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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然不凡会务

   旅获精彩体验

更多详情或咨询请致电：
段女士：181 5929 2508
或电邮至Marie.Duan@marriotthotels.com

厦门万豪酒店及会议中心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观滨路236号
邮政编码：361116
电话：(86)592 789 7777
传真：(86)592 789 0707

酒店拥有近 4,000 平米的会议及宴会场
地，齐全的配套设施以及万豪品牌独特
的服务理念，将竭力为智创一族提供更
多旅-获精彩体验。

*  以上需 50人起订

450 元 / 位
RMB/Pax

半天会议

550 元 / 位
RMB/Pax

全天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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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言汇讲 
ZHOU HONGHUI

马爸爸等一众超级精英们对“996工作制”的夸赞，使得加班的

事成为最近热议的社会话题之一。会奖行业，也是个加班的重点地区。

无论是在活动前期策划方案、整理报价、投标竞标，还是项目执行中

各个细节的落实，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于是，加班就成了大家

的常态，不加班反倒是件稀罕事。相比经常吐槽加班的程序猿们，会

奖行业的加班，无论从时间长度、还是工作强度上，一点也不弱。可是，

并非加了班就一定能落下什么好儿，没准还是事倍功半，惹上一身的骚。

正所谓拉车不看路，累死也活该啊！

耳聪目明，有的放矢，才能不白干活、少白干活

会奖圈的加班狗们，经常感觉自己被客户反复折腾的不行，一遍

一遍地改设计、换思路、调方案，却总还是不能达到客户的要求。这

种白跑战士磨鞋底儿的事，费力不讨好，常常是加班的主要原因。

先抛开客户方面的问题的不表，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自己

是不是也有毛病呢？其实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常常被我们忽视。这就是：

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会展公司也好，公关公司也罢，并不是活动

的主体，而只是一个服务单位，客户才是活动的主体。服务单位的工

作首先是要完成客户的需求，而不是实现自的想法。使唤丫头拿钥匙，

当家并不做主。但是拿了钥匙的使唤丫头，却常常会有做主的幻觉。

常见的错误就是还没把客户需求琢磨透彻，就立马顺着自己意愿想当

然地去埋头苦干了。耗时费力地做出来的东西，与客户的想法不合拍，

肯定会被挑出来一大堆毛病，甚至会因为思路方向的跑偏被全盘否定，

于是只能推倒重来，加班加点地返工。这种加班是不是自找的呢？

因为晒了两天网，只能三天狂打鱼！

会奖活动，都是 team work，无法一个人单打独斗。团队合作，说

起来容易，做好就很难。项目负责人，是基层团队的头目，不会合理

分工却也是常见的弱点。团队配合就如同群马拉车，既要有驾辕的服，

也得有拉车的骖騑，大家在该出力的时间各自出力，形成合力，才能

让车子跑的又快又稳。

统筹一个工作任务，分解为若干小的任务，再分配下去且责任到

人，在规定的时间点完成交回。如何能让大家按部就班地工作，任何

时间不能有人闲着窝工，而另外一些人却在百米冲刺，这还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合理有序地安排分配工作任务，是项目负责人的一种能力。

动过脑子也未必就能安排的很好，不动脑子就肯定安排的不好。一个

项目，先被 leader自己攥着别人介入不进去，最后一刹那却一下拉进

整个团队来，要求大家加班赶工，是不是也很常见？日常不收拾，全

靠大扫除。这样的工作方式，不加班才怪呢！

不加班，是大家的心愿。加班太多，谁都不乐意。若要从各个方

面找找原因，可能发现自找的加班其实还真不少。我们的理想状态是：

能一次性准确完成任务，不拉抽屉瞎折腾；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的团队

分工合作，不窝工也不狂奔。要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自身沟通能力

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是最最重要的关键点。正常的加班无法完全杜绝，

无效的加班却是必须要尽可能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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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勇 Huang Yong

CEO
Beijing  Medcon Information 
Consulting Co., Ltd. 
www.medmeet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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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Steven LIU 

Vice General Manager
Poro Marketing & Creative 
Co., Ltd.
www.por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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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哥回归 
XU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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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只能怪自己！雨女无瓜

20多天前，我用某程订了张北京飞澳门的机票，价格不贵，订票

体验很好。结果，付了钱之后的3个礼拜，整个人就不好了——每次打

开“今日头条极速版”，某程就在今日头条新闻里反复出现“去澳门，

朋友订了这家酒店，入住体验还不错”的广告，每往下拉五六条新闻，

就原封不动地出现这么一个诱人的信息。我发誓，我但凡点开这个广告，

每天就会收到澳门多个豪华酒店的推送，洪水般向我涌来。

机器人爱学习，谁都挡不住
人工智能将让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我相信，

我甚至还提出过一个假想：哪天去开会的都是机器人，在台上演讲的

是机器人，坐在台下（包括参加远程视频会议）认真聆听并不时发问

的也都是机器人，因为机器人都爱“深度学习”，求知欲很强，同时它

们也需要社交联谊。

大公司们有资金实力和优秀的研发团队，收集海量用户信息和使

用习惯后，做出有利于公司发展经营的精准推广和营销，这个无可厚非。

但在目前AI初步运用的阶段，中小企业没实力搞人工智能，而大公司

们有钱有人，就近乎无厘头地做智能推荐、发广告信息，把你逼疯。

该智能的不智能
朋友告诉我，那是我笨，可以在某程的设置里，关闭新消息通知

下面的“促销信息”和“附近推荐”。我要关闭“促销信息”了，万一

它哪天突然推出100元人民币一晚的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套房特价呢，

我岂不是损失大了？

搜狗输入法不错，很奇怪的是我用手机每次输入“冯”，框里推荐

的第一个永远是“提莫”，其次才是“总”、“老师”。我左思右想，我根

本不认识冯提莫，也从未打过赏，更没为她买过礼物。我和她唯一的

联系是我QQ里有一首她唱的歌《远走高飞》，这搜狗又何必呢？我不

死心，早上让两位男同事各自用自己的手机输入“冯”，他们两个框里

弹出来的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小刚”和“巩”。凭什么长着龅牙的冯小

刚是他们俩的最爱？

那天手贱还是手滑，误点了宝马X7，结果又不好了，天天收到今

日头条为我精心推荐的奔驰、宝马和凯宴三款同类车的比价。我很像

很有钱的样子吗？进入5月，今日头条就开始在新闻标题下多次推荐早

教和幼儿编程的课外班信息，它怎么知道我有个年幼的老二？

银行贷款从不告诉我：提前还贷有什么好处，假设有三种提前还

贷方案，各能帮我省多少钱？对公司有利的，可以很智能。对公司不

利的，对不起，不智能。

你已被标记：此公有钱
锋哥，你发这些牢骚跟MICE China的读者有关系吗？当然有：1. 

公司无论大小，都应该做往年（往届活动）的数据积累和分析，这对

公司运营有帮助，大数据分析就是AI，MICE公司、酒店要拥抱AI。2. 

如果你多次在这本杂志上投了广告，那已经被出版人钟兵做了标记：

此公有钱，下次广告价格可适当高一些。

许锋

北京华恺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徐郑 Lisa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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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亚非 David Yan

General Manager
Beijing Huacheng MICE 
Service Co. Ltd.
www.hytours.com



Publication: MICE China   Size: 210mm x 285mm ( with bleed: 216mm x 291mm )    Job#:773-9129    Dana Communications  609.466.9187

WIELD YOUR  
POWER WISELY

IMEXAMERICA.COM/REGISTER

#IMEX19

Here’s something mind-blowing: YOU are in 
charge at IMEX America, the country’s biggest trade 
show for incentive travel, meetings and events. 

Because as a buyer, you can set appointments 
with your choice of 3,500 destinations, venues 
and suppliers from 150 countries, right there on 
the show floor.

Tap into our system. Control your own  
schedule. Complete RFPs in advance, so both 
parties arrive ready to maximize face time and 
get down to business.

You’ll also connect with brand-new ideas, tech, 
trends and research during booth presentations, 
launches, demos, social engagements and 
learning sessions.

Who will you go see? Appointments do fill up,  
so register ASAP—totally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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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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脉对于B2B的MICE业务而言是一种核心资本，人脉资本就是社

会资本，可以让你获取更准确的信息、机会、信任，从而获得职业发展、

商机。

所谓的贵人相助就是人脉关系的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之中，人脉

是需要经营的。有的人是通过把自己经营成很牛的人，然后被动的获

得很多主动找上来的人脉；有的人是通过努力结交朋友，获得广泛的

人脉。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必须兼而有之，MICE人怎么经营人脉呢？

来而不往非礼也

首先，人脉是会呼吸的，孔子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人不仅应

该被动的接受帮助，还应该更主动的帮助别人。硅谷牛人里德霍夫曼

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我能帮你什么吗？”只攫取不奉献得人肯定人

脉关系很差。所以，千万不要有事的时候才想起找朋友。《影响力》的

六个法则之中有一个法则就是给与，在你并不需要的时候就应该主动

的，零碎的帮助他人，有一天你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

零存整取的人脉复利回报。除了帮忙之外，还需要帮助身边的朋友拉群、

引荐关系，促进信任和交流，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人脉是我独享的资源。

弱关系的力量

第二，重视弱关系的力量。有的人毕业之后、离职之后，基本上

与前同事、前同学不怎么联系，数年不联系，存在休眠甚至是失联状

态。社会学家马克 · 格拉诺维特提出了享誉全球的弱连接理论，他非常

惊讶地发现那些紧密的朋友反倒没有那些弱连接的关系更能够发挥作

用。事实上，紧密的朋友根本帮不上忙。因为紧密联系的朋友和家人

往往圈子趋同，难以发现新东西。平时没事，至少每个季度给弱关系

打个电话，每半年一年唤醒一次休眠的关系是很必要的。通过弱关系，

可以打入弱关系的朋友圈，从而获得机会。

社交关系的预算

第三，重视社交关系的预算，包括时间和精神还有金钱的投入。

众所周知人脉的投入很花时间，社交活动往往是下班后、节假日和周末，

甚至要请客吃饭。每年设定一定金额的社交金钱和时间作为投入的人，

往往汇报比那些从不这么做的人获得汇报的次数和力度都要大。

预期管理

除了做好人脉社交的时间和金钱预算，还要做好预期管理。很多

成功人士不屑于与比他年纪轻甚至是不成功的人交朋友，甚至是一分

钟都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殊不知，我们不仅要交比自己大20岁的

朋友，还应该交比自己小20岁的朋友，朋友越是多样化，获得的机会

越多。比自己小的人也会有成功的一天，他们代表的是未来，与他们

交朋友就意味着你退休的时候还有事可做，职业生涯可以延长的更久。

很多人出差的时候往往谈完事就走了，但是是否应该多利用任何

一次出去的机会，多留一天半晚的，把失联、休眠的人脉唤醒，不管

是喝茶还是吃饭，无论是八卦也好，还是叙旧也好，从而让自己的生

活多一些回忆和意义呢？

MICE人很忙，但是人脉的投入很重要，人买的存续、延续很重要，

人脉让商机不断，让记忆增色，让生活有了传奇。

楚有才 
CHU YOU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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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概况 

总房间数：323间 

会议室数量：20间 

会议总面积：4,051平方米 

最大会议厅面积：1,925平方米 

开业时间：2019年6月1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Tommy Gu 销售总监 

Email ：Tommy.gu@marriott.com 

销售电话：189 6228 1232

服务语言：中文、英文 

酒店网站：www.zhangjiagangmarriott.com 

酒店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东路22号

交通信息

距苏南硕放国际机场：64公里，约47分钟

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143公里，约1小时 

        55分钟 

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69公里，约2小时 

        40分钟

距无锡东站：56公里，约45分钟 

距无锡站：67公里，约59分钟 

距苏州站：79公里，约1小时5分钟 

临近的城市交通干线：人民东路、张杨公路、 

        东二环路 

可停大巴车：10辆 

公共停车位：2,000个

房间信息 

总房间数：323间 

双床房数：126间 

大床房数：141间 

套房数：56间 

基础双床间面积：48平方米

最大会议厅信息 

最大会议厅名称：万豪大宴会厅 

货运专用出口：2.5米宽X3米高 

货运甬道：2.5米宽X3米高 

货梯：2.5米宽X3米高X4米进深 

最大用电载荷：100千瓦 

吊点：36个 

吊点承重：每个吊点500KG 

AV设备：有 

餐饮信息 

云蔚中餐厅：198座位 

臻厨全日制餐厅：180座位 

锦日式特色餐厅：40座位 

大堂酒廊：89座位

户外场地信息 

场地面积：有 

场地特色：专属户外草坪    

张家港万豪酒店                                                         会议解决方案

会议室名称
面积
（m2）

长
（m）

宽
（m）

高
（m）

剧院式
（人）

课桌式
（人）

中式宴会
（人）

鸡尾酒式
（人）

楼层

汇金宴会厅 1,125 45 25 9 1,250 620 720 820 1

汇金宴会厅A/B/C 375 15 25 9 340 180 200 270 1

汇金宴会厅A&B 750 30 25 9 800 375 480 540 1

汇金宴会厅B&C 750 30 25 9 800 375 480 540 1

吉祥厅 350 39 9 4 320 150 200 260 2

万豪大宴会厅 1,925 55 35 9 2,200 1,200 1,260 1,350 3

万豪大宴会厅A/B/C 640 18.3 35 9 700 330 400 450 3

万豪大宴会厅A&B 1,280 36.6 35 9 1,400 680 800 900 3

万豪大宴会厅B&C 1,280 36.6 35 9 1,400 680 800 900 3

会议室1 124 13 9.5 4 100 72 60 80 3

会议室2 260 20 13 4 220 96 150 160 3

会议室1&2 384 29.5 13 4 340 150 180 270 3

会议室3 70 8.7 8 4 30 27 40 30 3

会议室5 87 10 8.7 4 45 36 40 40 3

会议室3&5 157 18 8.7 4 100 63 80 70 3

董事会议室 110 12.7 8.7 4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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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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10日，米兰会议局（Eventing Milan Convention 

Bureau）在意大利驻华大使官邸举行仪式，授予雅士国际媒体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MICE China出版人钟兵先生为米兰会议

局中国推广大使，在中国市场推广米兰这个全球绝佳的旅游会

议目的地。

德玛睿（Emanuele de Maigret）先生代表意大利驻华大使

馆和米兰会议局向钟兵先生颁发了中国推广大使聘书并赠送了

纪念米兰的银币作为礼物。钟兵先生也回赠了故宫博物院复制

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清代花鸟画。

这是海外会议局首次聘请中国知名企业代表作为推广大使。

这一市场活动将极大提升米兰在中国的知名度，推动更多中国

访客前往米兰旅行或举办各种商务活动。

然而，这并不是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及MICE China首次为海外目的地做市场推广。早在

2014年，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便接受了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TCEB）的委派，代表其在中国

市场进行目的地推广工作。此外，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及MICE China也在十余年来帮助中国

及海外的目的地进行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推广活动，深受好评。

创建于2006年的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目的地市场营销传播公司，致力于为

国内外的目的地营销机构（DMO）、酒店、场地及其他相关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整合营销与传播解

决方案。

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的MICE China品牌现已发展为全球MICE领域的知名品牌，拥有多

渠道媒体平台，包括MICE China杂志、MICE China E-newsletter、MICECHINA.COM和MICE 

China公众微信号。目前MICE China杂志是亚太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会议行业出版物。

作为中国领先的目的地市场营销专家，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凭借对MICE领域的深刻了解、

丰富的行业经验、广泛的网络人脉，为多个国内外知名目的地提供了高水准的市场营销传播服务，

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不仅是泰国国家会议展览局和米兰会议局的中国代

表，还为数十个海外旅游局和会议局提供目的地营销服务。

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还运营有自有品牌的高品质路演活动，MICE China EXPO以及MICE 

China EXPO Outbound，是中国最成功的国内和出境会议活动交易平台。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沿线国家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同

时紧密连接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雅士国际媒体有限公司及MICE China将继续前行于目

的地推广的道路上，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

目的地推广，我们一直在前行

程楠   媒体群总编

nancy.cheng@mic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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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第三方担保时，才有信心买到

名实相符的“真货”，不然就可能大

失所望。

MICE China通过BPA®向您保证选

择我们投放广告确实物有所值。

BPA®出具的每份认证报告，都是成功媒体的

基石，充分证明了MICE China的价值。

坚持选择MICE China！！它是经BPA®认证、

最值得信赖的B to B专业媒体。

如需了解MICE China广告详情，请联系

Daisy Zhang, daisy.zhang@micechina.com, 

15101191371。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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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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机票价格走势如何，

呈现出哪些新趋势？“转变型”旅游体验有何特点，为何受到追捧？展会规

模与参会者满意度有必然联系吗？大型会议参会者在预订酒店上面临何种挑

战？不同国家的游客出行时偏好习惯有何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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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19 年机票价格将持续走高

CWT( 中航嘉信 ) 旗下的咨询机

构 CWT Solutions Group 在近日发

布的双月度航空趋势报告中预测 4

月份机票预定的全球平均票价 (ATP)

为 673 美元，比 2 月份下降 4%。今

年 1 月 ATP 爬升了约 6%， 2 月又上

涨 3%，主要原因是全球航空公司执

行了新的商业政策和收益管理模型，

推高了票价。

虽 然 4 月 ATP 略 有 下 降， 但

CWT Solutions Group 仍预测机票平

均价格在 2019 年将持续走高，原因

之一是各大航空公司要采用国际航

协 NDC（新分销能力）标准来创造

更大的附加收益，如选座位和行李

费。预定后价格追踪工作可以有效

得帮助航空公司在起飞前优化昂贵

国际
GLOBAL

机票的成本。

同时，在线订票工具（OBT）

的使用更加普及，主要的 OBT 供

应商在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尤其是

移动终端的 APP。企业差旅管理团

队鼓励其员工通过 OBT 和移动 app

来预订机票。今年 1,2 月，OBT 的

使用率稳定在 48% 左右，比去年

10~12 月上升了 6%，预计在 3,4 月

进一步攀升，有望 OBT 上预订量首

次超过所有机票预订的 50%。

 “转变型”旅游体验受追捧

IRF（激励研究基金会）近日发

布的“2019 IRF 趋势研究”报告预

测奖励旅游将进一步增长，主要原

因在于预算增加，参加者的级别、

范围扩大，以及公司内部及公众对

奖励旅游项目的认知有所提升。公

司管理层越来越认识到盈利的企业

可对员工奖励和认可计划进行战略

性的运用。

2019 年，“转变型”旅游将进

一步推动体验经济的发展，转变型

旅游提倡将健康养生、可持续性、

社区和个人实现的理念结合在一起，

创造更为难忘、纯正的体验，通过

旅游实现个人成长的更深刻内涵。

这些转变型体验需精心打造，

对于细节的关注和当地文化的深刻

理解至关重要，增加更多文化的互

动元素。如种植园就餐体验，主人

不仅准备菜单，而且菜单的每一部

分都与其家庭史相关，背后都有故

事可分享。但是转变型体验需要时

间和开放感，通常在繁忙的商务行

程中不容易安排。

 展会规模越大，参展者满意度更高？

展会是越大越好吗？展会行业

研究中心（CEIR）最近对规模不同

的活动在参加者目标和满意度水平

上的差别进行了调研分析，公布的

调查结果得到了 PCMA（专业会议

管理协会）基金会和国际展览和项

目协会的支持，揭示了组织一个成

功的展会并不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展

商、观众及更大的面积。

展览组织者往往认为“活动规

模越大，参加者的满意度可能会更

高”。但是调查结果却显示规模越

小的活动，实际上净推广分数越高，

意味着参会者更有可能把该展会推

荐给朋友或同事。这些活动虽然规

模小，但赢得的关注度却不低。报

告发现中小型活动的参会者在评估

是否值得参加时权衡的因素更多，

活动更经得住与同类展会的比较。

大型展会的参会者在展场所花

时间的基本价值层面收获更大，找

寻新产品和做生意。比起中小型展

览，占地面积超过 400,000 平方英

尺的展会在以下方面的满意度更高，

接触产品技术专家，发现新供应商，

找到解决商业挑战的新方法。这些

充分证明了，展览规模越大、展商

越多，就意味着可选择的范围更广，

可买的东西越多。但是大展有一点

明显的劣势是参观者容易迷失，参

观者增多，但志趣相投的现场观众

间开展交流互动反而更困难。

 各国游客出行偏好大有不同

EXPEDIA Group 旗下的媒体解

决方案近日发布了“多国旅游趋势”

报告，从全球视角审视了来自多个不

同国家旅行者的动机和行为的差别。

就旅行数量来说，墨西哥和中

国游客出行次数最多，分别为 5.6

次和 5.3 次，加拿大游客最少（2.8

次）；阿根廷人平均度假旅行时间最

长（12 天），日本游客的平均假期最

短（3.4 天）。

根据报告中统计得出的数据，

为旅游服务商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大型会议参会者的酒店预订面临挑战

希尔顿酒店集团，纽约旅游局

和专业会议管理协会（PCMA）近

日在联合发布的“未来锁房（Room 

Block）”研究报告，揭示大规模会议

参加者的酒店预订趋势，有助于更

好地理解商务活动领域的锁房行为，

针对不断变化的会议领域来开发出

更适应活动策划者和参会者需要的

订房系统。

报告指出约半数的大型会议参

加者倾向绕开已有的房间预订流程，

而自行预订酒店。报告分析了这决

策背后的驱动因素，其中让人吃惊

的一个发现就是在城市举行的大型

会议参会者约 25% 虽预订了大会指

定的合作酒店，但是未通过传统的

房间预订流程，名字并未出现在大

会锁房的客人名单。

很明显现有系统未能辨认这部

分参会者的房间预订优先级别。令

很多参会者不满的还有无法控制自

己的订房流程，无法获得通常预订

酒店的待遇，比如享受忠诚会员利

益。因此促使了 1/4 的参会者不使

用大会指定的订房流程而选择单独

预订。

旅行决策是感性的决定，需要打动人心。旅游供应商在进行推广

宣传时，除了价格有竞争力，还要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突出绝

无仅有的体验。

在强调优惠的价格之时，要引导游客关注旅行整体体验，使其感

到“价有所值”。

大多数游客在选择目的地时备有多个选项，乐于听取他人的建议，

因此在其计划阶段，可提供极具吸引力的照片和讯息来促动他们

最终决定某个目的地。

旅行者倾向通过 OTA （在线旅行社）来寻找灵感、搜索供应商并

进行预订。超过半数的游客在规划行程的阶段使用了 OTA，因此

可与 OTA 战略合作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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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  Melbourne
2019 年 5 月 29 日 ~6 月 1 日，国际

细胞和基因疗法协会（ISCT）年度科

学大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会展中心

举办，ISCT 是全球细胞、基因疗法和

再生医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之

一，届时将有超过 27 个国家的相关

医学专业人员参加。

02  Singapore
新加坡在 2019 年将迎来多项税务、

保险、法律等专业服务领域的重量

级企业会议，包括 2019 Baker Tilly 

International（博太国际）全球税务会

议，2019 卡巴斯基（Kaspersky）安

全分析员峰会，毕马威亚太税务峰会

2019，INSOL2019 等。

03  Kyoto
2020 年 9 月 17~20 日，第 31 届亚太

地区过敏、哮喘和临床免疫学协会及

亚太儿科过敏、呼吸和免疫学协会联

合大会将在日本的京都举行。该医学

盛会 2018 年在泰国曼谷召开，参加者

超过 1,500 名，2019 年将在北京召开。

04  Hamburg
2022 年国际脑积水及脑脊液循环障碍

学会 (ISHCSF) 主办的国际疾患大会确

认在德国汉堡市举办，2022 年 9 月，

全球将有大约 500 名专家来到汉堡参

会，为汉堡创造经济收益的同时，还

带来知识、交流和知名度。

05  Las Vegas
MGM ( 米高梅 ) Resorts International

近日宣布其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MGM 大会议中心将进行扩建，计划

投资 1.3 亿美元，新增场地面积超过

23,000 平方米。新场馆将与中心现有

3 层空间无缝连接，完工后中心总面

积近 79,000 平方米。

06  Gold Coast
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近日夺得多项世

界级会议的承办权，包括 2020 年的

第 9 届全球雷特氏综合症大会（350

名参会者），2022 年第 28 届世界医

学法学会大会（400 名参会者），这些

会议有望为当地经济创造超过 350 万

澳元的收益。

07  Seoul 
2019 年 3 月底，韩国的首尔接待了

首批来自印尼安联人寿保险公司的

1,000 多名员工，其余的 1,000 人则

于 4 月底抵达首尔，展开其海外奖励

旅游之旅。此次安排的行程中包括游

览首尔的著名景点，并在 AW 会议中

心举行了大型晚宴。

08  Cape Town
2020 年 6 月 26~29 日， 由 国 际

眼 科 协 会 主 办 的 世 界 眼 科 大 会

（WOC2020）将在南非的开普敦举行，

届时来自全球各国的眼科医学专家、

学者、从业人员将探讨眼科学的最新

研究进展及应用。首届 WOC 于 1857

年举行，2020 年是首次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召开。

09  Suwon
2019 年 3 月底，韩国新添一座会议中

心，位于京畿道首府的水原会议中心，

将成为南部京畿道地区的 MICE 枢纽

中心。中心共 7 层，含地下 2 层，地

上 5 层，总计 28 个会议室，中央区

域的一层主展厅面积达 7,800 平方米。

10  Christchurch
2020 年 10 月，位于新西兰皇后镇的

全新 Te Pae 会议中心将正式对外开

放，拥有一个 1,400 个座位的礼堂，

3,600 平方米的会展空间和 24 个会议

室，可承接最多 2,000 人的多种会议

和活动。

11  Hague
2019 年 4 月 15~16 日，(ISC)²，全球

最大的网络安全专业人员的非盈利组

织，在荷兰的海牙举行了 EMEA（欧

洲中东非）地区安全峰会，为期两天

的会议吸引了约 400 位参会者，围绕

隐私、网络犯罪、云、 事故应对和取证、

职业发展等主题进行探讨交流。

12  Kuala Lumpur 

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MITEC）已做出扩建场地的重大战

略决策。到今年 9 月份，MITEC 将新

添两间会议厅，可根据需求灵活安排，

其中一间最多容纳 1,200 人（剧院

式），另外一间稍小，可容纳 400 人（剧

院式）。

13  Rome
IAPCO（国际专业会议组织者协会）

已选定 2021 年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

其 50 周年全球大会，届时来自全球

各地的专业会议组织者将来到罗马，

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推动会议

产业的发展，罗马曾在 1976 年承办

过 IAPCO 年会。

14  Aberdeen
英国苏格兰全新的活动场馆，阿伯丁

活动综合体（TECA）近日推出官方网

站。TECA 总面积达 48,000 平方米，

包括多个世界级的会展厅、大型舞台

及1个餐厅。该多功能场馆总投资3.33

亿英镑，计划于2019年夏天正式营业，

将取代原阿伯丁会展中心（AECC）。

15  Maastricht
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 MECC 会展中心

于 6 月开始翻修升级工程，计划投资

4,900 万欧元。改造工程完成后，该

中心将成为欧洲更具竞争力的承接国

际大型会议活动的场馆。

16  Oslo
全球电动汽车领域规模最大的会

议——国际电动汽车研讨会 2022 年

将在挪威的奥斯陆举行，来自各国的

电动汽车领域的商业人士、研究人员、

政策制定者等将齐聚奥斯陆，共同商

讨电动汽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17  Houston 

2019 年 10 月 27~30 日， 第 58 届

ICCA（国际大会与会议）将在美国

的休斯顿举行，预计将吸引来自全球

各国的 1,000 多位会议业代表，探讨

国际协会大会的最新趋势，大会包括

定制的教育论坛、知识分享以及专业

会议人士与协会管理人员的交流互动

环节。

18  Auckland
2022 年，新西兰的首都奥克兰将迎来

第 8 届 IWG ( 国际工作组 ) 女性和运

动全球大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致

力体育运动中性别平等的 1,500 多名

专家将齐聚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探

讨如何推动运动中的男女平等。

19  Dubai 
阿联酋的迪拜世界贸易中心（DWTC）

宣布已成功夺得 2019~2022 年期间举

行的 10 项国际大会的承办权，包括

2019 年 10 月的第 4 届太空学青年专

业人员会议及第 22 届国际宇航学会

人类太空研讨会等，这些会议预计吸

引来自全球的大约 37,000 名代表，有

望为当地经济创造 1.9 亿美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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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会议解决方案，敬请联系

牟桐琳 小姐

Tel: (8610)84466451/2/3 ext.106

Email:lynn.mu@micechina.com

厦门万豪酒店及会议中心

图
片
提
供: 

厦
门
万
豪
酒
店
及
会
议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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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议解决方案  
MEETING SOLUTION

3

哪些行业、哪些类型、多大规模

的会议或者商业活动适合在酒店

举办？

在这里适合很多企业或者行业举

办会议及活动，比如会展、汽车、

媒体、医药产品或旅游推介等等

的发布会、又或者说各类赛事的

发布等等。

酒店的会议设施，面积，功能配置，

Q

Q

A Q

A

A

技术支持层面能够为会议策划者

在使用时提供哪些便利？或具备

哪些功能？

酒店拥有近 4,000 平方米的会议

及宴会场地，2 个宴会厅及 4 个

多功能厅，配备先进的会务设备；

其中大宴会厅面积 1,200 平方米，

无柱式、无边界落地玻璃窗设计，

内嵌高清巨型 LED 屏。另外，酒

店独有的会议中心配有 4 个不同

规格的会议室，3 个中式包房及 1

个 VIP 包房，露天烧烤吧、红酒

雪茄吧、桌球室、乒乓球室、棋

牌室和私家影院等。酒店前紧靠

彩虹马拉松赛道及沙滩，可更多

的为与会者提供多样场地。

酒店餐饮对与会者的体验度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贵酒店的宴会

特色是什么？都有哪些？

酒店餐饮能够多方位为客人提供

定制化服务满足客人一切需求，

除了在宴会厅内更有户外泳池烧

烤派对等，提供多样的选择。

王健先生出生于精致古都、江南

之乡扬州，先后曾在北京饭店莱佛士、

北京千禧大酒店、北京金茂威斯汀大

饭店、珠海新骏景万豪酒店担任行政

管家、前厅部经理及房务总监及驻店

经理职位。他的理想是打造一家充满

幸福感的酒店，他希望在这家酒店工

作的员工觉得很幸福，将来下榻酒店

客人的体验感也是幸福的。

王健
厦门万豪酒店及
会议中心总经理

厦门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优

美舒适的气候环境、便捷发达的交通

网络、功能完善的会议设施、有力的

扶持奖励政策和高效到位的政务服

务，使得会议组织者分外青睐这座鹭

岛。下面就介绍几个厦门会后活动，

为会议组织者提供更多选择。

乘海上帆船体验看金门，感受

厦门海域，观览海峡两岸风光，是

来厦门首选的海上体验项目，全程

约 60 分钟，途中可欣赏到香山游艇

避风坞，妈祖娘娘，土屿，大小金

门等沿岸风景，幸运的话，在航程

中还能看到跃出水面的白海豚。图 1

环岛路是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

的主赛道，被誉为世界最美的马拉

松赛道。路间的绿化是“鼓浪屿之

波”的乐谱，部分红色道路只供行

人通行。绕着环岛路骑自行车，聆

听海浪，轻拂海风，也是一种享受。

附近的椰风寨和胡里山炮台都是不

错的去处。图 2

王梅 May Wang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1
may.wang@micechina.com

 房间数：304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00m2         

厦门万豪酒店及会议中心

 房间数：48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50m2         

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房间数：437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厦门悦华酒店

 房间数：60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20m2         

厦门海悦山庄酒店

 房间数：58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312m2         

厦门瑞颐大酒店

 房间数：402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00m2         

厦门北海湾惠龙万达嘉华酒店

 房间数：407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80m2         

厦门禹洲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房间数：24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60m2         

厦门康莱德酒店

多样会后活动，
体验厦门浪漫风情

厦门是一个成熟会奖目的地，会展

行业得到厦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几年，厦门涌现出很多优秀的本

土公关策划公司，为这个城市带来

新鲜血液，推动行业的裂变发展。

周印芳 - 总经理助理
上海佰川驭道会展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买家点评

特殊场地推荐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场馆总建筑

面积 14 万平方米，由会议中心、五

星级休闲度假酒店 、音乐厅三部分

组成，2008 年建成投入使用。厦门

国际会议中心坐落于美丽的环岛路

上，地理位置优越。厦门国际会议

中心拥有一流的会议设施和一支优

秀的运营服务团队，每年举办各类

会议活动 300 多场次。

 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占地 47 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2 万平方米，

包括 A、B、C 展馆及一座拥有 210

间客房的四星级会展商务酒店。四

个展馆共设 22 个展厅，室内展厅

面积合计 15 万平方米，可设 7,500

个国际标准性展位，拥有多功能厅、

国际会议厅等各类中高档会议室及

贵宾室 32 间。

鼓浪屿是一座各种文化交织碰

撞的岛屿，最高峰日光岩是厦门的

象征；菽庄花园、皓月园、毓园更

为园中盛景。这里有地方色彩浓厚

的老别墅，历史气息浓厚的公馆，

新锐的设计酒店，浪漫清新的客栈，

还有各种文艺小旅馆，满足各种会

奖团队的不同需求。

厦门老院子景区，老民俗文化

风情园和“闽南传奇”秀是老院子景

区的两大特色，一园加一场，深厚的

地域特色 -- 闽南文化集萃以及将高

科技技术，时尚艺术含量及闽南文

化故事相结合的闽南传奇演艺，为

会奖团队呈现一场精彩的大戏。图 3

本期 MICE China 将为您的厦门

会奖之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选择方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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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数：43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100m2         

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店

 房间数：16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青岛涵碧楼酒店

 房间数：324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000m2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万达嘉华酒店

 房间数：39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20m2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间数：17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000m2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万达文华酒店

 房间数：36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00m2         

青岛即墨希尔顿逸林酒店

 房间数：60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900m2         

青岛海泉湾皇冠假日酒店

 房间数：389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18m2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皇冠假日酒店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皇冠假日酒店

青岛东方影都融创皇冠假日酒

店，致力于成为最受有志之士喜爱的

商务品牌酒店。酒店坐落于青岛市西

海岸新区滨海大道星光岛，与岛上大

剧院、国际秀场、游艇会、影视产业

园、融创茂等娱乐配套设施毗邻而居。

酒店拥有 389 间海景客房及套房，南

北风味彩丰小馆中餐厅、星光全日餐

厅及大堂酒廊为您提供独具创意的美

味佳肴。

酒店拥有共约 900 平方米灵活的

会议场地，其中包括可轻松容纳 900

人的大宴会厅，4 间多功能会议室及

1 间贵宾厅，另有 1,400 平方米海景

草坪花园及约 265 平方米大宴会厅外

廊多功能区。所有会议场所均配备高

速无线网络与最新技术的音频视频系

统。无论是董事会议、品牌发布会、

公司年会，都能为会议策划者度身定

制相关的会议方案。

青岛继成功举办上合峰会后迎来了

MICE 产业的黄金发展期，优越的

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设施、完善

的 MICE 产业配套体系、优良的性

价比都将决定着其未来良好的前景。

王维强 - 采购总监
北京派合文化传播
股份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特殊场地推荐

红树林会议会展中心拥有 4,500

平方米无柱宴会厅，可容纳 6.000

人同时会议、4.000 人同时宴会，挑

高 14 米，无柱式空间可自由组合，

可根据不同需求分割成 3 个或者 8

个多功能会议、宴会场地。利用下

垂式投影仪、无线麦克等智能设备

高品质 LED，实现不同灯光切换打

造特殊场景效果。不仅可以满足各

种高端会议需求，同时还能为文化

艺术展交、奢侈品发布、科技主题

交易、国际电影节、斯诺克公开赛、

WBO、散打、篮球等国际体育赛事

和竞技比赛提供理想场地。

酒店推荐

青岛涵碧楼酒店建在凤凰山下，

最大的会议厅为凤凰厅 1,100 平方

米的大宴会厅位于酒店二层，可独

立分隔为 2 个宴会厅，厅内无柱。

日月潭厅位于酒店的5层，厅内无柱，

共有四个包间，每一间为 80 平方米，

全部打开为 320 平方米。

青岛是一个有着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城市。这里夏天的风里总

飘着淡淡的啤酒花的焦香，啤酒已

经成为了青岛最为生动文化符号，

从街头塑料袋散啤的日常小酌，到

啤酒节啤酒大篷里的开怀豪饮，俨

然成为了岛城人民日常生活的标配。

青岛啤酒选用优质大麦、大

米、上等啤酒花和软硬适度、洁净

甘美的崂山矿泉水为原料酿制而成。

原麦汁浓度为十二度，酒精含量

3.5~4%。酒液清澈透明、呈淡黄色，

泡沫清白、细腻而持久。

青岛最普遍且具特色的当数在

街边小店里打散啤，将当日生产的

鲜啤罐装到啤酒桶里，人们用透明

塑料袋打回家中，街上人来人往手

拎一塑料袋啤酒，也是这个城市独

有生活气质。新鲜的青岛啤酒，浓

郁鲜香，泡沫丰富，喝到刚刚微醺

就是恰到好处的幸福了。

会奖团队中啤酒爱好者，可以

去著名的登州路碑酒一条街尝遍各

种青岛啤酒，在原产地喝最新鲜的

原浆啤酒，一定会是最爽的会后活

动体验。也可以参观有着德式的建

筑风格的青岛啤酒博物馆，曾是青

岛啤酒的老原厂，后被改造成全国

第一家啤酒博物馆。与会者可一边

了解参观啤酒历史和啤酒的制造工

艺，一边品尝青岛原浆啤酒。

青岛办会——会和啤酒
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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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目前迎来会展经济热潮。在市

区最核心地段可以选择君悦酒店，

最大宴会厅 1,160 平方米。同时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可提供 5 万平米

展厅及酒店周边配套服务。

闫进 - 总经理
北京博昂思营销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糖油粑粑，是长沙的一大特色，

虽然原料只是简单的糯米粉和蔗糖，

但特殊的制造过程使它看上去垂涎

欲滴，咬一口，甜到心里。

早上三个糖油粑粑下

肚，可充沛体力，下午

三个糖油粑粑打牙祭，

提神饱肚，糖油粑粑的

滋味和作用在长沙人眼里

都是奇妙无穷的。

相信有长沙各种美食加持，另

有选择多样的酒店会议场地，一定

会为您的会奖活动增色不少。

长沙素来被称为美食天堂，而

小吃又撑起了长沙美食的一片天。

长沙的小吃数不胜数，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长沙人爱吃，好吃，能

从美食中找到生活的快乐与满足。

除了长沙的各色小吃，辣味十足、

鲜香味美的湘菜也是不容错过的，

团队来到长沙，吃已经成为一门必

修课。

王梅 May Wang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1
may.wang@micechina.com

 房间数：304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00m2         

长沙梅溪湖金茂豪华精选酒店

 房间数：33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80m2         

长沙现代凯莱大酒店

 房间数：34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96m2         

长沙运达喜来登酒店

 房间数：40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700m2         

长沙顺天凯宾斯基酒店

 房间数：24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88m2         

长沙尼依格罗酒店

 房间数：41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400m2         

长沙富力万达文华酒店

 房间数：39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30m2         

长沙北辰洲际酒店

 房间数：35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60m2         

长沙君悦酒店

长沙小吃，
提味会奖体验

长沙尼依格罗酒店
长沙尼依格罗酒店位于城市繁华

的核心地段，耸立于 452 米高的长沙

国金中心之巅，坐拥壮阔迷人的天际

景观和风光无限的湘江美景，长沙尼

依格罗酒店拥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宴会

及会议场所，是城中别具非凡的宴会

场地。

•尼依格罗宴会厅

位于 5 层车辆可以直接驶入的尼

依格罗宴会厅。宴会厅层高 8 米，面

积 788 平方米。全厅设有 1 块大 LED
屏幕和 3 块小 LED 屏，亦可根据不同

需求分隔成三个单独使用的小型宴会

厅，灵活的空间设置，满足宾客的不

同选择。

•茵园礼堂

位于酒店 8 层的茵园礼堂和庆

典花园，茵园礼堂层高 4 米，面积为

220 平方米，可容纳 40~80 人不等。

茵园礼堂拥有全落地玻璃，为会议客

人带来独特别致的绝妙体验，酒店专

业的宴会专家及团队，追求卓越的宴

会服务，为宾客打造难忘的会议体验。 •米兰厅以及罗马厅

位于 92 层精心设计的米兰厅和

罗马厅，为城中乃至华中最高多功能

厅，层高 4 米，每厅面积为 200 平方

米。适宜举办天际会议，高端宴会等

小而精致的活动，身处其中可将波澜

壮阔的长沙城市景观尽收眼底，带来

独一无二的会议体验。

新酒店推荐

长沙大王山假日酒店将于 2019

年第四季度开业，酒店坐落在长沙

市岳麓区大王山旅游度假区内。酒

店 280 间客房简约雅致、设施完善，

可饱览“山、水、洲、城”盛景。

酒店中餐厅有湖湘经典、粤式各类

美味；全日餐厅可享用中西荟萃的

自助佳肴；在大堂吧休闲小酌，度

过轻松愉悦的下午茶时光。酒店设

有 7 间会议室，其中大宴会厅可轻

松容纳 380 人。宽敞的场地和专业

的宴会支持各类会议会宴。

特殊场地推荐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位于长沙市

长沙县黄兴镇浏阳河东岸，总建筑

面积约 44.5 万平方米。中心紧邻黄

花机场、长沙南站、京港澳高速公

路以及长沙磁浮快线、长沙地铁 2

号线和长沙地铁 4 号线，交通便利。

中心北登录厅二楼有 1,800 平方米

的多功能厅，且配有餐厅、会议洽

谈室、新闻中心等配套空间。中心

配备有专属停车场，包括小轿车停

车位 3,200 个，大货车（大巴）停

车位 550 个。

来 长 沙

怎么可以不嗦

粉，讲究一汤二粉三码料四

调料，鲜香热辣，满足各种口味。

米粉通常分为扁粉和圆粉，正宗的

长沙老粉馆一般都是扁粉。长沙人

爱吃扁粉，大都因为扁粉能够吸附

更多的汤汁，吃起来更有味道。汤

底清淡，大多以猪棒骨熬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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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滚的毛肚、鸭肠、黄喉，油质厚

重的牛油能锁住肉味的鲜美，不易

凝固，清爽不糊口。重庆火锅素菜

也有讲究，蔬菜的水分、土豆的淀

粉一下锅，会影响整个锅底老汤的

味道，现在有很多重庆火锅店不卖

粉和土豆南瓜等胶质重的食物。新

鲜毛肚下锅七上八下，往油碟儿里

轻轻一蘸，降温减辣，脆爽鲜美！

与热辣火锅最配的餐后甜品就

是冰粉了，清凉解腻吃着才叫舒服。

冰粉像果冻一样，软嫩 Q 弹凉爽可

口，上面一层黄豆粉混合着甘蔗糖，

再配上一些花生、红豆、葡萄干。

还有薄荷、玫瑰、桂花等各

种口味可选，一些火

锅老店还有独家秘

制手工冰粉。

重庆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

带的联结点，将打造一批会展业高

端平台，积极申办系列高端国际会

议及专业论坛，这将助力重庆渐成

会展之都，会展成为城市加速器。

赵忠德
副总裁 / 董事总经理
上海梵拓熙广告有限公司

买家点评

重庆依山靠水而建，常年雨量

充沛，气候湿润，是有名的雾都，

而且它还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火炉”

之一，夏季酷热难当，人们为了防

寒湿祛暑热，大多嗜吃麻辣。鲜美

的火锅，又麻又辣能刺激人的味蕾，

朵颐之余，大汗淋漓。

重庆火锅多为牛油锅底，六分

牛油，四分水，放姜蒜花椒和海椒，

另加其他各种香料，每家都有自己

不传的底料秘方。蘸料分油碟和干

碟，大多食客都是双碟同吃。纯正

的菜籽油能最大限度地吸收青花椒

的鲜麻，各色香料的加持更增强了

清油麻香的口感。

在诱人的红汤里挑拨摆弄上下

特殊场地推荐

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是我国

西部地区最具规模的会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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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中心有国际五星级大厨精

心呈现中式宴会、西式宴会、自助餐、

鸡尾酒会、茶歇等各类美食，满足

与会者的所有想象。结合巴渝文化，

突出自身及重庆本地特色独创的巴

渝风情宴，广受好评。

王梅 May Wang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1
may.wang@micechina.com

热辣重庆
山城会奖

 房间数：39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66m2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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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00m2         

重庆喜来登大酒店

 房间数：96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60m2         

重庆北碚悦榕庄

 房间数：44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00m2         

重庆帕格森蒂两江蒂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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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00m2         

重庆尼依格罗酒店

•蒂华中餐厅 
蒂华中餐厅位于酒店二层，拥有

高雅时尚的大厅及提供私密空间的 13

间豪华包房任您选择。采用新鲜食材，

荟萃川粤美食，提供营养、健康、绿

色佳肴。

•高品质的酒店客房

重庆帕格森蒂两江蒂苑酒店拥有

443 间设计新颖、设施完善的高品质

客房，其中套房 27 间，双床房 313 间，

大床房 103 间。酒店秉承英式管家服

务的核心理念，借助现代科技的高效

平台，为宾客提供殷勤服务。所有客

房洗浴室配有雾化玻璃，豪华客房拥

有超大阳台，A 栋客房配有智能化电

动窗帘，一系列高品质配套设施。

•灵活多变的会议场地

酒店拥有面积高达 3,000 平方米

的会议中心，其中有 1,200 平方米无

柱的蒂苑厅、800 平方米的多功能铂

苑厅以及 9 个会议室，其中蒂苑厅气

势恢宏，配有高级视听系统、摄影跟

踪系统、可移动舞台、多媒体投影以

及 78 平方米的 LED 屏幕，可满足各

式会务需求。

重庆帕格森蒂两江蒂苑酒店

会奖团队吃完了火锅，可展开

丰富的会后活动，枇杷山公园俯瞰

渝中老城，洪崖洞看两江汇流，磁

器口逛山城老街，解放碑一路吃吃

逛逛。相信重庆独特的山城气质和

丰富的会奖资源，一定会为您的会

奖活动增色不少。

本期 MICE China

将介绍重庆 7 家会议型酒店

和特殊场地，以及重庆的特

色活动推荐，为您的重庆会

奖之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选

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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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是理想的消夏避暑会议

目的地选择。这里山势巍峨壮观，

植被景观绚丽多姿，满山上下保持

着完整的自然生态环境，从山麓至

山顶，明显的呈现出垂直分异的自

然景观。会奖团队在长白山可尽情

享受清凉舒爽的多种体验。

在长白山泡温泉，温泉里含有

大量硫化氢、氡元素和其他矿物质 ,

可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长白山还

有水温低于 25 摄氏度的冷泉 , 其中

著名的药水泉有很高的疗效。一些

高温热泉还可品尝美味的温泉蛋。

会后租车高氧骑行，在二道白

河镇的美人松公园和万达度假区内

都可以租车骑行。在这样高海拔、

高森林覆盖率、高含氧量的地段骑

行，是会后活动不可错过的体验。

在森林中自然漫步，长白山上

下布满了茂密的森林，林海中古树

参天蔽日，随处呈现出一片原始风

光。在森林中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

离子含量极高，漫步其中使人心情

舒畅，精力充沛。会奖团队可在此

享受天然氧吧，感受自然与人融洽

和谐的意境。

盛夏观天池，观天池的最佳时

节是盛夏，因云雾相对较少，有机

会一睹天池真容。天池水质清澈，

平静的湖水倒映着四周 16 座山峰 ,

蓝天、雪峰、碧水 , 一片宁静安谧的

气氛。会奖团队可一起合影，此处

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拍摄最佳景点。

本期 MICE China 将介绍长白山

1 家新酒店，8 家会议型酒店和特殊

场地，为您提供更多选择方案。

王梅 May Wang
本文编辑

010 8446 6451 转 101
may.wang@micechina.com

 房间数：262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40m2         

长白山万达威斯汀度假酒店

 房间数：235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985m2         

长白山万达套房假日酒店

 房间数：27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116m2         

长白山凯悦酒店

 房间数：300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70m2         

长白山温泉皇冠假日酒店

 房间数：297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240m2         

长白山万达喜来登度假酒店

 房间数：163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60m2         

长白山柏悦酒店

 房间数：368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985m2         

长白山万达假日度假酒店

 房间数：299 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00m2         

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假酒店

清凉一夏
做会长白山

•宴会及会议场地 
酒店拥有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

的宴会及会议场地，包括 700 平方

米的无柱大宴会厅及 4 个多功能会议

厅，配有当地挑高最高（超过 10 米）

的宴会厅，超高举架搭配最先进的

64 平 P2.5 高清全彩 LED 大屏以及

BOSE 专业会务音响系统。

•宽敞舒适的酒店客房

酒店拥有 299 间设施齐全宽敞

舒适的客房，其中包含 18 间豪华雅

致的套房，客房面积 42~218 平方米。

客房以四季理念进行设计，自然灵

动，风格别具，超大景观阳台于夏季

可以欣赏葱郁桦林，冬日则能远眺皑

皑雪山。

•选择多样的餐饮

酒店餐饮场所一应俱全，包括

纬度全日制餐厅、岳桦中餐厅、松江

味道特色餐厅、冰凌吧大堂酒吧。纬

度全日制餐厅具有明亮洁净的明档厨

房，可容纳 130 人同时就餐。酒店专

业的厨师团队将国际美食与本地菜式

完美融合，提供美味的各类中西美食。

随着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酒店群

及会议中心等会展硬件配套设施的

建设及完善，长春至长白山高铁的

开通，吸引越来越多的会议举办者

将其作为特色会奖的首选之地。

王文慧 - 采购主任
中旅会展资源采购部

买家点评

特殊场地推荐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是一个集旅

游，会议，休闲，商业，娱乐等功

能于一体的山地度假综合体，由滑

雪场，高端度假酒店群，旅游小镇

等 5 个主要功能区。长白山国际度

假区距离长白山机场只有 20 分钟

的车程，距离长白山景区也只有半

小时车程。度假区内的高尔夫球场，

滑雪场，温泉以及高中低档餐厅，

满足了不同旅客的不同需求。长白

山国际度假区在一年四季都能给人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酒店推荐

长白山温泉皇冠假日酒店位于

长白山北景区山门处，仅 5 分钟车

程即可抵达长白山北景区新山门，

出行十分便利。酒店拥有 300 间客

房，总面积达 1,328 平方米的宴会

及会议场地，包括一个 770 平方米

的无柱式大宴会厅、5 个多功能会议

厅及 1 间董事会厅，配备高科技试

听设备，满足不同会议需求。餐饮

场所一应俱全，花园餐厅、彩丰楼、

啤酒花园、火山吧、大堂吧、行政

酒廊及木屋别墅，中西云集 24 小时

为您提供服务。酒店还拥有健身中

心、室内恒温泳池、森林徒步骑行

公园等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让您的会奖行程精彩缤纷。

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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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场馆输出管理分析报告
（2018年）中篇：
会展场馆建造及经营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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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模式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是：无需任何财政及编制负担可以

获得新的会展中心综合体，并能拉起会展中心综合体周边的地

价。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好处是：能在企业本地城市外的地区获

得会展中心附近廉价的土地，通常获得的土地折价金额大于会

展中心建设和绑定运营期间费用总额，以及和当地政府建立良

好的政企关系。这种模式在不同城市被推广。

土地换会展中心综合体模式

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会展场馆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建设和运营。

该种模式不但占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增添政府债务，还会让地

方政府增添事业单位及人员编制来维持建成的会展中心运营。随着城

市建设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在老城区外拓建新城区。将新建会展中

心综合体建在新城区中心点，从而拉动新城区地价和建设，成为地方

政府建设城市的主要模式之一。而用土地向地产开发商换会展中心综

合体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新建会展中心的主要方法。该方法主要包

含以下步骤：

A.地方政府制定包含会展中心综合体的新城规划；

B.低价甚至免费将会展中心用地提供给房地产开发商，由房地产

开发商全资建造会展中心；

C.地方政府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在会展中心建成后绑定运营

20~30年 ；

D.作为补偿，地方政府将会展中心综合体周边的商业地块及住宅

地块按折扣价卖给开发商。

这种模式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是：无需任何财政及编制负担可以获

得新的会展中心综合体，并能拉起会展中心综合体周边的地价。对房

地产开发商的好处是：能在企业本地城市外的地区获得会展中心附近

廉价的土地，通常获得的土地折价金额大于会展中心建设和绑定运营

期间费用总额，以及和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这种模式在不

同城市被推广，例如：珠海华发集团建设的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绿地

集团建设的南昌绿地国博中心和郑州绿地新国际会展中心、招商局和

华侨城建设的深圳新国际会展中心等。

我想分享一下这两年我陪同多个企业客户分别参加不同的行业论

坛和展览的体验。MICE相关行业的展会和论坛，不管是国际上的还是

国内举办的，以及哪家主办的，大家都很清楚。作为主办方，初衷是

给行业搭建平台，在这平台上共享信息，资源和人脉，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这十数年下来，已经让人感到某种“倦态”，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1） 展会参展商每年的变化不大；

2） 大小类似论坛越来越多了；

3） 论坛的主题来来去去就是这几个，无非是老酒装新瓶；

4） 形式上缺乏新意；

5） 企业买家行业集中度太高；

6） 评奖流程不透明，评委代表性不全面，得奖者兴趣不高，观众

只是看热闹，一切流于形式。

审美疲劳

如此一来，每次展会和论坛，给企业买家的最大感受就是效率和

质量不高，两天的展览，可能半天就能见完感兴趣的展商，而各家论

坛主题多类似和重复也给大家带来了“审美疲劳”，所以企业方也逐渐

开始从积极参与，转变为能推则推，不能推就给主办方或邀请方面子

友情参与的心态变化。

多了解买家需求

今天我们先说一下展会参展商。从MICE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在

论坛或者展会上多见的是目的地旅游局、地接社公司、酒店和酒店集团、

航空公司，这些占据了参展商的85%之多。而这里面每年的变化不超

过30%，其中关键的航空公司板块，却总是那几家企业买家真正关注

的航司会缺席。

而MICE行业客户想借此机会见到的参展商已经不局限于这些板块

和老面孔，他们更希望能和那些真正有MICE行业特点的公司作面对面

的沟通，比如车队公司、用车平台公司、差旅和MICE服务专业公司、

软件技术开发商、企业餐饮服务公司、咨询公司、游轮公司等。

我们理解前者可能有一定的市场预算，可以支持到主办方的经营

目的，但如果长此以往，随着企业买家和专业买家的人数和质量的下降，

反过来就必将影响主办方的招商和利益。更何况，主办方的利益不该

仅体现在单一的展览和论坛上，它之外的收益也是有想象空间的。所以，

请多多了解买家的需求，引入多些更被关注的参展商来夯实您的舞台，

多看大帐和长远的，这样才能有一个多赢和持久的局面。

张良

上海赤达良赢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从事一个行业，多角度多方位的去了解该行业各个角色的工作

是有必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更为专业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去引导自己企业进步和规避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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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

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置

身于红旗街商务区繁华地段，

预计2019年10月进入试运营阶

段。酒店拥有235间空间感十

足的客房及套房，让您在每日

繁忙过后，尽情放松身心。总

面积逾2,000平方米的宴会及会议场地囊括了一个面积为958平方

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以及5个多功能厅。

酒店总经理Akmal Soliman先生表示：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

面对长春电影制片厂，紧邻欧亚商都、万达广场等高端购物商场，

毗邻长春第一汽车厂、高端写字楼等商务区，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同时，酒店宴会场地设有车载电梯、90

平方米内嵌式LED显示器以及配备齐全的视听设备

和先进的多媒体演示系统，为高端商务会议、新车

发布会、大型展会提供完善便利设备设施。

新场地

编辑／牟桐琳

内江滨江假日酒店

内江滨江假日酒店于2019年7月中

旬盛大开业。酒店坐落于繁华的沱江江

畔，距成渝高速路仅10分钟车程，距内

江高铁站15分钟车程。酒店拥有344间

客房，其中199间双床房。7间会议室

及多功能厅最大面积近千平、开阔的室

外滨江会议场地适合多种户外团建活动、

专有楼层设有22个独立茶坊包间，多种

场地选择让您的多样会议灵感得以实现。

酒店总经理赵宇峰先生表示：内江滨江假日酒店是内江市首家

国际品牌酒店，且位于市中心交通便捷。酒店拥有自然

采光大宴会序厅、近千平米江景大宴会厅、自然采

光多功能厅及户外江景仪式场地，会议场地多元化，

另外酒店双床房客房占酒店总房数约60%，能极大

地满足会议团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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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地 
WHAT'S NEW

南京凯宾斯基酒店

南京凯宾斯基酒店即将于2019年9月

盛大开业。酒店地处秦淮区核心位置，便捷

抵达新街口商业区及明故宫等名胜。酒店拥

有336间客房，3个匠心独运的餐厅，1,250

平方米大宴会厅层高8米，可同时为720位

宾客举办宴会，或为1,100位宾客召开会议，

另有3个布局灵活的多功能厅、2个设施齐

全的董事会议室，以及能够饱览金陵城景的

空中露台，会议活动空间超3,000平方米。

酒店总经理阿尔瓦罗 · 瑞腾伯格先生表示：南京凯宾斯基酒店

拥有卓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会务设施，多种规格的会

议室和宴会厅可以为不同需求的会务活动提供创意。

凯宾斯基作为欧洲奢华品牌酒店，其便捷的交通、

完备的配套和专业的服务，都将成为举办高端会展

的理想选择。

沈阳康莱德酒店

沈阳康莱德酒店地处沈阳

市CBD的核心位置，位于市府

恒隆广场66层至88层。酒店拥

有315间客房，包括37间套房。

所有会议设施均位于酒店3层和

5层，总体会议空间面积达2,000

多平方米，包括1间1,000平方米无柱大宴会厅以及6间多功能会议

室和宽敞的室外露台，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组合。酒店将于2019年

9月开业。

沈阳康莱德酒店总经理艾嘉德表示：作为希尔顿旗下的奢华品

牌，沈阳康莱德酒店致力于为客人悉心提供个性化服务，

创造舒适放松、充满灵感的入住体验。我们不仅拥

有优雅别致的会议空间，更有专业的销售及服务团

队为客人量身订制公司会议或各种活动。每个会场

均配有最新技术和视听设备。

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假酒店

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

假酒店将于2019年盛大开幕，

地理位置绝佳，距离长白山机

场仅20分钟车程，5分钟车程

可达长白山池西游客服务中心。

酒店拥有299间客房，含18间

套房。纬度全日制餐厅、岳桦中餐厅、松江味道特色餐厅为您提供

各类中西美食。酒店拥有总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宴会及会议场地 ,

包括700平方米无柱大宴会厅及4个多功能会议厅。

酒店总经理Bonnel先生表示：长白山吉视传媒铂尔曼度假酒店

是雅高集团在长白山地区的首家高端品牌酒店，酒店拥

有长白山当地挑高最高（超过10米）的宴会厅，超

高举架搭配最先进的64平P2.5高清全彩LED大屏

和博士专业会务音响系统，能够满足各种高端MICE

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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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柏悦酒店

位于平安金融中心南塔，

深圳柏悦酒店毗邻深圳会展中

心，地理位置便捷，即将于今

年正式启幕。酒店设有195间客

房，内部设计风格独特，视野

辽阔，俯瞰璀璨繁华的都会美

景。酒店拥有总面积1,500平方米的会议宴会空间，9个多功能会议室，

凭借其优雅的府邸设计，可为各类型的活动诠释不同的风格与细节。

总经理韩必得先生表示，深圳作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已发展

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位于深圳地标建筑平安金

融中心南塔所在的福田中心商务区，深圳柏悦酒店为

MICE客人所提供的将是极富个性的定制级宴会及会

议服务，所有的会议及宴会空间均可通过全景落地

窗享受自然采光，颠覆众多传统酒店的空间布局，

为客人提供优雅而惬意的参会体验。

上海鲁能 JW万豪侯爵酒店

上海鲁能JW万豪侯爵酒店

将于2019年8月在上海华丽亮

相。酒店位于浦东新区黄浦江

畔，坐落陆家嘴商区，拥有515

间客房，3,200平方米会议场地

及6个餐饮场所。气派超然的建

筑，结合摩登居停的设计理念，将全新演绎沪上低调奢华，为一众

品味超群而自信的杰出精英打造JW非凡款待。

酒店总经理潘小莺女士表示：作为瞄准MICE市场的奢华酒店，

卓越的地理位置是酒店吸引宾客的关键优势之一。酒店距陆家嘴与

世博园仅15分钟车程，黄浦江、游艇俱乐部、美术馆

等都近在咫尺。同时，酒店拥有大型的会议场地、

舒适的客房及丰富的餐饮体验，凭借完备的酒店设

施和卓越的服务，上海鲁能JW万豪侯爵酒店将是

举办MICE活动的理想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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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虹桥蛟龙凯莱酒店

2019年6月28日上海新虹

桥蛟龙凯莱酒店盛大开业。酒

店位于青浦区华新镇，距离虹

桥枢纽开车仅15分钟，距离国

家会展中心仅10公里，交通十

分便捷。酒店共有188间客房，

房间面积均在40平方米以上，酒店2个会议室总面积180平方米，

宴会厅1个总面积700平方米。可承接各类会务，发布会，下午茶

会及年会等活动。

酒店总经理韩建新先生表示：我们为前往国家会展中心参加展

会的商务人士打造卓越的商务休闲以及餐饮体验。餐饮

方面也作为我们的主打及强项，酒店拥有可同时容

纳数百人的中西餐厅及日本料理和特色铁板烧，并

且大堂酒廊设有50个座位可提供精选酒水咖啡及精

致小食。

厦门万丽度假酒店

厦门万丽度假酒店位于厦

门环东海域西海岸。酒店交通

便捷，距机场约12公里，距火

车站约9公里。酒店共拥有200

间海景客房及别墅，三间风格

各异的海景餐厅和酒吧，五个

不同主题的户外泳池、一个室内恒温泳池和儿童乐园。1,700平方

米的高配会议及宴会空间，可随实际用途分隔使用，满足各类会议

需求。酒店预计开业时间为2019年夏季。

酒店总经理陈文峰先生表示：厦门万丽度假酒店位于福建省厦

门市，一座开放、包容、国际化的滨海旅游城市。酒店

的高配会议及活动空间，可满足各类会议及宴会需

求。酒店的专业策划团队将为宾客打造集鲜活体验、

感官会议及本地探索于一体的专属风格化会议，让

宾客发现会议的独特乐趣之所在。

广州翡翠希尔顿酒店

广州翡翠希尔顿酒店坐落

于广州科学城中心区，距宝能

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仅10分钟车

程，步行10分钟抵达地铁6号

线暹岗站， 45分钟至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酒店设有 8 层，拥

有 430 间雅致客房及超过2,500平方米的会议场地，包括 1,200平

方米无柱式大型宴会厅和八个不同规格的多功能厅。

酒店总经理袁兴涵先生表示：广州翡翠希尔顿酒店地处科学城

这一东部发展战略要地，临近世界经济知识高地 -中新知识城，这

些新兴产业基地日益增长的会务活动需求，构成了酒

店庞大的客户群体，加之希尔顿荣誉客会忠诚计划，

都为酒店MICE提供有力支持。此外，酒店45平方

米宽敞舒适的客房，部分会议厅拥有自然采光和户

外景观，这些自身优势使我们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杭州桐庐康莱德酒店

杭州桐庐康莱德酒店坐落

于静谧的天溪湖度假区，酒店

共有78间客房，最小面积为73

平米，总面积428平米的4间多

功能会议室均有自然采光和秀

美湖景。酒店完善的配套设施

和丰富的餐饮场所，让客人尽享身心的放松和愉悦的餐饮体验。

酒店总经理Fredy Pascal Hauc先生表示：酒店作为桐庐唯一一

家国际奢华品牌酒店，具有良好的口碑效应。酒店整体环境私密且

宁静，丰富的室内外空间和周边景点，为团建、公司会议以及度假

团队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拥有10间套房及宽大湖景阳

台的6号楼尤其适合小型会务团队。10栋独立别墅

为高端会议提供更为私密和定制化的选择。穿过酒

店的专属道路，是完美的试乘试驾路线。新开通的

桐庐高铁提供了便捷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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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地 
WHAT'S NEW

九寨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

九寨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

位于中查沟入口处的黄金地段，

距离九寨沟风景名胜区仅 14 公

里并且距离九寨千古情景区仅 

5 公里。酒店设有 426 间客房、

套房和别墅。酒店的客房至少 

46 平方米，10 套别墅每套都在 320 至 460 平方米之间。度假酒店

的康乐设施包括水疗中心、24 小时健身中心、儿童俱乐部。九寨鲁

能希尔顿度假酒店提供 1,522 平方米灵活的会议和活动空间，包括 

7 个多功能厅、宴会前厅和可容纳 1,300 人的 910 平方米大宴会厅。

    酒店总经理高斌先生表示：希尔顿酒店及度假村

即将在中国最优美目的地之一九寨沟带来国际化酒

店服务标准。九寨鲁能希尔顿度假酒店致力于打造

值得纪念的旅行回忆和温馨体验，必将成为国际国

内宾客的首选。

遵义创元千禧大酒店

遵义创元千禧大酒店位于

遵义市新蒲新区奥体西路，毗

邻奥体中心，坐拥遵义市大学

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酒店共设538间豪华客房，设

有不同规格的宴会厅和会议室

13个，其中无柱豪华宴会厅面积超过1,800平方米，酒店中餐厅拥

有豪华包间15个及宽敞的用餐独立座位，满足各种商务宴请及家庭

聚会，并配备西餐厅、大堂吧、商务中心、行政酒廊、棋牌室、健

身房、恒温游泳池等 。

   酒店总经理罗俊士先生表示：酒店是一家高端商

务会议型酒店，委托千禧国际酒店集团管理，是遵

义市乃至贵州省目前规模领先的星级酒店。酒店具

备大型会议、宴会的接待条件，还配备1,200个停

车位，是遵义市酒店行业规模数一数二的停车场。

厦门宸洲洲际酒店

厦门宸洲洲际酒店坐落于

厦门东部新兴国际金融中心，

靠近风光旖旎的环岛路海岸线，

信步可达厦门国际会议及会展

中心、购物中心、大戏院、游

艇码头及海滩。酒店拥有291

间客房和套房以及近2,000平方米的宴会会议场地，包括2间大宴

会厅和7间多功能厅。

酒店总经理雷默（Andreas Kraemer）先生表示：厦门是一个

拥有悠久闽南文化和历史的城市，同时这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城

市也正在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越来越多的国际知名企

业以及大型会议、会展选址厦门。厦门宸洲洲际酒

店会利用品牌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充分展现洲际

品牌的奢华商务气质，为中外来宾营造舒适的入住、

用餐和会议氛围。

宜春明月山假日度假酒店

宜春明月山假日度假酒店

坐落在“温泉之都”江西省宜

春市温汤镇，背依国家5A级旅

游景区明月山。镇内因富硒温

泉而闻名于世，酒店与温泉出

水口仅咫尺之遥。酒店毗邻古

井泉商业街，购物出行皆方便。酒店周边景点环绕，从酒店前往宜

春知名的明月山景区、仰山栖隐禅寺及南惹古村等景点十分便利。

酒店总经理曹金虹女士表示：酒店拥有356间客房及家庭套房、

BOOMi主题房。其中有139间客房内含私人温泉泡池。酒店特设的“蓝

月温泉中心”，以久负盛名的富硒温汤为特色。全日餐

厅和大堂酒廊提供丰盛的自助餐宴或精致的茶点，可

尽情享用。酒店拥有230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和100

平方米的会议室，并配有齐全的视听设备。宽敞的

场地和专业的宴会支持将您的宴会灵感付诸实现。

上海中庚聚龙酒店

中庚集团旗下自主管理的

高端商务品牌酒店，坐落于闵

行区，距离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和虹桥国际机场仅20分钟车程。

酒店拥有282间客房，包括3~4

人的奇妙家庭房。层高8米的无

柱式大宴会厅逾1,300平方米，另有凤凰宴会厅及4个面积不等的

多功能厅，6,000平方米户外草坪，满足不同商务活动需求。

总经理芮怀民先生表示：上海中庚聚龙酒店将带动闵行区域商

圈价值升级，满足周边消费者对精致生活和社交空间的强烈需求。

酒店由HBA美国公司精心设计打造，将中国传统与时

尚元素结合，力求彰显“厚重雅”的文化底蕴与“中

和之美”的文化理念。作为优秀的酒店民族品牌，

传递“热情，真诚，贴心”的理念，同时引领这座

风景秀丽的城市，探索商业、旅行及休闲的新契机。

吴川鼎龙湾福朋喜来登酒店

吴川鼎龙湾福朋喜来登酒

店位于雷州半岛湛江吴川的鼎

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步行即

可至16公里超长纯美黄金海岸

线。酒店地理位置优越，距离

吴川高铁站40分钟车程，湛江

机场90分钟车程，离即将于2020年开通的广东第三大国际机场 -粤

西国际机场仅60分钟车程。酒店拥有300间现代化设施的海景客房，

1,500平方米灵活的会议和宴会空间包括1,000平方米的无柱大宴会

厅，4间会议室和多功能厅以及3间餐厅迎合您全天候的需求。

   酒店运营总监李楠先生表示：作为吴川第一家国

际品牌酒店及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宾客打造舒适轻松的居住

体验，配合周边日趋完善的海洋文旅设施，将酒店

打造成为粤西地区首屈一指的会议及休闲度假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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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国际集团任命

姬楚先生为北京万

豪行政公寓总经

理。姬楚先生，拥

有15年的国际酒

店从业经验。他曾担任凯悦、雅高、

希尔顿及万豪等多个国际酒店品牌

旗下的运营管理职位。在加入北京

万豪行政公寓之前，出任北京海航

大厦万豪酒店的运营总监。

万豪国际集团新任命

万豪国际集团正式

任命韩力先生为广

西壮族自治区 -南

宁万丽酒店总经

理。韩力先生毕业

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并获得了国

际酒店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

从事高奢酒店管理工作，并于2007

年加入万豪集团，12年的万豪旅程。

万豪国际集团宣布

胡安先生晋升为长

沙梅溪湖金茂豪华

精选酒店酒店经

理 ,胡安先生出生

于长沙，他于24年前开启酒店职业

生涯之旅，2006年胡安先生以销售

总监一职加入长沙运达喜来登酒店。

2014年，胡安先生内部调转至武汉

威斯汀酒店担任市场销售部总监。

万豪国际集团宣布

杜国鑫先生被任命

为惠州富力万丽酒

店总经理。杜国鑫

先生拥有近30年

的专业酒店管理经验，先后于洲际

和希尔顿多个国际酒店品牌担任总

经理及高级管理职位，履新前，杜

国鑫先生曾担任厦门海沧正元希尔

顿逸林酒店总经理。

西双版纳洲际度假

酒店宣布任命韩晓

东女士为市场销售

总监，她将全面负

责酒店的营销战

略、市场推广和销售运营工作。韩

晓东女士拥有丰富的国际品牌酒店

从业及管理经验，曾先后就职于喜

达屋、希尔顿和香格里拉等多个集

团旗下品牌酒店。

西双版纳洲际度假酒店新任命

近日，西双版纳洲

际度假酒店宣布任

命陈宗德先生为驻

店经理。他曾先后

就职于洲际集团

旗下九寨天堂洲际大饭店和成都世

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并担任餐饮总

监一职。陈宗德先生拥有香格里拉、

太平洋、丽思卡尔顿以及千禧等多

个知名酒店集团从业经验。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

集团任命崔莹先生

为泉州富力万达文

华酒店总经理。加

入泉州富力万达文

华酒店之前，崔莹先生曾先后在温

德姆酒店集团及丽柏乐酒店集团等

担任总经理。崔莹先生从业酒店业

30余年，有着极其丰富的星级酒店

运营及管理经验并取得骄人的业绩。

万达酒店及度假村集团新任命

万达酒店及度假

村正式任命罗伯

特 .斯托奇诺先生

担任成都万达瑞华

酒店总经理一职。

罗伯特 .斯托奇诺先生，荷兰人，拥

有超过35年的国际酒店管理经验。

先后在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凯悦酒

店集团、朗廷酒店集团任职。

北京泛太平洋酒店

任命Rose罗可茹

女士为北京泛太平

洋酒店市场销售总

监。来自香港的罗

可茹女士拥有十余年的酒店管理经

验，分别任职于香港、广州和北京

的国际品牌酒店。擅长英语、普通

话和广东话，以及中级法语。   

北京泛太平洋酒店新任命

北京泛太平洋酒店

正式任命周韶辉先

生为酒店经理。周

韶辉先生，北京人，

拥有超过18年的

酒店从业经历，他曾在上海、广州、

三亚、成都、贵阳、大连的多家知

名酒店任职财务总监，品牌包括康

莱德、希尔顿、铂尔曼、洲际等。

雅阁酒店集团正式

委任陈晓光先生担

任雅阁酒店集团贵

州区域总经理一

职，同时继续担

任贵州酒店集团雅阁大酒店总经理。

陈晓光先生拥有近30年的酒店从业

经验，加入雅阁酒店集团之前，陈

晓光先生曾在戴斯酒店集团旗下项

目担任总经理一职。

雅阁酒店集团新任命

雅阁酒店集团委任

曾土青先生担任遵

义国贸雅阁大酒店

总经理一职。曾土

青先生拥有19年

的酒店从业经验，曾先后任职于洲

际酒店集团、碧桂园集团和绿地集

团等旗下多个知名品牌酒店，加入

雅阁酒店集团之前，曾土青先生在

南昌绿地铂骊酒店担任总经理一职。                   

希尔顿酒店集团新任命

希尔顿酒店集团正

式宣布任命白萌先

生为上海南翔希尔

顿逸林酒店总经

理。白萌先生拥有

超过20年的酒店管理经验。在此之

前，他服务于万豪国际集团，曾先

后在北京喜来登长城饭店、上海波

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武汉光明万

丽酒店及苏州万豪等酒店担任要职。

凯悦酒店集团新任命

凯悦酒店集团宣布

任命邓昭灿先生为

东莞松山湖凯悦酒

店总经理。邓昭灿

先生拥有超过30

年的酒店管理经验，先后任职于香

港君悦酒店、香港凯悦酒店、北京

东方君悦酒店等多家酒店，担任重

要餐饮管理职位。

洲际酒店集团新任命

洲际酒店管理集团

任命周勇先生担任

宜春明月山假日度

假酒店市场销售总

监一职，周勇先生

在星级酒店的销售领域拥有19年的

丰富工作经验，先后于洲际、万达

等酒店集团旗下高端酒店品牌担任

管理职务。

洲际酒店集团宣布

任命徐雪平女士为

长沙大王山假日酒

店总经理。徐雪平

女士投身酒店管

理22年，曾在华天、喜来登、洲际

等多个知名酒店担任要职。履新前，

徐雪平女士担任长沙北辰洲际酒店

驻店经理一职。

上海中庚聚龙酒店新任命

上海中庚聚龙酒店

正式任命曹晟玮先

生为酒店行政助理

经理。曹晟玮先生

拥有15余年的酒

店市场销售和管理经验，曾先后于

洲际酒店集团和立鼎世酒店集团担

任市场销售部要职。履新前，曹晟

玮先生曾担任上海阿纳迪酒店市场

销售总监一职。

杭州新天地丽笙酒店新任命

杭州新天地丽笙酒

店任命张强先生为

餐饮总监，张强先

生 从 业21年， 酒

店旅程始于香格里

拉集团，并先后在洲际集团，雅高

集团，万豪集团等多家国际酒店集

团任职。曾参与上海浦东香格里拉，

上海四季酒店，义乌万豪酒店及行

政公寓的筹备开业工作。

福州泰禾凯宾斯基酒店新任命

福州泰禾凯宾斯基

酒店任命陈道富先

生担任市场销售总

监一职。陈道富先

生在五星级酒店的

销售领域拥有12年的工作经验，先

后在厦门、福州、无锡与三亚的洲际、

喜来登与温德姆至尊等国际品牌任

职，曾参与过两家酒店的开业筹备。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新任命

上海海静安瑞吉

酒 店 任 命Stuart-

Wayne Douglas
先生为酒店经理。

Douglas先生拥有

17年的酒店管理层经验，职业足迹

遍及美国、加勒比海、中东及非洲

地区，服务过AAA五钻及国际奢华

酒店品牌，在提供卓越的服务和创

造奢华体验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南京上秦淮假日酒店及

南京上秦淮套房假日酒店新任命

南京上秦淮假日酒

店和南京上秦淮套

房假日酒店正式晋

升赵燕萍女士为酒

店行政助理经理。

赵燕萍女士拥有近20年的酒店运营

及管理经验，先后服务于多个国际

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包括洲际集团，

雅高集团，希尔顿集团等。

银川凯宾斯基饭店新任命

马库斯 · 伊塞利先

生正式出任银川凯

宾斯基饭店总经

理。作为一名资深

的酒店管理专家，

马库斯先生曾先后于洲际酒店集团、

四季酒店、香格里拉酒店、维多利

亚少女峰温泉大酒店、峡谷牧场度假

村集团、巴黎宫水疗大酒店和丽世

酒店管理集团等奢华品牌酒店任职。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新任命

北京东方君悦酒

店 正 式 任 命Mr. 

Adam Myott（ 孟

安德先生）担任

酒店总经理，Mr. 

Adam Myott（孟安德先生）来自澳

大利亚，拥有超过30年丰富的酒店

管理经验，曾先后在澳大利亚、马

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酒店任职。

上海艾迪逊酒店新任命

Matthew Cooper 
先生被任命为上

海艾迪逊酒店总经

理，Matthew 先生

自 1998 年 5 月开

始为万豪国际集团效力，在澳大利

亚布里斯班布里斯班万豪酒店担任

前厅部经理。在加入上海艾迪逊酒

店之前， 他在首尔东大门广场 JW 万

豪酒店担任总经理。

珠海瑞吉酒店新任命

珠海瑞吉酒店于近

日任命孔伯山为酒

店餐饮总监。孔伯

山先生于2005年

加入慕尼黑万豪酒

店，由此开启了他的万豪职业生涯，

此后分别于哥本哈根万豪酒店、迪

拜JW万豪酒店、阿布扎比（大运河）

丽思卡尔顿酒店、天津丽思卡尔顿

酒店的餐饮部门担任要职。

武汉富力威斯汀酒店新任命

刘飞龙先生为武汉

富力威斯汀酒店运

营总监。履新前他

于青岛富力艾美酒

店担任餐饮总监一

职。他曾先后于多家国际酒店品牌

担任要职，其中包括希尔顿酒店集

团，洲际酒店集团，万达酒店集团，

以及万豪酒店集团。

上海明捷万丽酒店新任命

上海明捷万丽酒店

任命万志君先生

出任驻店经理一

职。万志君先生自

2006年由上海世

茂皇家艾美酒店开启他的酒店职业

生涯，随后进入上海西藏大厦万怡

酒店工作。2016年5月，万志君先

生加入上海明捷万丽酒店并担任前

厅部经理一职，随后升任房务总监。

雅高酒店管理集团新任命

近日，法国雅高酒

店管理集团正式任

命杨爽女士担任丽

江铂尔曼度假酒店

总经理一职。杨爽

女士拥有近28年的酒店从业经验。

工作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并先

后于香格里拉、洲际、万豪、悦榕

庄等国际酒店集团旗下的顶级酒店

品牌担任要职。

宁波富力索菲特大饭店新任命

宁波富力索菲特大

饭店宣布正式任命

陈海英女士为市场

销售副总监。陈海

英女士具有严谨的

工作作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自

2006年加入酒店行业，已在宁波市

场洲际、希尔顿、万豪、香格里拉

等多家国际品牌酒店集团留下过精

彩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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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翔希尔顿逸林酒店新任命

上海南翔希尔顿逸

林酒店正式宣布任

命柳叶琦先生 (Eric 

Liu)为上海南翔希

尔顿逸林酒店商务

总监。他陆续服务于洲际酒店集团

及万豪国际集团。曾先后在上海浦

西洲际酒店、中山公园龙之梦万丽

酒店及上海虹桥万豪等酒店负责销

售工作并担任销售总监。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大酒店新任命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

大酒店任命史密斯

先生为酒店总经

理。史密斯先生曾

任职香港嘉里酒

店总经理。 史密斯先生出生和成长

于英国，而在中国已有10年的工作

经验。他在酒店业的职业生涯使他

环游世界，从伦敦、波士顿、迪拜、

土耳其、马来西亚、菲律宾到香港。

济南阳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新任命

济南阳光壹佰雅高

美爵酒店任命徐廷

涛先生出任餐饮部

总监一职。徐廷涛

先生先后在万豪国

际集团、温德姆酒店集团、万达酒

店及度假村旗下酒店担任高级管理

职务。履新前，徐先生任命于马鞍

山富力万达嘉华酒店餐饮部总监。

上海凯宾斯基大酒店新任命

上海凯宾斯基大酒

店近日晋升尹学彬

先生出任驻店经

理，尹学彬先生

在餐饮领域拥有

近20年的职业发展，曾就职于希尔

顿酒店、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和洲

际酒店集团。尹学彬先生毕业于瑞

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他精通法语、

德语和英语。

天津四季酒店新任命

天 津 四 季 酒 店

宣 布 任 命 Filippo 

Fondatori为 行 政

总厨。Filippo来自

意大利，先后在

诸多国际高级餐厅和奢华酒店任职，

足迹遍布意大利、西班牙、南美洲

以及中国。加入天津四季酒店之前，

Filippo在广州四季酒店任职三年行

政副总厨。

上海卓越铂尔曼大酒店开业

上海卓越铂尔曼大酒店位于上海西

部的青浦区，青浦工业园区的中心地

带。酒店共有292间客房，包括16

间套房、7间家庭房和1间总统套房。

酒店餐饮选择丰富多样。酒店提供

1,600多平方米的会场面积，拥有青

浦规模最大的宴会厅，另有七间多

功能厅。层高8米的800平方米无柱

式大型宴会厅，配备80寸LED液晶

屏幕和高级视听设备等先进设施。

重庆解放碑凯悦酒店开业

重庆解放碑凯悦酒店正式揭幕，酒

店开设308间客房，包括30间宽敞

套房、两间行政套房和一间总统套

房。重庆解放碑凯悦酒店将开设两

家餐厅和一家酒廊，位于酒店8层的

600平方米凯悦大宴会厅可以举办

550名客人参加的宴会，酒店9层的

屋顶花园，闹中取静，俯瞰都市美景，

并有多个锦鲤池，适合举办产品发

布会和鸡尾酒会。

遵义创元千禧大酒店开业

6月18日，遵义创元千禧大酒店盛

大开业。酒店共有客房538间，花园

式客房更是匠心独运。酒店设有多

个精美雅致的餐厅，提供中、西各

式菜肴。酒店拥有超过3,200平方米

的会议场地，其中包含1,800平方米、

层高9米的单体无柱宴会厅，可容纳

上千人。此外，酒店还拥有多个大

中型多功能厅以及宽敞的会议接待

区，均配有先进影音设备。

杭州康莱德酒店开业

杭州康莱德酒店地处杭州钱江新城

中央商务区黄金地段。酒店设有 3 
个餐厅和 1 个大堂吧，酒店设有 

324 间客房，包括 25 间套房，全景

玻璃窗让宾客将城市美景尽收眼底，

酒店拥有总计 1,604 平方米的会议

空间。令人惊叹的800平米无柱式大

宴会厅，可容纳多达650 位宾客入座。

8 个灵动会议室配备先进的视听设备

和技术设施，坐拥繁华都市美景。

深圳鹏瑞莱佛士酒店开业

深圳鹏瑞莱佛士酒店地理位置优越，

位于深圳湾1号，可直达繁华南山市

区及前海自贸区。酒店建筑共有72

层。酒店大楼71层设有世界最高的

音乐厅 - 云颂音乐厅 .酒店设有168

间精致奢华的客房和套房。 深圳鹏

瑞莱佛士酒店设有6家餐厅和酒吧。 
酒店的活动场地占地面积达3,000平

方米，包括无柱大宴会厅和8间多功

能厅。

北京索菲特大酒店开业

雅高集团宣布亚太区第1100家酒

店—北京索菲特大酒店开业，酒店

拥有345间宽敞的奢华客房和套房，

酒店共有三个餐厅，浓缩了索菲特

品牌纯正并充满活力的餐饮概念。

酒店拥有超过1,500平方米的活动场

地，包括九个多功能会议室，共可

容纳400位宾客。会议场地配备先进

科技设施，适合举办各类活动。

锦江首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新任命

锦江首选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正式任命

克瑙斯特先生副总

裁一职，与此同时，

克瑙斯特先生将继

续兼任静安昆仑大酒店总经理一职。

克瑙斯特先生拥有长达40年国际酒

店管理经验，他的足迹遍布亚洲和

欧洲。

长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新任命

长春富力万达文

华酒店荣幸地任

命 Akmal Soliman
先 生 为 酒 店 总

经 理。 A k m a l 

Soliman拥有逾30年奢华酒店的全

方位管理经验。足迹遍及非洲、中

东以及亚洲，曾在迪拜、也门、摩

洛哥、中国等地的国际奢华五星级

酒店担任总经理。

天津富力万达文华酒店新任命

天津富力万达文华

酒店任命徐苏童先

生担任市场销售总

监。徐苏童先生有

15年丰富的国际品

牌酒店管理经验，先后在洲际酒店

集团 , 温德姆酒店集团及万达酒店及

度假村中担任管理职务。他于2012

年加入万达酒店及度假村，之后便

开启长达7年的万达职业之旅。

长沙富力万达文华酒店新任命

长沙富力万达文华

酒店宣布任命邓文

芳女士为酒店市场

销售总监，邓文芳

女士拥有丰富的

酒店管理经验，曾服务于万达酒店

及度假村，万豪酒店集团。在加入

长沙富力万达酒店之前，曾担任万

达酒店及度假村南区市场销售总监、

东区市场销售总监职位。

* 以上言论为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品牌，严格的说法叫

CI（Corporate Identity），企业形象，也有叫VI

的视觉形象 (Visual Identity)，大公司会为此专

门做一本手册，内容少则几十，多则上百页，

具体地说明一个公司标志什么形状、什么颜色、

应用规范。对乙方来说最简单的就是要知道客

户的Logo长什么样子，怎么使用。

logo用的地方多，出错的几率也多

用到客户品牌的地方实在太多，比如接机

用的牌子、大巴上的标志、指示牌、工作用的

制服、促销品或者宣传品。大到会场主题，小到

一支笔，都有可能用到客户的 logo。也正是因为

要用的地方多，所以出错的几率也多。

搞糊涂无数业内外人士

比如有两家公司，处在同一个行业，英文和

中文的名字还有部分相同。其实这是因为在历史

上，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公司，直到世界大战后才

正式分开经营，现在各自为战。就这两家公司，

就搞糊涂了无数业内外人士。别说刚入行的年轻

人傻傻搞不清楚，就连很多老江湖，都在上面吃

过药，栽过跟头。面对客户，报错对方的名字有

过，进会场投标才发现是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也

有过，到了执行的时候，把一家的 logo误认为是

另一家的时候，也有过。每次因为这种事情被客

户翻白眼，其实不值得，只要使用前确认再确认

就好了。

客户换 logo了

还有种情况，就是客户的 logo换了。每个

公司都有自己发展的不同时期，那么因为发展

方向不同，重新设计 logo，发布新形象也是非

常正常的事。比如苹果公司，就换过好几次

logo，不是每个人都搞得清楚现在苹果上的缺

口有多大，朝向哪一边，谁还记得苹果的标识

曾经是彩色的吗？面对客户，如果不小心又使

用了以前的标识，又是一种大家都不愿意见到

的尴尬。

魔鬼就在细节里

还有比较麻烦的是，会议是联合举办的，

那么有好几个公司的 logo要同时使用，谁先

谁后，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曾有个公司，要

求是自己的 logo跟别人放在一起不能比别人

的高度低，但是这公司本身 logo就很长，如

果又不比别人低，那么就占了很大一个地方。

甲方的一个Logo对乙方都处处是雷，魔鬼就

在细节里！

甲方的一个Logo对乙方都处处是雷，

魔鬼就在细节里！

成赋

五百强企业政府

与公司事务部

专栏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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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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2019 年 5 月 13 日，由新加坡

旅游局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大中华区

会奖业大会（下称“大会”）在新加

坡隆重拉开帷幕。这是新加坡旅游

局首次将大会带到新加坡。大会以

“智‘会’狮城”为主题，这不仅代

表着新加坡旅游局本次为与会者搭

建了一个切身体验、深入交流、加

强合作的全方位智慧沟通平台，让

来自新中两地的会奖旅游业业者在

此交流经验、碰撞出灵感，也代表

着新加坡旅游局期待借此加强中国

会奖业者对于新加坡会奖业的深度

和全面认知。

本次大会相较以往，无论从参

会人数、参会新加坡业者所涉及的

行业领域、还是从大会能提供的体

验资源，都创造了新高。在人数方面，

大会特别邀请了来自中国的大约 60

家会奖业业者和近 80 家新加坡业

新中业者共享智“会”狮城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会奖业大会首次走进狮城 文／程楠

者；行业领域方面，除了航空、酒店、

景点、地接社、活动策划公司等已

有的合作行业，还首次加入了零售

业、餐饮业以及相关小众行业。新

中业者汇聚狮城，进行面对面主题

分享、一对一洽谈、以及针对不同

兴趣社群的深度体验；在体验方面，

新加坡旅游局将新中业者汇聚狮城，

提供了丰富、多元化的新加坡会奖

旅游新玩法，成功将大会打造成了

中国会奖业者切身感受到新加坡的

会奖业资源优势和蓬勃发展、新中

业者深度交流的一大平台。

会奖业大会狮城开幕，中国市场表现熠熠生辉

专访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兼署长柯淑丹女士
柯淑丹女士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担任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署长。她加入新加坡旅游局至今

已超过十年，这期间里她曾经就职于不同部门，所涉及工作范围包括战略策划、游轮发展和度假区

整合营销等等。目前柯淑署长主要负责新加坡旅游局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营销、宣传策划、会奖旅游

和业界合作等全面事务。

柯署长表示：未来新加坡将有一系列的体验升级项目。其中，“重振乌节计划”主要包含两大方向：再现昔日的“果园”

历史，以及将乌节路打造成为集休闲、娱乐、购物、文化为一体的时尚步行街区；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也将

开展扩充计划，此前，这二者为会奖旅游业贡献了超过 4,000 个酒店房间以及逾 80,000 平方米可使用会奖活动场地，

对促进新加坡会奖旅游业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部裕廊湖区将成为市中心以外最大的综合商业区，拥有优质

的办公及居住空间、便利的设施和丰富的绿化。区域内将开发包含裕廊湖花园、新科学馆等景点、以及酒店、零售、

餐饮、娱乐在内的一系列休闲、商务会奖旅游设施，拟为到访新加坡的会奖旅客和休闲度假客人提供更为丰富的场地

和体验选择。

而这一切，都表现了新加坡在会奖旅游业的锐意进取和热诚心态。未来，新加坡旅游局将携手新中两地业者，尽

最大可能提供更为多元、优质的会奖旅游体验。新加坡旅游局也将竭尽所能，为双方业者搭建“以智慧规划、享智‘会’

狮城”的交流平台。

新加坡旅游局对中国会奖旅游

市场向来十分重视，每年一度的大

中华区会奖业大会就是其中一个表

现。本次大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会奖旅游部分截至 2018 年第三季

度，共接待 200 万人次的会奖旅客，

同比增长 14% ；会奖收益同比增长

10%，达 34.4 亿元新币（约合人民

币 170 亿元）。为鼓励中国市场创造

可持续增长，新加坡旅游局本次大

会地址选在新加坡也是希望在分享

会奖旅游行业数据和洞察之余，为

业者们创造切身体验的独特活动。

作为世界级会奖旅游目的地，

新加坡的地位不容小觑。2018 年 11

月，首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在

新加坡举行，包括中、美两国在内

的多国首脑均出席这次论坛，共同

商议全球转型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类似大型国际论坛、会议和奖励旅

行团纷纷选址新加坡，无不向世界

展现了新加坡所具备的无与伦比的

硬件条件和会奖接待组织能力。此

外，不断增长的入境会奖客流量及

会奖业收入。通过这次大会，新加

坡旅游局期待与双方业者共同努力，

将新加坡作为世界级优质会奖目的

地的形象传递给更多中国会奖旅客。 

奖励政策持续更新，携手合作伙伴屡创佳绩
新加坡旅游局一直以来耕耘在

对中国会奖旅游市场的开发，尤其

是与会奖从业者们的深度合作。力

求通过合作伙伴的渠道和资源以及

新加坡目的地体验和政策优势，继

续开拓中国会奖旅游市场。2019 年，

大受会奖业业者及企业客户欢迎的

“M&I Star 会奖之星”及“INSPIRE

惠聚狮城”奖励政策均已延期。

基于 2018 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及市场的整体高品质表现，新加坡

旅游局在 2019 年实现更多突破：战

略合作伙伴方面，增加了 3 家，共

计 10 家年度战略合作伙伴会与新加

坡旅游局携手共谱 10 全 10 美的会

奖旅游体验；将“最具潜力旅行社”

奖升级为“最具潜力机构奖”，并首

次加入非传统旅游业行业的获奖者，

以奖励更广泛的行业伙伴在会奖旅

游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此外，新

加坡旅游局还增设了“最佳体验奖”，

以表彰在设计、策划新加坡会奖体

验中不断创新的中国会奖业同仁。

 

兴趣社群带动会奖旅游，狮城会奖资源“新”益求新

2018 是“心想狮城”品牌和

“族群化营销”在中国全面落地推广

的一年，以美食主义者、城市探索

者、创新进取者等若干族群，以兴

趣导向的体验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

在此基础上，2019 年新加坡旅游局

从软件的旅游相关服务到硬件的会

展基础设施全面提升，迎合中国会

奖旅客更为深度化、定制化的需求。

为此，本次大会新加坡旅游局特别

邀请到“新加坡杰出青年”、“城市

探索者”代表蔡引舟在大会现场与

嘉宾进行分享。这一分享也为现场

会奖业者带来更多开发深度、定制

会奖旅行体验的灵感。

此外，求新求变、敢于创新的

新加坡，在旅游业上一直保有强烈

的热情。在旅行体验方面，以人才

为核心竞争力 , 以“心想狮城”为动

力的新加坡不断上演全新精彩。从

2018 年底到目前，幻光雨林之夜、

设计 · 乌节、星耀樟宜等多个全新

项目已相继和游客见面。已拥有超

过 67,000 间客房的新加坡，又相继

建成了新加坡拉古娜都喜天丽酒店、

达士顿六善酒店、麦士威路六善酒

店、YotelAir 新加坡樟宜机场酒店等

多家大型酒店。到 2022 年底，新加

坡预计新建成大约 2,800 个房间。

自新加坡建国以来，秉承创新与传承兼容并包的

智慧态度，铸就了丰富的会奖资源、基于多元文化的

独特体验，成就了狮城独具魅力的会奖旅游风貌。“
”

新加坡旅游局为 2019-2020 年度战略合作伙伴
授予战略合作备忘录证书

龙舟竞技

新加坡旅游局副局长
欧燕媚女士

在现场与新中业者进行分享

智会对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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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lowing Heart
——第43届加拿大旅游展会Rendez-vous Canada成功举办 文／程楠

加拿大旅游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 F. Goldstein先生表示
加拿大旅游业能够在 2018 年再攀高峰，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也包括加拿大旅游局的大

力推广与营销。近年来，加拿大政府针对重点市场推出了更加便捷的签证政策，如引入 eTA，

以及在加拿大第三客源国中国增设了多个签证申请中心等。同时，新航线的开通和加拿大机场

服务的提升也为加拿大航空业带来了运能提升，相较 2017 年，加拿大航空的运能提高了 6%，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8 年，飞往加拿大的航班增加了 200 万个座位，游客想要前往加拿大将会比任何时候都

更容易。

“
”

据加拿大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加拿大迎来了创纪录的 2,113 万人

次国际游客，再创新高。其中中国游客首次突破 70 万人次大关，比 2017 年增长

了 6%。

当 地 时 间 2019 年 5 月 28 日 至 31

日，第 43 届加拿大旅游展会 Rendez-vous 

Canada（以下简称 RVC）在加拿大最大

的城市、安大略省省会多伦多召开，在为

期 4 天的 RVC 上，展商与买家进行一对

一商务对洽及各种丰富多彩的互动。MICE 

China 作为受邀媒体，全程参与了此次盛会。

For Glowing Heart，全新品牌升级

在本届 RVC 开幕式上，加拿大旅游

局宣布品牌升级，推出了全新 Logo 及全

新的宣传语：For Glowing Heart。

新的 Logo 与宣传语诠释了目的地与

游客的强烈互动感，以期让游客们深深爱

上加拿大，为他们创造美好的旅行回忆，

并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分享这美好的回

忆，同时激励更多的海外游客到访加拿大。

Pre FAM 1 Toronto a la carte

Pre FAM 2 Niagara Falls & Heart of Ontario

Pre FAM 3 Eastern Ontario

Pre FAM 4 Resort Circle – Blue Mountain & Muskoka

Pre FAM 5 Ontario's Highlands Motorhome

Pre FAM 6 Georgian Bay Northern Circle Route

Pre FAM 7 Sault Ste. Marie & Algoma Country

Post FAM 1 St. Jacobs & Niagara Falls

Post FAM 2 Eastern Ontario

Post FAM 3 Superior Northwestern Ontario

Post FAM 4 Northeastern Ontario

丰富多彩的FAM Tour

中国买家团成最大海外代表团

本届 RVC 共有 418 位来自国际的买

家以及约 560 位加拿大本地旅游供应商参

与，其中中国买家人数达 84 位，为最大的海外代表团，这也显

示出加拿大旅游局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度。

作为加拿大顶级的旅业盛会，RVC 为加拿大旅游从业者提

供了一个绝佳的交易和交流平台，以便他们在这次行业展会上更

好地发布新产品、分享市场洞见、了解同业竞品等。本届 RVC

是一场创纪录的盛会，现场展位多达 470 个，是 43 年来 RVC 最

多的一次供应商参与的展会。

丰富多彩的体验性项目

造物主是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将最动人心魄的自然风光赋

予了加拿大这片土地。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理，

每位旅行者的眼中也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加拿大。正是那些独属于

自己的体验，才让旅行变得如此有意义，如此与众不同。

本次 RVC 为买家安排了展前及展后共计 11 个不同线路的

FAM Tour，供买家自行选择，以便体验完全不同的加拿大安大略，

也为买家今后的产品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

1

2 3

765

4 8

1 2 7 体验加拿大

3 中国买家代表

4 RVC 开幕式

5 加拿大旅游局新 Logo

6 中国买家晚宴

8 RVC 午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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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北昆士兰热带地区 
体验凯恩斯极致风情 文／牟桐琳

经历了 8 个小时的直飞，北京会奖媒体团抵

达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约克角半岛东海岸

凯恩斯，感受当地别具特色的“澳”式会奖风情。

凯恩斯坐拥大堡礁和湿热带雨林（Wet 

Tropics Rainforest）两大世界遗产地，背倚高山，

雨林密布，现代都市气息与纯美自然环境交融。

这里的会奖旅游项目丰富多样：体验潜水冲浪等

水上项目，参观神秘悠久的热带雨林景观，感受

风情万种的内陆美景与原住民文化，回归自然与

小动物们接触，再伴随日出升上高空俯瞰凯恩斯

的晨曦。在这里，多元化的元素为会奖团队提供

耳目一新的多重会奖选择。

Day1 探索热带雨林风情 体验原始热带风情

凯恩斯约 90 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热带雨林，拥有上亿年历史。第一天抵达

凯恩斯，媒体团一行乘坐了 Skyrail 热带雨林空中

观光缆车（Skyrail Rainforest Cableway)，缆车在

红峰站（Red Peak Station）达到最高点，游客

们可以在超过海平面 545 米（1,788 英尺）的高

空上全方位 360 度俯瞰热带雨林树冠层。离开缆

车便进入库兰达热带雨林 , 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

近距离观赏北昆士兰最为著名的蓝蝴蝶、玲珑小

巧的翠鸟等动物以及许多古老的热带植物，在雨

林主要景观处还可摆放的企业欢迎牌，为会奖团

队打造别开生面的雨林深度体验旅程。

不仅如此，媒体团还乘坐这里特有的水陆两

用车 Army Duck 穿梭于热带雨林，听船长向大

家介绍沿途看到的各种动植物，体验了难忘的 45

分钟水陆之旅。之后媒体团现场感受原住民艺术

家为大家带来的原声音乐、舞蹈演出，感受原住

民的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结束热带雨林之行，

媒体团抵达凯恩斯会展中心（Cairns Convention 

Centre），会展中心外观及场馆设计兼具可观性与

科技感，内部拥有 22 间会议室，并能接待多达

1,100 位宾客宴会的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里还能品尝到五星级的热带风味美食。

傍晚，入住凯恩斯全新品牌 Riley 水晶溪

精品度假酒店（Riley - Crystalbrook Collection 

Resort），酒店位于凯恩斯地标性的水岸步道北

端，拥有 311 间充满格调的客房和套房，Riley

提供多种现代化的多功能会议空间，且全部采用

自然采光，最多可容纳 400 人。酒店总经理 Joel 

Gordon 表示，凯恩斯作为旅游目的地，十分适

合举办会议及奖励旅游活动，酒店目前 MICE 生

意占到了 30%，酒店房间里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单

独为入住的团队量身定制。

Day 2 天空与海洋的结合 凯恩斯大自然的颜色

第二天的体验从天空开始，从酒店抵达凯恩

斯国际机场只需 10 分钟的车程，从机场乘坐直

升机飞往酷牛牧场（KUR-Cow Barnwell Farm），

一路飞行穿越库兰达热带雨林和瀑布，抵达农场。

酷牛牧场位于库兰达（Kuranda），距离凯恩斯仅

35 分钟车程。在这里，会奖团队可观看专业的放

牧者骑马赶牛的精彩表演，可以参观拥有各种呆

萌小动物的迷你动物园，并与它们亲密接触；还

可以乘坐干草车喂牛犊，或亲手挤牛奶。

随后媒体团乘坐直升机，在天空中俯瞰“世

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大堡礁，感受大堡礁得天独

厚的自然美景。大堡礁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珊瑚

礁生态系统，在 344,400 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由

将近 3,000 种独立珊瑚礁系统组成。直升机降落

在大堡礁上的摩尔礁太阳恋人号浮台（Sunlover 

Pontoon）后，媒体团成员纷纷加入体验活动中，

海底漫步和浮潜项目，玻璃船和水下潜艇，从不

同角度融入大堡礁的自然美景当中。

结束海天一色的行程，媒体团与凯恩斯与大

堡礁会奖局总经理Rosie Douglas在努努餐厅（Nu 

Nu Restaurant）共进美餐，她表示，“凯恩斯与

大堡礁一直都在努力吸引更多的大型会奖团队，

积极主动地协调多方资源，并设计有特色和吸引

力的会奖主题。”

Day 3 热气球与装甲炮兵博物馆 

            与众不同的会奖体验

第三天早上在阿瑟顿高地体验热气球项目，

俯瞰清晨的野生动物，农田及大分水岭景观，也

可以搭乘越野车，享受追逐热气球的刺激体验。

着陆后团员还可以参与热气球的收纳活动，共同

感受团队协作的乐趣。

行程的最后一站位于湿热带世界遗产区

（Wet Tropics World Heritage Area）的丹翠国家

公园（Daintree National Park）中的莫斯曼峡谷

（Mossman Gorge），媒体团随着原住民一起进行

了当地古老的传统欢迎仪式，随后穿越苍翠繁茂

的雨林，观赏热带雨林植物，并向当地的库库亚

兰吉人（Kuku Yalanji）学习如何利用植物洗手，

涂抹植物原有色彩的涂料装饰自己。

媒体团还有幸受邀参加了正在凯恩斯举办的

安利（中国）晚宴，晚宴在新扩建的澳大利亚装

甲炮兵博物馆（the Australian Armour and Artillery 

Museum）举行，该博物馆经过特别改造，白天

可用于举办安利（中国）的商务会议，晚上则可

以用来举办晚宴。当天的安利晚宴由专注于烹

调当地新鲜食材的兰花餐厅（Ochre Restaurant 

and Catering）和 Encore Event Technologies 公

司共同呈现 , 让宾客们享受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

晚宴。

凯恩斯与大堡礁地区坐拥两大世界自然遗

产，无论是风光旖旎的珊瑚海还是古老壮观的热

带雨林，绝美的自然风光令这里成为亚太地区最

引人注目的游览胜地之一。与此同时，凯恩斯拥

有丰富的高品质星级酒店和度假村、种类繁多的

旅游项目，一定会给您的团队带来一生难忘的游

览体验。

如您需要专业的当地代表给您最可靠的意见，

请与下方人员联系：

澳大利亚旅游局

大中华区高级商务会奖旅游经理

杨悦健（Jenny Yang）

E: jyang@tourism.australia.com

澳大利亚旅游局

大中华区商务会奖合作伙伴经理

赵光宇（Gordon Zhao）

E: gzhao@tourism.austral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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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市（Fair）”组成。中世纪的时候，

这里是伦敦的王公贵族们庆祝五月

来临的地方，因而挤满了摊贩以及

卖艺杂耍的角色。而今年，当年的

若干摊贩已经演化为重要品牌，但

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保留着，

比如在 Trumper 绅士美容店，顾客

可以体验古法刮脸，这里还一度推

出真正的香水定制服务：一款香水

只有定制者有权使用，其配方只有

在定制者辞世之后方可公开。

玩转英伦范儿，
优雅MICE新体验

文／程楠

如果说一个城市的灵魂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么给英

伦范儿下一个定义，您是会想到穿着西服唱歌的披头士，还是

骑着光轮 2000 的哈利 · 波特？英伦范儿是一种气质，是低调

的高贵。去英伦举办您的 MICE 活动，与其说是感受传统之

外的现代气息，不如说是去体验优雅的英式内涵。

2019 年 4 月 28 日 至 5 月 1

日，MICE China 受 JW 万豪酒店及

度假村之邀，前往伦敦鉴赏伦敦格

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JW Marriott 

Grosvenor House London）华丽翻

修工程，并参加了酒店开业 90 周年

的盛大庆典活动。

通过为期 3 天的活动，MICE 

China 深刻的感受到了英式 MICE 的

优雅，在此将此行的亮点分享给读

者，以便您更好的策划您在英伦的

MICE 活动。

九十耄耋华丽翻新，在国王的溜冰场上摆晚宴

说到一家酒店自 1929 年开始经

营至今，总觉得是见不可思议的事

情；但是当您踏入伦敦格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明亮且洋溢着青春气息的

大堂后，您会觉得更不可思议——

专访伦敦格罗夫纳 JW万豪酒店总经理

Stuart Bowery先生

Stuart Bowery 先生自 2011 年 5 月起任伦敦格罗

夫纳 JW 万豪酒店总经理一职，他领导并负责了伦敦格

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的主要重整翻修工作，包括最近期

（2014-2018 年）耗资数百万英镑的翻新工程。

Stuart Bowery 先生表示：在伦敦，中国市场一直都被认为是很强劲主

流的市场，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因此十分重视来自中国市场的游客和消费群

体。我们酒店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市场，宾客可以在万豪旅享家飞猪旗舰店找

到并预订我们的酒店。我们在酒店也有可以提供中文服务的员工，能够更深

层次与中国客人交流，为中国顾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自从 2008 年伦敦格罗夫纳酒店归于 JW 万豪品牌旗下之后，经历了一

轮翻修，有了一番新的面貌。然而我们还是有保存酒店自 1929 年以公园大

道上的第一家酒店的身份开业以来的历史特征，保存了酒店初始的风韵，同

时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摩登的设计，和伦敦今日的潮流风尚。

这家酒店真的有 90 年了吗？为何会

如此清新优雅？

拥有 494 间客房的格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距离伦敦海德公园只有

几步之遥，翻新后大量借鉴了公园

的元素，集现代和古典元素与英伦

风格于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酒店

的宴会厅前身曾是溜冰场，翻新后

的定制设计的灯光、地毯和色调都

在向此空间的前身致敬。设想一下，

在这片国王曾经溜过冰的场地举办

您的 Gala Dinner，是不是很带感呢？

伦敦之心与马车厢社交

格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位于伦

敦梅菲尔（Mayfair）。何为梅菲尔？

您只需要谷歌一下，就可以看到它

的两重含义：伦敦上流住宅区，伦

敦社交界——这里，就是伦敦之心。

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依

然可以被视为一个“马车厢”里的

社会，面对面的传统社交方式与生

活态度依然有效，而且影响着整个

世界——这极像 MICE 活动的本质。

在这里举办您的 MICE 活动不

仅是致敬马车厢社交，而且这里也

是会后体验活动的好去处，无论是

三五好友相约，还是独自闲逛，在

这一区都能找到极好的方案。要知

道梅菲尔的历史源自古老的“五月

节”，而这个名字正是由“五月（May）”

私人定制的伦敦塔和伦敦眼

私人定制行程也是格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可提供的服务项目。根据

您的团队对文化和历史兴趣，定制

专属行程，通过知识渊博的导游，

探索伦敦壮观的影响。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是

偏离传统的旅游路线，在伦敦塔皇

冠守卫的引领下，您的团队可以了

解皇冠珠宝的前世今生，回顾英国

跌宕起伏的历史；在伦敦眼（London 

Eye）您的团队则可以享用空中私

人包厢，欣赏唯美的伦敦春日城景，

还可瞭望泰晤士河对岸的大本钟，

尽享团队的专属时光。

怎么能少了英女王90多年都喝不腻的下午茶

芳香、甜蜜、精美，永远是女

孩子们最喜欢的东西，而传统的英

式下午茶也可以用这几词来概括。

这一英式传统，简直是一天之中最

惬意和文明的消遣方式。所以作家

亨利 · 詹姆斯说：人生中没有比花上

几个小时享用下午茶更幸福的了。

据说，现在的白金汉宫每天下

午 5 点左右都是下午茶时间。没办

法和白金汉宫里女王一起喝下午茶，

你该去哪儿体验最正宗的英式下午

茶呢？格罗夫纳 JW 万豪酒店新近

推出的“90 周年纪念款下午茶”服务，

乃酒店行政主厨 Paul Bates 精心设

计。三层点心盘的最上层是精美的

蛋糕和点心，包括牛奶巧克力蜂巢

慕斯、青柠仔姜手指泡芙、香橙罗

勒覆盆子果挞、香草薰衣草味糖渍

柠檬奶油蛋糕和大黄蛋奶糕，全都

由酒店的西点团队精心制作。对于

MICE 团队中的贵宾，尤其是女士而

言，这是一项不容错过的体验。

打卡！看场伦敦西区最受欢迎的舞台剧

相信您一定看过那部经典的迪

斯尼动画电影《狮子王》吧，小狮

子辛巴、爸爸木法沙、刀疤大叔……

满满的童年回忆呀！而今年，根据

同名奥斯卡电影改编的音乐剧《狮

子王》也要迎来在伦敦 Lyceum 

Theatre 表演的第 20 个年头啦，而

且它也一直是伦敦西区最受欢迎的

舞台剧之一呢！因此在伦敦组织您

的团队看一场《狮子王》，绝对是正

确的选择！

地址：Lyceum Theatre
时间：每周二到周六的晚上 19:30，  
     以及周三和周日的下午场 14:30
网址：www.atgtickets.com/shows/  
     lion-king-ticke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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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水时尚之都汉堡
MICE China教育性实地考察项目之一百五十一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欧洲第二大港口。通往世界之门，海洋明珠，

北方的航运桥头堡。汉堡不仅是一座港口城市，还是一座商业和文化生活的

名都。城市中心被截成两座湖泊的阿尔斯特河畔以及辽阔庄严的易北河畔港

口和房舍的混杂景象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世界级的音乐，奢华、舒适的剧院

和充满刺激的夜生活，令汉堡成为旅游者眼中的“快乐之府”。 

5 月 16 日 ~20 日，受汉堡会议局的热情邀请，MICE China 带领由知名

企业买家和会奖旅行社组成的买家团，在参加 IMEX Frankfurt 

2019 之前来到这座浪漫而略带神秘色彩的城市进行

实地考察。了解汉堡的会奖资源、会议活动场

馆设施服务以及一流的餐饮、购物等

多重体验，并与汉堡当地的会议

酒店、场馆和 PCO/DMC 代

表进行深入的交流。

文／郭宇

酒店推荐

CitadinesMichel Hamburg

（汉堡米歇尔馨乐庭服务公寓酒店） 

汉堡米歇尔馨乐庭服务公寓酒店位于汉堡三个最繁

华的街区之中。来往火车站、展览中心和机场的公

共交通十分便利。拥有 127 间客房和不同种类的服务式公寓。每间服务

公寓都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独立浴室、宽敞的客厅和办公区。

网站：www.citadines.com

Ruby Lotti Hotel（汉堡鲁比洛蒂酒店）

汉堡鲁比洛蒂酒店的风格是展现 60 年代和 70 年代

的新闻业风貌，并与海洋风格相结合。它坐落于城

市中心并拥有 290 间奢华装潢的客房。

网站：https://www.ruby-hotels.com/en/hotels-destinations/hamburg/  

        ruby-lotti

多样的会议活动场地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金融中心，

仅次于法兰克福。每年举办约 70 个

博览会和专业展览会以及 400 个各

类会议使汉堡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

国际会议和博览会举办地之一。多

面的汉堡具有满足会奖团队所有需

求的傲人资本，可为会奖客人创造

无限的可能和惊喜。

•汉堡会议会展中心

汉堡会议会展

中心正处于改

造升级中，预

计将于 2020 年

再次开放。届时，它将成为德国最大

也是最现代化的会议中心。汉堡会议

中心拥有 12,000 个座位、12,000 平

方米展览空间、12,000 平方米的门厅

空间以及 50 个多功能展览室 / 展厅。

网站：the-new-cch.com  

•易北爱乐音乐厅

易北爱乐音乐

厅坐落于港口

新城，它的对

面就是仓库城。

在易北爱乐音乐厅上可以俯瞰整个

汉堡新港。其令人惊叹的外观，似

滚滚的波浪，并拥有超过 2,000 扇

独立形状的窗户和一个砖式地基。

这个地基曾是仓库。

网站：www.elbphilharmonie.de/en/

•媒体码头商务及会议中心

Trave 河 畔 的

Media Docks

拥 有 19 间 会

议室，提供高

质量的会议场地，建筑现代化，钢

铁和玻璃与原始设计形成鲜明对比，

最多可容纳 450 人。

网站：www.mediadocks.de

•MuK（吕贝克音乐和会议中心）

MuK是Schleswig 

Holstein 最大的

活动中心，市

中心和火车站

在步行距离之内。每年大约有 300

个活动在吕贝克的音乐和会议中心

举行。凭借 4,000 平方米的空间，

MuK 提供超过 15 间会议室、贵宾休

息室、画廊、圆形大厅、交响乐厅

和音乐厅，共计可容纳多达 3,500人。

网站：www.muk.de

“汉萨女王”吕贝克

吕贝克 (Lübeck) 于 1143 年作

为第一座“位于波罗的海海岸线上

的西方城市”而建立，是整个波罗

的海地区汉萨同盟的光辉典范，被

冠以“汉莎女王”的美誉。上百年

来，吕贝克这座城市一直就是自由、

公正和富裕的象征。 直到今天，我

们依然能够从具有哥特、文艺复兴、

巴洛克和古典主义等丰富元素的小

巷和街道、教堂和修道院以及手工

作坊和防御工事中一窥吕贝克辉煌

的过去。老城区四面环水，其中的

五座主教堂及其七座塔楼见证了吕

贝克 1,000 多年的风云岁月，并且

作为砖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杰出范

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 

购物的天堂

没有一座城市像汉堡一样提供

这么广泛的购物可能性 . 不管是昂贵

的核不寻常的时装店 , 还是在仓库城

的小店 , 汉堡适合每一个购物者 , 传

统的仓储式商店和小型专门店使购

物成为一种特别的经历 , 高级店在少

女堤和新堤岸之间 , 一个接一个 , 蒙

克贝格尔大街更不会使购物者失望。

在火车站和鹅市之间不仅仅是汉堡

的历史中心，这里也有国际知名的

购物大街。

•宝嘉尔商店

宝嘉尔建立于

1888 年，是欧

洲钟表珠宝行

业内最具传统

的家族企业 , 欧洲领先的以及最大的

手表及珠宝零售店。宝嘉尔汉堡店

向全世界尊贵的客户提供匠心独具

的名牌钟表以及高级首饰。

网站：www.bucherer.com

•亚瑟格兰名品奥特莱斯

  （新明斯特店）

新明斯特名品

奥特莱斯位于

美丽的石勒苏

益格 - 荷尔斯

泰因州中心地带，从汉堡只需 40

分钟的路程。这里有超过 100 多个

国家的国际奢侈品设计师和时尚品

牌，如 Hugo Boss, Armani, Escada, 

Gucci, Belstaff, PoloRalph Lauren 以

及 Porsche Design 等等，提供了一

个令人难忘的购物体验而且全年享

受 30% 到 70% 的折扣。

网站：www.mcarthurglen.com

舌尖上的汉堡

汉堡是一个舒适的海滨城市，这里的海

鲜是很令人期待的，在旧市区的港口附近，

有传统的汉堡料理的海鲜餐厅以及西班牙

与葡萄牙风味的餐馆。具有汉堡当地特色的

美食包括：汉堡鳝鱼汤 Hamburger Aalsuppe、

海员杂烩 Labskaus( 把鱼、肉、土豆、黄瓜煮成一

锅，原本是供海员吃的 ) ；另外传统的德国菜：Schweinebraten- 烤猪肉、

Sauerbraten- 醋焖牛肉、Zwiebelkuchen- 洋葱熏肉饼、Apfelstrudel- 苹果馅

饼都是不可错过的美味。

教育性实地考察 
E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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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未来 推进互动
——2019 中国会议与商务旅行交易会成功举办

2019 年 5 月 7 日，2019 中国会议与商务旅

行交易会（CCBTF 2019）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拉开帷幕。来自各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单位、专

业会议服务公司、会奖旅游旅行社、会议 / 会展

场地、会议型酒店、会展协会、航空公司和公关

咨询公司等 600 余名会议会奖商务旅行专业人士

和企业买家参与了此次交易会。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资源开发司度假休闲指导处冯美鑫副处长和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程梅红副局长出席交易会并致

开幕辞。

会议会奖与商旅业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

中国会议与商务旅行交易会（CCBTF）自

2011 年开始，已连续举办 8 届，得到了诸多行

业同仁的关注与支持。今年交易会由上海、北京、

海南、陕西、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嘉兴，9

个会奖旅游目的地城市共同主办，在去年的基础

上丰富了共建合作理念，进一步巩固及加强了区

域合作。同时，继续得到了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ICCA）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经过 8 年的努力和

培育，中国会议与商务旅行交易会不断丰富内涵，

提升服务，扩大影响，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会议

会奖与商旅业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之一。

经典演讲品牌——Travel Experience Design

“Travel Experience Design”服务体验系列演

讲作为 CCBTF 中的经典演讲品牌，今年结合短

视频、数字化和 5G 等关键词，继续给各位分享

最新最优秀的认知与实践。今年交易会邀请了三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重量级嘉宾，为现场来宾带来

一场深刻而精彩的思想盛宴。

同时，组委会邀请了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

（ICCA）的专家，以国际化视角，解读当前世界

与国内经济发展格局、剖析行业发展前景、挖掘

市场热点、助力业内同仁们把握行业内的创新机

会和未来机遇。

压轴重磅——辩论会环节

此外，今年交易会重启辩论会环节，作为交

易会的压轴议程重磅登场。组委会聚集了一批有

着丰富从业经验、对行业的发展有着敏锐的嗅觉

和惊人的洞察力的行业领导者和先行者，为这些

行业菁英与领袖提供意见交流和思想碰撞的舞台，

和与会代表一起去探索和思考，从而在产业的发

展方向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去年在交易会上成立的中国会奖与商务旅游

品牌推广协作体，今年继续加强交流、巩固合作，

闭门会议在交易会同期落下帷幕。

CCBTF——一站式解决方案平台

本届交易会的议题设计精良、形式新颖、内

容丰富，涵盖了行业内的诸多热点话题：有资深

国际行业专家对中国会展业新挑战的分析，亦有

对大型会展活动与城市重点产业之间的关系讨

论；有以新技术在会展场景中的应用看 MICE 行

业如何做好数字化转型的探讨，亦有对过去这些

年，我们在目的地营销过程中踩过的“坑”的思

辨；有技术打造完美旅程的分享，亦有“是否选

择 MICE 行业作为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的辩论会。

交易会嘉宾也囊括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

士：从知名国内外行业协会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

（ICCA）、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到资深业内企业

中旅、锦江旅游、招华国际会展等；从今日头条、

雅士国际媒体、豫园文化等大型企业到从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锋滔会展、北大纵横管

理咨询等品牌场馆及场馆管理咨询公司；从昆仑

亿发科技、中译语通科、海康威视数字等科技公

司到万豪、地中海邮轮等国内外大型品牌集团，

CCBTF 为业界带来了一场跨界的饕餮盛宴。

交易会自 2011 年首次举办以来，经过 9

年的发展与积淀，CCBTF 品牌将继续致力于引

领中国会议与商务旅行创新发展。相信在未来，

CCBTF 必将得到更多国内外业内人士的关注，成

为提供品牌推广、资源展示、业务对接和沟通洽

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平台，助力中国会议会奖与

商务旅行行业的繁荣发展。

文／程楠



32 MICE China 

会议行业聚焦  
INDUSTRY FOCUS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IMEX Frankfurt 2019,
全球会奖活动资源的发现之旅

文／张婧

第 17 届 IMEX Frankfurt 于 2019 年 5 月 21~21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

中心盛大举行。尽管 2019 年第一季度，全球多地处在政治或经济不确定情

形下，全球会奖界最重要的年度聚会仍迎来了来自 172 个国家的 3,429 家参

展商，共设 318 个展位，其中 35% 的展商增大了参展面积，3% 的展商展位

比 2018 年翻了一倍以上。今年首次亮相 IMEX Frankfurt 的展商包括：巴巴

多斯旅游局、爱沙尼亚旅游局、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

IMEX Frankfurt 展场已扩大到两个馆，8 号馆为主场馆，见证了 60,000

多个展商和买家之间的商务洽谈，而 9 号馆则展示了众多令人耳目一新、趣

味十足的巧思设计，包括发现区、创新中心、“中央花园”式美食广场以及

由今年谈论点“想象力”衍生出的多种创新互动体验，吸引了大量买家和展

商的关注和参与。

教育节目看点十足

4 天展览期间，包括传统保留节

目“教育星期一”，IMEX 共举办了

300 多场工作坊、学习型实验室以及

专家交流活动，涉猎广泛，形式多样，

47% 的演讲人为女性。越来越多的

具有影响力组织，如企业活动总监、

活动公司负责人来到 IMEX 寻找潜在

的合作伙伴和业务联系。

IMEX 今年发起了更多的精选主

题活动，如“她意味着生意”、“协

会日”等。教育星期一凭借一整天

精心安排的高质量免费的教育节目

而广受展商及买家的欢迎，1,100 位

专业人士参加了本届 IMEX 的“教育

星期一”，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来拓

展眼界、提升个人职业素养。

“企业专享”活动迎来了 120 多

位国际知名企业的高级活动策划人

员，如安联、亚马逊、拜耳、雅诗兰黛、

万事达、雀巢、百事，诺基亚等公

司，大家相互交流观点和意见，聆

听来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巴克

莱、思科、微软、毕马威等机构重

量级演讲嘉宾的精彩演讲。

想象力的力量

想 象 力， 作 为

IMEX 今年的“谈论

点”，是“发现区”

体现的新理念背

后 的 决 定 力 量，

全息秀以及 360 度

摄影展位为参会者

带来拓展心灵的体验。

坐在“中央花园”区的草地

上，耳边传来鸟鸣声，暂时忘却了

繁忙喧闹的展场，获得心灵上的一

刻安宁时光。

协作减少废物，是 Red Lab ( 红

色实验室 ) 的一个环节，对整个行业

的习惯性思维提出了挑战，让每个

从业人士以新的角度来思考可持续

性等重要的环境话题。

年度长跑 IMEXrun 大获成功，

展商和买家的参加热情高涨，与

IMEX 的其它经典活动（如协会之

夜、IMEX 晚宴，SITE Nite 等）一

起把全球的会奖业者更紧密地团结

在一起。

IMEX Group 主

席 Ray Bloom 先生在

展会接近尾声时表示，

“这几天是激发想象力的一

周，到处充满着交易、学习和体验”，

“展厅中随处可见魅力十足的目的地

和场馆，展商加大投入来设计更具

感染人、更有创造性的展位，从而

打造出有利于生意和学习的氛围；

买家和展商都很明显地传递出积极

向上、强劲、乐观的情绪”。增长的

信心也来自展商和买家之间的高水

平互动，现场完成的接近 70,000 个

个人和团队预约，其中 72% 都附带

了简要 RFP （需求方案说明书）。

下 一 届 IMEX Frankfurt 将 于

2020 年 5 月 12~14 日，仍在法兰克

福展览中心举行。





假如世界上真有一个机遇之都存在？

全球会议无需长途跋涉，全世界超过 40 亿人可在不到 8 
小时的航程抵达迪拜，通往全球最为瞩目的建筑奇迹以及伟大的创新思
想，为何不让全球酒店业领军者来主办您的下一次商务会议活动呢？

探索迪拜无限可能 dubaibusinessevents.com

迪拜会奖局中国代表处
联系人：卫娜
联系电话：010-64302098转10
Email：phoebe@dubaitourism.a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