业有效。每次都能收获新资源、新亮点。对于

卖家企业，MICE China 邀请定位精准、MICE 业

内同行和大型终端客户都能汇集到场。整个活动

安排高效，注册参会环节简便，交流形式高效。

预祝 MICE China EXPO 越办越好。

中智商展（北京）国

际会议展览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 刘辰

特邀买家反馈

MICE China EXPO 2018年新动态
北京、上海和深圳凭借强劲的经济发展和交

通连接，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最重要的客源市

场。三地均聚集着大量的重量级会奖公司、旅行社、

会议活动公司、公关公司等聚焦MICE业务的机构，

以及具有会议活动需求的外企、私营企业等终端

买家。

MICE China EXPO 自 2018 年起，在北京、

上海、深圳三地举办，最大程度上抓住中国最主

要客源地的 MICE 买家眼球，吸引这三地的 MICE

买家参加其中。与此同时，北上深三地，则提供

了与买家达成合作的三倍机会，每个目的地的每

一次的露面，都是展商的一次完美展现。

22 MI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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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 MICE China 这个平台。感谢这

个平台让我们了解和发现了更多的目的地和酒店

会议场地资源。

MICE China 的活动形式让我们在一个舒适

的，轻松的聊天氛围中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目

的地，酒店会议场地等相关的 MICE 的信息。上

下午的选择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安排自己的工作时

间，考虑非常周到。每次见到行业中的新老朋友

们都能得到新的行业内容，开阔到更大的行业视

野。现场活动中穿插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抽奖环

节，使大家在严谨的工作氛围中也不乏趣味。除

了 MICE China 的现场活动形式，MICE China 的

公众号也对我们寻求酒店会议场地资源提供了很

大的帮助。很多行业资讯都可以在公众号中搜索

到。由衷的祝福 MICE China 在今后的活动中越

办越红火，越办越响亮！

二医投资 & 交大

医学会议服务中心

总经理 王文治

我已经不止一次参加 MICE China EXPO ，

每次参与都有所收获。展商涉及展会行业的多个

领域。也都是经主办方认可的优质资源。其中无

锡拈花湾的发展模式及景区状态都备有吸引力，

后续我们也参加了他们的推介会。另外，展商中

也不乏我们经常合作的伙伴，所以说这更是一个

我们沟通新旧合作伙伴的优质平台，而且这种线

下的洽谈更容易促成合作。

对于这一次活动场地的选择、活动流程及小

礼品的选择，主办方都花费了心思。不仅酒店选

择上符合活动的高端定位，活动酒店不远也就是

深圳会展中心，也是深圳的地标，颇具意义。环

节的设计也极具互动性，给到我们一种高效而轻

松的完成沟通合作的感觉。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中，

能看见更多会展行业中不同领域的合作资源。

广州市坤博

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王华

本次参加 MICE China EXPO 活动获取了我

所需要的展商资源，并且与展商建立起来良好的

互动关系，我这边是负责公司 MICE 板块的，所

以对酒店很大，并且之后会有意向合作。未来会

对一些特色场地，酒吧，茶室的休闲会议场所有

需求。希望咱们这边能丰富这方面的资源。

对会议活动的场地，活动安排非常满意，

mice china 在这方面一直都做的很好。希望这样

的活动场次多一些，让同行交流更频繁。

刚接触 MICE China EXPO 没多久，但是已

经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平台的优势所在。他为我们

与同业相识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以后会一直

关注，一直使用，并且推荐同行使用。

深圳市途灵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国内酒店事业部
产品总监 姜传月

MICE China EXPO 360度的展示平台
MICE China EXPO 通过一对一面对面洽谈的

方式，帮助展商在中国 MICE 市场上提升自身的

知名度，并向重要的 MICE 买家展示独特的卖点

和优势。

通过一对一的会谈，获取直接的高价值生意

线索；在交谈过程中，获取最新的 MICE 资讯。通

过节省掉传统的销售时间成本，在短时间，约见

大量会奖公司及企业终端用户的决策者，方便双

方能够在一个高效的环境中，获取做精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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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China EXPO科技化
通过引入在线预约系统，从实际操作层面简

化了展商和买家的注册、签到、预约流程，也确

保了有实际需求和购买能力的潜在买家进行高质

量，有针对性的约谈行为。

而图片直播的环节，也为展商和买家们提供

了更为便利的记忆工具，一张简单的合影，实时

下载，帮助买家和展商记忆愉快的沟通过程。更

是双方在行业内的一次发声。

MICE China EXPO，
本就是一场MICE盛典

“参加 MICE China EXPO 的真正益处在于

买卖双方面对面的洽谈。与坐在对面的人探讨策

划中的会奖活动，对话就会变得更加轻松愉悦。

MICE China EXPO 正是建立业务联系、争取生意

的绝佳场合——点头致意、握手、共进咖啡、共

享美酒佳肴，谈笑间，交易已达成。”MICE China

董事总经理钟兵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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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神话世界

渠道营销部

副总经理，中国区
俞嘉琦 Leo Yu

济州神话世界自开业以来，除了主打休闲

度假的特色外，也一直在积极开拓项目的 MICE

潜能。本次是济州神话世界第二次参加 MICE 

China Expo。整体评估，三站中在上海站的收获

较大。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项

目坐落于济州岛，受航班数量和其他特殊因素的

影响，华东地区的销售机会会多一些，相对买家

的兴趣也会更浓厚一些。MICE China Expo 的活

动组织和买家卖家互选邀约系统已非常成熟、专

业且高效。主办方也邀请到了很多当地大型的

MICE 公司和企业客户。展后也提供了非常详实

的展商报告，对于我们在会上由于时间限制无法

触及的潜在客户，为我们提供了进行二次拜访的

机会。比如我们在此次展会结束后，借助 MICE 

China 提供的展商报告，有针对性地拜访了一些

医药公司，也获得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销售线索。

听 说 MICE China Expo 明 年 要 升 级 为

Outbound 版了，很是期待！也祝愿济州神话世

界和MICE China在 2019年精诚合作，共铸辉煌。

MICE China EXPO 作为上海卓美亚喜马拉

雅酒店每年定期参加的路演活动，每年都会有不

同的收获。作为上海的酒店，北京站对我们而言

获取到的无论是生意线索还是市场信息，是相对

质量最高的。因为在北京办公的客户，无论是直

客公司总部还是第三方会展公司分公司较集中，

相对于在上海的客户可直接预约拜访外，北京的

客户可通过展会见面洽谈了解彼此的需求。展会

期间可以初步了解直客公司大致酒店需求构成及

计划，第三方会务公司所服务客户的大致情况。

活动结束后，会通过电话和邮件与客户保持联系，

以获取潜在团队生意信息并提供相应资料文件。

未来希望可以增加双相匹配系统，并更详细

了解参展公司的所在区域，邀请更多决策者参与

活动，以获取更多直接的生意细节和市场信息。

预祝 MICE China 在 2109 年活动举办顺利！更

上一层楼！

上海卓美亚

喜玛拉雅酒店

会议销售副总监 
陆军

苏宁集团是 MICE China EXPO 的老展商了，

结合 2018 年的参展情况，今年总体感受是上海

站生意较多，由于苏宁集团的酒店主要分布在江

苏省，上海公关公司旅行社去江苏酒店的比较多，

而且开车 3 小时内就可以到达，交通方便。

活动现场展商与买家会见的时间间隔控制较

好，一般情况下大概需要 5 分钟即可了解买家代

理的客户群体，并为买家介绍酒店预算，完成洽

谈后也会与高质量客户保持联络。

在整个活动中，展位布局为回字形，买家主

要绕场分别于展商见面，作为“岛中”的酒店集

团，也希望主办方能够有更多引导，邀请买家可

以“先上岛”，从而增加更多洽谈的机会。

针对今年 MICE China 的客户群体一直都有

新的客户涌入，这也给我们单体酒店创造更多的

机会。希望 MICE China 能够有更多的新的 end 

user 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我们单体酒店或者酒店

集团将会保持紧密联系，解决客户的需求，配合

客户的要求。2019 年咱们再会！

苏宁酒店及度假村

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经理

丁巧玲

专业展商反馈

会议行业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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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活动数据

三站买家类型分析

活动现场图片直播点击量

北京站
展位个数

54
上海站

展位个数

53

深圳站
展位个数

24

展位总数

131

深圳站

实到人数 81
北京站

实到人数 160
（全部为线上

注册买家）

（全部为线上

注册买家）

上海站

实到人数 176
（线上注册 172 名，

现场注册买家 4 名）

三站实到总人数

426

买家类型 数量

A01  企业客户 62

A02  行业协会 /协会会议组织者 8

A03  专业会议组织公司 102

A04  活动策划公司 /公关公司 73

A05  奖励旅游公司 /旅行社会奖部 174

A06  目的地管理公司（入境） 3

A07  差旅管理公司 3

A08  其他 1

深圳站

31,654 次

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21 日

北京站

96,994 次

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28 日

上海站

63,403 次

截止到 2018 年 8 月 30 日

A C

D
B

展位统计

买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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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集团

瑰丽酒店集团

金鹰国际酒店集团

千禧国际酒店集团

苏宁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文华东方酒店集团

厦门建发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洲际酒店集团

卓美亚酒店集团

•综合体项目

「澳門銀河™」综合度假城

蓝鼎 • 济州神话世界

武汉汉秀剧场（武汉万达德贡演艺有限公司）

•目的地推广机构

澳大利亚旅游局

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

加拿大艾伯塔省旅游局

•会议展览中心

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荷兰 RAI 阿姆斯特丹会展中心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邮轮公司

MSC 地中海邮轮

云顶邮轮集团

•单体酒店

澳门喜来登中心大酒店 & 澳门瑞吉酒店

北京北辰五洲皇冠国际酒店

北京瑰丽酒店

北京兴基铂尔曼饭店

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假酒店

长沙北辰洲际酒店

大理国际大酒店

广州日航酒店

海南雅居乐莱佛士酒店

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荷兰万奥兰治大酒店

湖州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美狮美高梅

南昌保利皇冠假日酒店

南昌万达文华酒店 & 南昌万达嘉华度假酒店

南京华泰万丽酒店

南京景枫万豪酒店

南京绿地洲际酒店

宁海安岚酒店

青岛红树林度假世界

三亚太阳湾柏悦酒店

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

厦门北海湾惠龙万达嘉华酒店

厦门瑞颐大酒店

上海虹桥绿地世界中心酒店群

上海建工浦江皇冠假日酒店

上海浦东绿地铂骊酒店

上海三甲港绿地国际旅游度假村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

深圳桔钓沙莱华度假酒店

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

深圳五洲宾馆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苏州独墅湖世尊酒店

苏州凯悦酒店

苏州日航酒店

苏州文博诺富特酒店

苏州知音温德姆酒店

苏州洲际酒店

无锡君来洲际酒店

无锡拈花湾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太湖皇冠假日酒店

武汉汉南绿地铂瑞酒店

新绎七修酒店

亚龙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酒店

舟山三盛铂尔曼大酒店

展商名单

欲加入MICE China EXPO 2019
路演活动，敬请联系：
姓名：牟桐琳（Lynn MU）

座机：010 8446 6451 ext. 106
手机及微信：135 8189 5796
邮箱：lynn.mu@micechina.com

特 别 鸣 谢
感谢北京瑰丽酒店、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对 MICE China EXPO 

2018 秋季场北京站、上海站、深圳站场地的积极

支持与配合。

感谢上海汇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喔图云摄

影对 MICE China EXPO 2018 秋季场活动全程

的在线技术支持与配合。
北京瑰丽酒店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 酒店

拥有 730 平方米的大宴会厅，

282 间客房，完备的会议设施

及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富多样

的会议空间，适合举办各类会

议活动。

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位于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555 号，

酒店拥有 870 平方米大宴会厅，

720 间客房，酒店以充足的房

量及完备的会议场地吸引了各

类会议组织者的目光，成为上

海 MICE 场地的优质选择。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6

号，酒店拥有 600 平方米的大

宴会厅，280 间客房，并且以其

融文化、艺术、金融于一体的

优质地理位置，赢得各类中小

型会议活动的青睐。

上海汇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1994 年涉

足会展行业，并开始提供专业的展览、会议系

统研发与登记服务。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公

司业务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

中国一二线会展城市，每年服务超过120 个大

型展览会、会议和公关活动。

喔图云摄影是全球首

家图片直播服务平台。通

过科技的力量，喔图将传统摄影行业进行技术

升级，实现云摄影的行业普及。

作为云摄影的开创者和引领者，喔图为行

业提供了硬件基础、软件平台、服务标准，为

全国范围内100+城市的客户提供过云摄影服

务，注册摄影师超过2万人。

* 以上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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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频频，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
2018北京站路演成功举办！ 文／吴建南

2018 年 9 月 11 日，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

盟北京站路演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召开，来自宁

波县市区的代表和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的企

业，包括象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旅游与湖区管委会的有关负责人，宁波南苑

饭店、南塘阅居酒店、开元宁波九龙湖度假村、

宁波威斯汀酒店、宁波象山海景皇冠假日酒店、

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与高级服务公寓、宁波东钱

湖康德思酒店、慈溪达蓬山大酒店、宁波旅游集

散中心、宁波方特东方神画共计 12 家单位 22 人

与北京 60 名特邀会议买家齐聚一堂，通过推介、

商务对洽等一系列亮点环节，全方位展现了宁波

会奖资源及接待能力。

政府部门牵头，为本地会奖企业搭建平台

2018 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北京站路演是

宁波首次组织本地会奖企业在北京进行客源地销

售路演和推介。在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宁波

旅游形象推广中心的共同领导下，携手宁波 12 家

会奖企业共赴北京，为宁波会奖业者与北京会奖

买家搭建一座富有成效的交流平台。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会议行业聚焦  
INDUSTRY FOCUS 

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邱金岳副主任

会上，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邱金岳副主任

表示：宁波是一座繁华的港口城市，依港而建，

因港而兴，商业文化源远流长。“海丝古港 · 微笑

宁波”是今年全新推出的宁波旅游形象宣传口号，

短短八个字浓缩了宁波独特的城市内涵，宁波也

是一座美丽的会奖旅游城市。为增加宁波作为会

奖目的地的影响力，今年以来，从宁波发布全新

会奖旅游 LOGO 和宣传口号、建立并运营会奖旅

游专业公众号“会聚宁波”、开展国内首个“会奖

旅游策划师”培训项目、持续加大对宁波会奖旅

游的曝光，到和宁波主要区县市、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东钱湖、有“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国”之称

的象山、宁波旅游形象推广中心、宁波市会奖旅

游推广联盟等机构共同组织此次大会，希望更多

的会奖业者关注宁波，了解宁波，把宁波作为首

推目的地策划在会奖行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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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建南

ICCA亚太区总监Noor

宁波会奖旅游研讨交流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9 月 11 日下午，宁波会奖旅游研讨

交流会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召开。本次培训由宁

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牵头，宁波旅游形象推广中

心推进，邀请了 2 位来自北京的 PCO 为宁波的

会奖业者进行专业培训和深度洽谈，并对宁波会

奖旅游顾问单位进行拜访，加深合作。

课题更具针对性、实操性及可借鉴性

此次研讨会更加贴近宁波本地业者需求，课

题更具有针对性、实操性及可借鉴性。邀请的 2

位培训嘉宾分别为中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资

源采购部兼市场部总经理王晓蕊女士和北京讯科

时代公关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女士。2 位培

训嘉宾分别就医药市场合规要求、IT 领域业务操

作规范等宁波业者最关心的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

演讲，引起了宁波业者的热烈讨论。来自宁波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象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东钱

湖旅游度假区与湖区管理局和宁波市会奖旅游推

广联盟的企业共计 22 人出席了会议。

开辟国内先河，

为首批宁波会奖旅游策划师颁发证书

宁波作为国内首个开展会奖旅游策划师培训

项目的目的地，自 2018 年 8 月培训上线以来，

已经有众多会奖业者参与到培训并成功的通过了

课程。活动现场也邀请到了首批完成“宁波会奖

旅游策划师”课程的部分北京会奖业精英代表来

到现场，北汽集团旗下三级企业北京东方帕尔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汪楠副总经理在活动现场

代表首批宁波会奖旅游策划师进行了发言。宁波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邱金岳副主任为现场每位宁波

会奖旅游策划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徽章，希望通

过培训课程的学习，能够为策划师未来的工作带

来有力支持，帮助策划师与客户相互间产生更具

信任感的粘合度。

与 ICCA亚太区总监Noor深入洽谈，

开拓国际会奖市场

近年来，宁波拓宽国际视野，强化交流，于

2015 年加入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在打

造国际会议目的地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本次大会

邀请到了 ICCA 亚太区总监 Noor 亲临现场，宁波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邱金岳副主任与 ICCA 亚太区

总监 Noor 进行了亲切交谈，深入了解 ICCA 的发

展状况，探讨宁波如何加强与 ICCA 的合作，开

拓国际会奖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会议选择宁波。

ICCA 亚太区总监 Noor 表示：宁波一直非常

注重发展会奖旅游产业，努力把宁波打造成一流

会奖目的地，并加入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 ICCA，

增强在国际 MICE 领域的知名度。发展会奖产业，

相关的人才培训至关重要，宁波推出的会奖旅游

策划师培训计划，是中国首个推出针对会奖策划

培训认证的目的地，为国内其它目的地推广机构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值得肯定。同时对于会奖从

业人员，通过在线学习，了解掌握专业知识，可

更好地策划在宁波的会奖活动，获得该认证对于

以后的职业生涯也有所帮助。

深入企业拜访，加强合作交流

本次活动分别拜访了中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

公司和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2 家宁波

会奖旅游顾问单位。自 2012 年起，宁波聘请了

中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和康辉集团国际会议

展览有限公司在内的 11 家单为宁波会奖旅游顾问

单位，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次深入顾问企

业拜访，更是加强宁波与客源地企业的深入沟通，

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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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到拉动效应这个词，经济学上的拉动效应是说在投资

某项目后，带来的相关消费和其他支出相应增加，从而提高社会消费

需求，甚至拉动就业。比如政府投资修条路，当地及周边的运输业、

旅游业、服务业等就都被拉动起来了。

MICE行业的拉动内需

在MICE行业里，拉动效应也比比皆是。放眼全球，有世界经济论

坛滑雪胜地达沃斯拉动当地观光作为最好的明证。往近了说，博鳌从

默默无闻的小城变成名扬天下的海滨休闲胜地就完全得益于亚洲论坛。

一次会展或者活动，即使不谈周边，对目的地本身来说，都有很多拉

动效应。承接一个项目，对乙方来说，如果只看合同上的签订的金额，

往往会低估了项目其拉动效应带来的收益。

乙方多想想拉动效应

这次我负责公司大型庆典，选择了几家大型酒店作为活动场地，

一开始谈的时候，几家酒店都觉得庆典对客房的要求数量太多，对会

议场地需求的数量太少。这对于商务型酒店来说，貌似资源没有得到

最大化的利用，因此酒店方大多都提出来：房价可以团价优惠，但是

能不能把会议室也一起包在协议里，否则合同很难签。

其实这个时候，乙方应该多想想住房带来的拉动效应，餐饮是一

方面。这么多商务旅客入住，会议室其实并不愁的。所以当时虽然我

没有确定公司对酒店会议室的全部使用情况，但是很放心地跟酒店承

诺，会议室可以放在合同里，就按照使用房间加会议室的打包方式签

订了场地合同。

结果是，很多公司的高层客人入住后，安排了不少商务会议和宴

请同期举行，几乎每天酒店会议室都用满。后来公司一个一百人团队

的培训也放在同一酒店了，为期三天的庆典加上卫星会，会议室都不

够用了，进而拉动了一家周边的五星级酒店会场消费。酒店的销售后

来承认，他们对我们的需求预估最开始过低了。因为没有考虑到拉动

效应。

要考虑甲方的长期需求

当然也许上面的例子有点特殊，不是每个会议都有很多高层入

住并带来相应的会议需求。但是一个酒店承接甲方，要考虑到甲方

的长期需求。通过一次活动牵线搭桥，带来长远的合作，也是一种

拉动效应。

现代启示录（7）：拉动效应

成赋

五百强企业政府与公司事务部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通过一次活动牵线搭桥，带来长远的合作，也是一种拉动效应。

专栏 
COLUMN

纸上谈兵“好武功”

孙滔

北京锋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北宋年间出了位非常另类的武功高手——王语嫣。王姑娘天生丽

质、冰雪聪明，硬生生将她妈继承的武学图书馆——琅嬛玉洞里的武

功秘籍都背了下来。从此点评天下武林人士，自个儿却一点武功都不会。

我们环顾四周，这样“好武功”的人和案例还真不少。

“说派”和“写派”

纸上谈兵可以分为两派：“说派”和“写派”。“说派”顾名思义靠

得是两片嘴皮子指点江山，滔滔不绝。但一到具体干活，说派高手基

本就会自动静默或转移话题。其实“说派”的毛病人人都会有。当你

对没有经历或思考不成熟的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就很有机会中招了。

记得我刚加入一间软件公司时对软件开发管理一窍不通，却建议公司

老板将系统按服务客户类别拆分开几个子系统来卖，同时又让各系统

之间能无缝连接。老板先是微笑不语，见我兴致勃勃地反复提，最后

告诉我：公司的软件开发人员就二三十人，如果按客户类别分成三到

四个组每组7~8人是无法完成整套ERP软件开发的，这样只会导致那

个类别的客户都服务不好。从此，我学会了对自己不懂的事情，多听

多学少建议。

和“说派”不同，“写派”高手是有隐蔽性的，毕竟人家激扬文字，

能写出大段的文档来。但只要细看这大段的文字，却常常得不出任何

结论和建议，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十多年前，我所在的一家外资公司

想在上海保税区进口国外母公司生产的产品。因此聘用了全球四大会

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可行性调研。一个多月后，

公司的CFO拿着厚厚的一本咨询报告向我哀叹：“公司花了十几万买这

份报告，报告结论是No。地球人都知道是No啊！我们需要花这么多

钱让安永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是如何能做到Yes。”

要识别“写派”人士除了看他们的文档是否论证一个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的事实外，还可以从他们在工作报告中遣词用句察觉出来。但

凡你看到在写工作报告不用简明的要点式风格，而采用散文式的大段

文字；和在文字中大量使用“相关、有关、大量、少量、假如、如果、

可能”等含混不清，不给定论的词汇的，基本就是“写派”高手的创

作。我读MBA时的一位老教授告诉我们，看科学文章和工作文件一定

要识别什么是“nonsense（废话）”，什么是“assertion（明确论断）”。

例如：“假如我们在销售上加大相关投入，我们就能大量创造销售机会”

就是一个nonsense。而“我们只要增加销售预算30%来聘请3个新的

销售员，我们可以将销售机会增加50%”就是一个assertion。因为只

有assertion的陈述才能为阅读者提供有效的、可供决定参考用的信息。

“傻把式”比“假把式”强多了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我看“傻把式”可

比“假把式”强多了。傻的可以教精明；假的你可轻易变不成真的。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我看“傻把式”

可比“假把式”强多了。傻的可以教精明；假的你可轻易变不

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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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新城·感受建邺
——MICE China教育性实地考察项目之一百四十五 文／程楠

2018 年 9 月 27 日 ~29 日，由南京市建邺区

文化旅游局主办的、MICE China 协办的“乐游新

城·感受建邺”采购商分享洽谈会在南京建邺举办，

来自北京的 20 位协会 / 学会负责人应邀前往南京

建邺出席此次洽谈会，并考察了建邺区的会奖场

地及旅游资源，如特色团建、夜游滨江以及禅修

体验等，深入的了解建了邺会奖旅游资源，并感

受了建邺的独特魅力。

南京市建邺区会奖旅游业态逐年发展

继今年 7 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南京建邺会奖

旅游资源推介会后，南京及建邺的会奖知名度和

美誉度愈发受到在京会奖专业买家，尤其是协会

/ 学会负责人的关注，目前有多个协会 / 学会会议

项目有意向落地建邺；而经过实地会奖资源考察，

相信坚定了更多的协会 / 学会会议在建邺举办的

决心。

作为南京的国际城市中心，建邺区拥有丰厚

的现代化城市资源尤其是会奖旅游资源。近年来，

在南京市旅游委员会、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在建邺区文化旅游局和建邺区会奖旅游

联盟的共同推动下，南京及建邺会奖旅游及其他

旅游业态都在逐年稳步发展。

南京市建邺区会奖旅游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在南京主城区中，建邺可开发

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低、基础设施最完善，南

部和西部的江心洲可开发建设的在建区域近 30

平方公里。特别是随着 2013 亚青会、2014 青奥

会、2017 江苏发展大会等一系列大赛要事的成

功举办，建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投

资吸引力不断增强。拥有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南京国际青年文化中心、江苏大剧院等一批标志

性的文化体育设施，面积超过 120 万平方米，人

均面积居江苏第一。滨江、滨河岸线构筑有生态

景观绿环，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达 45%。国际

化程度高，新加坡 · 南京生态科技岛作为对外开

放合作新平台，每年举办重大国际国内活动超过

100 场。

 交通优势：南京地理位置优越，是仅次于

北京的全国第二大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建邺区作

为南京的中心城区，交通便捷，体系健全。距离

南京南站 20 分钟车程，距离南京火车站 38 分

钟车程，距离南京禄口机场 40 分钟车程。区内

已规划和已建成 9 条地铁线路，拥有全省首条运

营的现代城市有轨电车，公交地铁、有轨电车、

机场大巴、文旅直通车直接连接各大酒店和场馆、

景区，可满足各种商务、会议出行需要。

 酒店优势：以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为中心，

周边分布着南京华泰万丽酒店、南京金奥费尔蒙

酒店、南京国际青年会议酒店、南京朗昇希尔顿

酒店、南京金陵江滨酒店、南京涵月楼首丽斯酒

店、南京涵碧楼酒店 7 家高等级酒店，卓美亚酒

店已经试运营，还有南京新华粤海传媒酒店、奥

体美居酒店、珍宝假日酒店、新城商务酒店、金

梦都宾馆等中高档酒店，共有客房 10,000 余间，

可同期接待嘉宾 15,000 余人。拥有 1,500 平方

米以上会议厅、宴会厅 5 个，800 至 1,200 平方

米中型会议厅 20 个，完全可以满足各类大中型

会奖会议的要求。

 场馆优势：建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十

佳会展名区”，拥有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江

苏农业展览馆、江苏大剧院、南京国际博览中

心、南京国际博览会议中心、南京保利大剧院的

重要会议展览载体，展馆面积已达 16 万平方米，

2015 年时全年展览面积就已超过 2,000,000 平

方米。未来，随着国际博览中心三期的建成，建

邺全区展览面积将在长三角城市群中位列前三。

预计到 2020 年末，会展面积将超过 200,000 平

方米，每年将承接各类会展活动超过 180 场。其

中，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拥有展览和会议两大功能，

目前总室内展览面积 110,000 平方米，总国际

标准展位 6,000 个，室外展览面积 30,000 平方

米，地下停车位 1,200 个。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

心是 2005 十运会、2013 亚青会以及 2014 青奥

会的主会场，占地面积 890,0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 400,000 平方米，体育场 63,000 坐席，体育

馆 13,000坐席。江苏大剧院设计精巧、大气磅礴，

内含 2,280 座的歌剧厅、1,001 座的戏剧厅、1,500

座的音乐厅和 2,711 座的大综艺厅，还有 780 座

的小综艺厅以及附属配套设施，可满足大型综艺

演出和大型会议的需要，具备接待世界一流艺术

表演团体及国际性会议的条件和能力。除大型会

展综合体之外，建邺还有江苏省科技文化艺术中

心、金陵图书馆、基督教圣训堂、养墨堂、盛世

堂等一系列现代化时尚人文场馆。

 政策优势：为加快推进南京建邺会议奖

励旅游发展，打造知名会议奖励旅游目的地，于

2017 年成立了南京建邺会奖旅游工作指导委员

会，履行行业指导、组织协调的职责，为各会奖

企业当好“店小二”。为此，建邺专门出台了配

套奖励政策：鼓励引进人数在 500 人以上且在南

京建邺住宿 2 晚（含）以上的大型会奖旅游团队，

对该活动的承办组织单位每团给予 3 万元奖励；

支持主会场在南京建邺、规模达到 200 人以上，

会期不少于 2 天的全球 500 强企业年会类项目，

对该项目的承办或运营单位给予 3 万元奖励。同

时，针对一些大型会议，为大家协调演出、拓展

训练等创新和个性化项目服务场所，尽最大可能

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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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皇家宫殿里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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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楠

组织一场非凡的活动从找到一个非凡的活动

场地开始。为此，柏林会议促进局的团队定期穿

行在柏林的各个城区，在一些隐秘的后院、工业

厂区和历史名胜，甚至是废弃的军用机场中，去

发现可以用于举办会议、大会和活动的“新”场地。

2018 年 8 月 11 日，MICE China 作为专业

的会奖媒体，受德国会议促进局（GCB）和柏林

旅游局（VisitBerlin）的邀请，前往德国首都柏林，

深入探索柏林这座国际会议城市的独特资源。

皇家宫殿里开派对

巴洛克式风格的夏洛腾堡宫乃是柏林市标志

性建筑之一，布局上分为夏洛腾堡旧宫、新殿、

现作为宫内博物馆商店及衣帽间的膳食殿、骑士

殿、用以举办大型宫殿活动的橘园和一个皇家剧

场，所有场地都可以作为会奖活动场地进行利用。

试想一下，在皇宫中开派对，有没有一种恍若进

入童话世界的感觉呢？

欧洲最大的多功能会议场所

在德国柏林夏洛滕堡区的柏林展览中心以其

特有的风格闻名于世。从 1822 年起，这里即开

办有商业及汽车展览会。1914 年埋下了今日展览

中心的第一块基石。至今，这片建筑得到了不断

扩大和更新。目前展览面积 16 万平方米，每年办

有近 60 个展览。其中包括著名的国际无线电展，

国际旅游交易会和绿色周等。在 70 年代建起的现

代化的国际会议中心（ICC）是如今欧洲最大的多

功能会议场所。

皇家瓷器厂里的创意

自 1763 年以来，KPM（皇家瓷器厂）就一

直代表了设计的最高水准，这里的活动安排可作

为您行程设计中出奇制胜的一招：首先，会奖团

队可以通过参观展览，了解这家已经有 250 年历

史的奢侈品制造商，以及他们在艺术和工艺方面

的独树一帜。行程亮点包括历史悠久的环形瓷窑

餐厅推荐

Café am Neuen See

在德国，中午和晚上最不

能少的就是香肠和啤酒，

这家坐落在蒂尔加滕公园

湖畔的餐厅提供美味的香

肠、肘子、啤酒……会奖

团队厨师指导下还可以亲自给披萨饼配料哦。遇到周

末，这家露天的巴伐利亚啤酒花酒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Brauhaus Lemke

柏林这家餐厅有自酿啤

酒机，可以为会奖团队

提供参观行程，除此以

外还可以为会奖团队提

供 6 杯不同口味的小杯

装啤酒品酒活动。适合 20~25 人的小型会奖活动

体验。其宽敞的餐厅可容纳 100 人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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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和表演工坊，会奖团队可以观看皇家工艺大

师的现场工作并亲自动手尝试制作。会奖团队还

可以在这里选择理想的柏林礼物，比如为团队定

购著名的咖喱香肠盘，并在其上留下姓名缩写。

另外，皇家瓷器厂的庭院和历史建筑中的各个空

间，都可以租用做活动场地，其中 76 平方米的

Boccherini Saal 厅，可安排最多 22 人的高端宴会，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出访德国时曾经使用过。

在博物馆岛探索艺术与活动

博物馆岛坐落在施普雷河的中央，在这里，

古代埃及文明到古代东方文明只有几步之遥。这

些博物馆如同一部时空机器，将会为会奖团队带

来一场惊心动魄的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 19 世纪文

化历史之旅。博物馆岛上 5 座建筑分别是：老博

物馆、老国家艺术画廊、博德博物馆、新博物馆

和佩加蒙博物馆，它们共同组成了世界最大的博

物馆群，自 1999 年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UNESCO）名录。博物馆岛也是柏

林最出色的会奖活动举办地之一，闭馆之后，无

论是进行酒会、晚宴还是新品发布会，都将会呈

现出艺术与活动完美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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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浴室开启今日晚宴

Stadtbad Oderberger Straße 这座新古典主义

风格的泳池在奥德贝格酒店里，建于 1902 年，于

2016 年重新装修后再次向大众开放。这座泳池高

大的穹顶、拱门、装饰丰富的科林斯式立柱、雕花

门楣，让人仿佛走入一座希腊神庙，又仿佛来到

了 19 世纪画家笔下的希腊浴室。最神奇的是，利

用现代科技手段，弹指间这座古老的浴室便能成为

活动场地，为会奖团队提供不可思议的活动空间。

城市中心的海滩Beach Mitte
Beach Mitte 坐落于心位置，紧邻柏林墙，是

柏林市内一个独特的活动场所，包括 54 个沙滩

排球场、大面积的活动区域以及城市攀岩公园

MountMitte。夏日，会奖团队可以在这个欧洲最

大的城市沙滩进行各种团队建设活动，如沙滩游

戏、攀岩、射箭等等。冬日，会奖团队可以在沙

滩酒吧感受阿尔卑斯山间小屋的魅力，或者在冰

活动川酒廊放松身心。当然，这里也非常适合会

奖团队进行会议或者产品演示。

如果您有计划在柏林及德国举办会奖旅游活动，

请联系：

杨恒宏 中国代表

德国会议促进局

电邮：yang@germany-meetings.com
电话：1381 049 1559

酒店推荐

Sofitel Berlin Kufürstendamm

酒店位于选帝侯大街，

和柏林展览中心近在咫

尺。酒店共拥有 311 间

客房及套房，2 个楼层

共提供 21 间会议室，

总面积超过 2,200 平方米，其中包括最多可容纳

350 人的 Concorder 宴会厅，以及半圆形、拥有

全景景观的歌剧院沙龙。灵活且多样性的会议空

间，非常适合各种形式的会议活动使用。

Radisson Blu

酒店提供 15 个活动和

会议场地，总面积为

2,740 平方米。您可以

在两个非常不同的独特

会议区域中自由选择。

除此以外，这家酒店最值得一提的还有其近 25 米

高的巨型水族箱，这里养着 97 个品种共 1,500 条

鱼。会奖团队可以在水下隧道漫步，在鱼缸下方

的餐厅里用餐，还能在每天下午 2 点观看喂鱼。

Hotel Pullman Berlin Schweizerhof

这家于 2017 年刚刚重

新整修过的酒店位于柏

林中心，与拥有熊猫的

动物园距离咫尺，多年

来以出色的活动管理而

闻名。酒店拥有 377 间客房和套房，以及 18 间

会议室，最多可举办 950 人的活动，是中型会议

活动的优选之一。

Hotel InterContinental

酒店拥有 558 间客房和

套房以及占地 6,200 平

方米的 45 间现代化会

议室，是欧洲领先的会

议场所之一。从私人餐

厅里的高端会议到无柱式宴会厅里最多 1,500 人

参加的舞会，经验丰富的团队将很乐意协助您就

举办活动进行专业规划。

Hotel Regent Berlin

酒店位于柏林市中心历

史悠久的御林广场，对

面是两座教堂和音乐

厅。这家五星级高级酒

店拥有 195 间客房和套

房，提供非常个性化的服务和豪华设施，是明星、

私人和商务旅客的热门地点，同时也是极具古典

风格的会议场地。

香香惹人爱：成为调香师

受到祖母香水的启发，斯蒂芬妮 · 汉森为自

己实现了一个长久的梦想——她开了自己的香水

精品店，并以奶奶名字命名：Frau Tonis Parfum。

对于会奖团队而言，这远远不是您体验的全部：

在作坊内，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独特的香水；

而将独特的香水作为礼物送给会奖团队的成员，

也是不错的选择。

灵感空间：Axica Conference and Event Center

这是一个会议和交流的场所，也是一个寻找

新的前景和灵感的空间。Axica Conference and 

Event Center——位于巴黎广场的会议和活动中

心，毗邻勃兰登堡门，为会奖团队提供无与伦比

的体验机会。在 AXICA，您的大会、会议、演示报告、

招待会和晚宴将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Berlin WelocomeCard
20 多年来，柏林欢迎卡（Berlin WelcomeCard）的成功与受欢迎的程度与日俱增。

作为公共交通通票和在柏林 200 多个景点与文化和娱乐场所享有优惠的功能使

柏林欢迎卡成为打开柏林大门的宝典，无论是参观柏林电视塔还是柏林杜莎夫

人蜡像馆，或去 Waldhochseilgarten Jungfernheide 公园玩高空攀爬探险游戏，

以及去听音乐会或在诸多餐馆品尝美食，有了柏林欢迎卡，都可以获得多多优惠，

并且同样适用于奖励旅游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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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X America 2018
再创商业会谈
及教育活动的新纪录 文／张婧

第 8 届 IMEX America 于 2018 年 10 月

16~18 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金沙展览会议中

心举行，这一全球会奖届的聚会毫无悬念地又创

下了一系列新的纪录，是历届以来规模最大的，

13,000 多名业者参加了本届展览，其中包括 6,000

多名观众，特邀买家超过 3,300 位，现场进行了

70,000 个约谈，包括 64,000 个一对一面谈和小

组展示，比 2017 年上升了 7%。

IMEX America 2018 首次启用了第三个展厅，

共有来自 150 个国家的超过 3,500 名展商，与去

年相比，新增了 60 多个展位，还有 81 家展商扩

大了其展位面积，以便有足够的空间为买家和观

众打造更具创造性的浸入式体验。其中底特略大

区会议局、DMI 酒店集团、卢旺达会议局、皇家

加勒比游轮和百慕大旅游局的展位面积翻了一倍。

新加入的展商包括马耳他旅游局、摩洛哥旅游局、

达拉斯旅游局、Nobu 酒店集团等，因此美国 / 加

拿大、加勒比海、亚太以及酒店类展商的面积大

大增加。

本届展览在前几届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特

色活动体验的种类和范围，在展场的各个区域都

精心提供了新体验，来满足参展者对现场互动的

更高需求：无论是 C2 International 的云实验室，

还是 Live Zone 推出的新理念，再到忙中偷闲的

Zen Space（禅修空间）。

IMEX 集团主席 Ray Bloom 先生表示，展览

举办这周将成为全球会奖行业的里程碑式的一周，

全球商务活动带来的直接消费超过 1 万亿美元，

与消费类电子产品行业的经济贡献持平，已成为

重要的全球行业市场之一。

“智能星期一”干货满满

由 MPI 主导的“智能星期一”延续了逐年扩

大的态势，今年共吸引了超过 1,000 位会奖专业

人士，全天聚焦教育学习。今年演讲人队伍里大

咖云集，涉及的题目包罗会议活动产业多个前沿

领域：网络安全、领导力 2.0，活动设计里的可

持续性，会奖行业的女性等。

协会领导力论坛吸引了 120 多位国际协会的

负责人，挑战旧观念，探讨会员新模式、多样化

及包容性及如何采用新技术等；高管会议论坛则

汇集了来自安永、麦当劳、富国银行等行业领军

企业的 40 多位高级管理人员分享企业会议战略。

除了广泛的教育节目，今年精心设计了嘉年

华主题，随处可见气球、技巧类游戏和棉花糖，

六星创新 & 体验实验室还引入了对话人工智能机

器人 Sophia 的环节 , 增加了更多新的互动元

素。在一天教育日程结束时还别出心

裁地安排了拉斯维加斯大道及市

中心的“美食之旅”，再加上

广受欢迎的 IMEX 保留节

目如 SITE Nite 北美及

协 会 之 夜、SITE 年

轻领导人会议等。

学习、体验、交流、健康、生意一个都不能少

IMEX America 素来被全球会奖业者视为新友

相识，老友相聚的绝佳场所。今年创新中心、Live 

Zone（活动区）和美食广场与展览区设在了一起，

提供真正“一站式”参展体验。

在展场的创新中心（Inspiration Hub）紧锣密

鼓地安排了 200 多场教育节目，围绕 10 个主题，

包括安全、可持续性、创造性、创新、技术、体

验性活动以及会议活动的遗产（Legacy），在这里

可以了解最新行业趋势、技术及个人发展的多种

选择。

买家总是能从 IMEX 中获得增加其活动互动

性和体验性元素的灵感。IMEX 全新的技术区和

Live Zone 展示着最前沿的会议技术，参展者有机

会亲自尝试一些突破性的最新活动技术，如快速

发展的虚拟现实技术有望在未来成为会议活动业

的主流。

IMEX 一直非常关注会奖从业者的健康问题，

特在 Be Well 休息区设置了冥想环节及场地，还

有全新的凯撒步行挑战赛，比拼每天行走的步数，

以及传统长跑健身节目 IMEXrun，引来众多展商

和买家报名参加。

虽然丰富多彩的体验性活动和教育节目为参

展者开拓了会奖活动的新视野，但是 IMEX 展览的

重中之重仍是谈业务、达成交易。买家面对着全

球各地的 MICE 目的地、场馆、酒店、技术专家

及服务供应商，已通过 IMEX 完善的预约系统约到

了自己感兴趣的展商，在一个个高质量的深入洽

谈达成合作意向，皆大欢喜。

下届 IMEX America
将于 2019 年 9 月 10~12 日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金沙展览会议中心举行。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宁波会奖旅游北京推广中心代表 吴建南 女士

Email ：joanna.wu@micechina.com

电话 ：010 84466451/2/3 ext.103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66号远洋新干线B座1109室

现在就联系

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东钱湖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辖宁波东钱湖旅行社有限公司、宁波东钱湖福泉

旅游文化有限公司、宁波东钱湖文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宁波东钱湖文旅景区管理有

限公司。公司直接经营管理AAAA级马山休闲旅游度假区（上水帐篷营地）、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南宋石刻公园；合作建设经营环湖单车驿站、小隐上水国际房车度假基地、

心宿福泉 · 首旅寒舍酒店；正在投资建设下水单车主题公园、象坎酒店、下水湿地公园、

上水街区及凤凰山居酒店、官驿河头民宿等项目。

联系电话 ：陈维 0574 8928 4006

慈溪达蓬山大酒店
开业时间 ：2009年

总房间数 ：223间

双床房数：165间

会议室数量 ：8间

最大会议厅面积 ：1,000平方米

电话 ：0574 5858 6666
地址 ：慈溪市龙山镇达蓬山旅游度假区

宁波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
开业时间 ：2016年

总房间数 ：231间

双床房数 ：98间

会议室数量 ：9间

最大会议厅面积 ：2,100平方米

电话 ：0574 8112 8888
地址 ：鄞州区海晏北路800号（国际会展中心东门）

宁波东钱湖康得思酒店
开业时间 ：（计划）2019年上半年

总房间数：252间

双床房数：65间

会议室数量：7间

最大会议厅面积：805平方米

电话：王可汗 139 0574 6530
地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沙山路28号

宁波文化广场朗豪酒店
开业时间 ：2014年1月10日

总房间数 ：143间

双床房数 ：可调整至123间

会议室数量 ：6间

最大会议厅面积 ：820平方米

电话：0574 8908 9999
地址：鄞州区中山东路2109号

南塘阅居酒店
南塘阅居酒店坐落于南塘老街，酒店以“取景

自然、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在层楼乌瓦、

粉壁高墙的仿古建筑中装点出温润雅致的院落，

闹中取静的枕水宅院内深藏着44间清新隽永的

新中式风格客房。配有2间14~30人的小型会

议室；另有书吧、茶室、书画室和室内外庭院。

联系电话：0574 8751 6999

宁波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
乐园位于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是一座将现代

高科技与传统中国文化相结合主题乐园。通过

AR、VR、MR等科技手段，让东方神话再显辉煌，

《女娲补天》《千古蝶恋》《长城绝恋》等20多个中

国传统经典故事的主题项目，栩栩如生，会奖

团队可体验中国文化魅力，犹如身临其境。

联系电话 ：邓凯凯 139 6820 6232 

宁波旅游集散中心
宁波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成立于2002年5月，管理严格到位，运作规范，服务细致入

微，拥有一支精诚合作，勇于创新的旅游操作团队，是宁波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散客旅

游、学校企业团队旅游、会议策划、客房票务预订、旅游咨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性旅游企业。公司下属的宁波外事旅游车队在宁波家喻户晓，拥有各类大中型豪华大

巴、商务车型近200余辆。旅游集散中心拥有子分公司79家，各类营运车辆2,000余辆，

经营线路300余条，客运班线辐射全国十九个省与直辖市。

联系电话 ：胡亚敏136 0578 8831

关注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宁波会奖旅游资讯

宁波市会奖旅游推广联盟
携手打造亚洲最佳会奖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