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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编印

中国国际会奖旅游论坛开幕 杭州亮“国际”牌
3 月 19 日，中国国际会议及奖励旅游论坛在杭州开幕，论坛由上海麦瑞
赛商务咨询公司主办，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世界专业会议组织者联盟、国际会
议专家联盟等多家知名机构支持。这是今年中国会议与奖励旅游产业首个重量
级的论坛活动，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副会长赵弘中在会上表示，杭州作为亚洲会
奖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得到极大认可，目前杭州在争取更多国际顶级会议落户，
会奖旅游将会有质的飞跃。
本次论坛共吸引了近百位国内知名企业中负责商旅及会议的负责人出席，
介绍他们在日常企业会议、活动、奖励旅游中获得良好效果的活动，传授解决
问题方法，并进行新项目介绍，同时邀请了专业的会议组织者、技术提供商们
介绍海外最新的理念、产品、趋势。帮助 MICE 从业者们提高自身组织能力，
达到甚至超越企业预算支出的预期效果，获得内部和外界的多方赞誉。论坛中，
共有 16 大核心议题，设立了 28 个深入的演讲题目，传授业界精英的宝贵经验。
会奖旅游属于典型的高端旅游市场，在旅游业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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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各类协会会议举办难度增加，会奖旅游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中
国会展经济，已经告别了过去十多年超常态的高速发展时期，进入了温和增长
的‘新常态’时期。”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长袁再青认为，进入‘新常态’
的主要标志，就是会展业的数量和规模，从两位数的增长，转变为个位数的增
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停滞。中国的会展业仍然处在发展加转型的历史机遇期，
在温和发展中加速转型，在艰难转型中持续发展。“当下，国内消费成为拉动
经济的主要引擎，服务业增速高于一二产业，这从根本上推动会展业的稳定增
长。”他说。
如今，国际会展业的重心向亚太地区和中国倾斜的趋势仍在持续，中国会
展业的国际化发展也有加速的迹象，这些都会给会奖旅游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商
机。这为杭州带来机遇。杭州是“六大古都”之一，近年来也致力于国际化发
展，将现代都市的璀璨文明和古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同时，也有众多航线及
航班、铁路等多种出行方式。完备的会奖设施，专业的会奖服务形象使杭州的
吸引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中国会奖旅游的风水宝地。此次举办中国国际会议
及奖励旅游论坛，为更多的国际会议落户杭州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四月，杭州将组团赴上海参加
中国（上海）国际奖励旅游及大会博览会
2007 年以来，中国（上海）国际奖励旅游及大会博览会已经成为中国市
场上优秀的专业会议、奖励旅游、会议和展览（MICE）的商业和交流平台。
杭州自 2010 年起连续五年组织企业参加中国（上海）国际奖励旅游及大会博
览会(IT&CM China)， 2015 年 4 月 14 至 16 日将再次亮相上海跨国采购会展
中心，并参加 2015 中国会议与旅游产业发展论坛。
届时，杭州尊蓝钱江豪华精选酒店、杭州洲际酒店、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黄龙饭店、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杭州世外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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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皇冠假日酒店、杭州千禧度假酒店、杭州国际假日酒店、杭州新中旅行社有
限公司、杭州国豪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杭州远成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将一同亮相
A9 展位。欢迎各业内人士前来交流洽谈。

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新华社发布快讯，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这是我国
唯一跨境电商试验区。去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约 3 万亿。
中国政府网刊发了《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的批复》。
杭州率先探索建立跨境电商新规则
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已无处不在，网购的出现也使得“买全球”“卖
全球”不再是奢望。可随之而来的经营主体虚拟化、交易形态高度碎片化等新
特点，也使得监管成为当下跨境电商交易的最大难题。
在拥有 47 万家网络经营主体，电子商务交易额居全国城市首位的杭州，
跨境电商带来的冲击更是首当其冲。按照一般贸易流程设计的海关、税务、商
检、金融等监管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地跨境电商多品种、小批次、频繁交易的新
特征，外贸企业试水电子商务不仅导致了通关、退税、结汇等新难题，也易诱
发了质量失控等现象。
以同样 100 万元的进口贸易额为例，在传统贸易进口中对应的商品也许是
1 万瓶价值 100 元的同款红酒，采用一次报关即可完成，而消费者网购对应的
或许是１万件五花八门的商品，以目前的报关方式一一查验，将耗费大量的人
力物力，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一项全新的尝试应运而生。经过不懈努力，
国务院日前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怎么进行？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长张鸿铭昨天接受
新华网采访时作出解读。与过去的实体试验区不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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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的虚拟平台上。借助互联网上任何交易都有迹可查的独特优势，建设
信息共享、金融服务、智能物流、电商信用、统计监测、风险防控等体系，实
现关、税、汇、检、商、物、融一体化。为确保试验区真正成为跨境电商改革
和创新的试金石，杭州市通过长期调研，精心设计了一揽子的改革方案。
作为全国电子商务中心，杭州市计划经过 3-5 年的改革试验，把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成以“线上集成＋跨境贸易＋综合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全
国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创新中心、服务中心和大数据中心。
以后，凡在网上平台登记备案的企业和个人，都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开
展跨境贸易业务，实现交易自由。借助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地球更像一个
村落，地域、语言、通关等都将不再是制约电商发展的瓶颈。由于现代信息技
术具有“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风险可控制、责任可追究”强大功能，监
管部门大可以对企业信用、市场交易、跨境支付、通关物流等进行动态即时的
全流程监管。
通过事前加强预审、事后保留追溯，可以有效简化事中监管程序，使监管
更加有效、更加精细、更加安全，消费者和企业买卖商品更加自由便利，业务
流程也更加规范。
创建脚印


2013 年，在上海、重庆、杭州、宁波、郑州等 5 个城市试行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出口有关政策。



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在杭州考察时表示支持杭州创建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



2014 年，杭州建立领导小组，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龚正，杭州市
市长张鸿铭担任双组长。



2015 年 3 月 7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2015 年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博会月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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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将于 3 月 27 日在杭州正式拉开
帷幕，博览会将以茶为载体，以文化为依托，开展为期三月的茶文化、茶旅游
等多项活动。
据了解，3 月 27 日（星期五），茶博会的开幕式暨西湖龙井开茶节将在杭
州西湖区转塘街道何家村举行。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现
场将举办手工炒制、品茗体验、茶艺表演以及西湖龙井茶企、农家茶楼、茶文
化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展示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茶为国饮，杭为
茶都”品牌，推进茶产业的转型升级，带动茶旅游的发展与繁荣。
4 月还将有 2015 清河坊民间茶会；以“茶与健康”为主题的第四届万人
品茶大会；2015 中国（杭州）国际名茶博览会；2015 中国茶业博览会、2015
中国（杭州）西湖国际茶文化博览会闭幕式暨富阳安顶云雾茶文化节、国际旅
行商媒体走进茶博会等活动。
茶博会还将推出众多与茶文化相关的比赛活动，例如杭州西湖龙井茶王
赛、“茶与世界”杭州茶文化全球联动活动、第七届“茶人之家”评选活动、
2015 全国茶馆经理年会、第十八届西湖国际茶会、2015 云林茶会以及 2015
民间茶诗会。
此外，杭州区县（市）还将举行萧山区茶艺节、第十四届中国茶圣节、第
四届临安民间茶俗文化旅游节、第四届雪水云绿休闲旅游节、中国•建德第六
届千岛银珍开茶节、2015 千岛湖茶文化体验节以及第八届国际茶宴（菜、点）
挖掘推广、中外茶艺交流、茶艺师系列培训、茶文化之旅等茶旅游体验板块的
活动。

浙江特色旅行口碑榜千岛湖斩获两项殊荣
3 月 17 日，从湖州南浔举行的 “2014 年度浙江省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发
布会暨浙江特色旅行口碑榜颁奖典礼”上传来喜讯，千岛湖连获“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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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5A 级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前三甲”和“80 后最喜爱的浙江旅游目的地
(景区)之首”两项殊荣。
根据调查报告，2014 年度浙江省整体游客满意度为 75.42，满意度数据从
2013 年的“一般满意”水平提升至“基本满意”水平，全年中第一季度游客
满意度最高，第二季度游客满意度最低，总体综合指数相对稳定。浙江省的 9
家 5A 级景区中，西湖、千岛湖、乌镇位列前三。
同时，依托携程用户出行数据和浙江在线新闻网站媒体调查汇成的颇具浙
江范儿的“浙江特色旅行口碑榜”也揭开面纱，千岛湖凭借一流的生态环境、
便捷的区位优势、浓郁的休闲度假氛围，成为众多自由行、自驾游客的首选，
在众多景区中脱颖而出，成为 80 后最喜爱的浙江旅游目的地(景区)之首。

杭州坐高铁可直达北海 最快今年 5 月坐高铁去贵阳
据从上海铁路局消息，3 月 20 日零时起启用新列车运行图。杭州首开列
车直达广西北海，而且还是高铁列车。这次列车运行图调整，对杭州影响不大。
但新图调整后，其中杭州东至南宁东 G1505/G1506 次列车延长至北海站始发
终到，全程仅需 12.5 个小时。
此外，据国家发改委网站获悉：沪昆高铁贵阳至长沙段正在抓紧施工，预
计今年 5 月通车，这意味着最快今年 5 月，从杭州就能坐高铁直达贵阳。目前，
从杭州到贵州最快的一班列车，路程所需时间是 24 小时 39 分，而直达高铁开
通后，将缩短至 7 小时。

杭州 4 月会议预览
序
1

时间
2015.3.31

地点

会议名称

西溪喜来登度假酒店

-4.1
-6-

2015 第 14 届中国餐饮业连锁发展战略研
讨会

2

2015.4.1-3

西溪喜来登度假酒店

2015 年中国连锁业 O2O 大会

3

2015.4.1-3

杭州

2015 年度有色金属业高技能人才交流研
讨会

4

5

2015.4.6-8

2015.4.6-9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滨江院区

第一届钱江国际小儿外科论坛

世外桃源皇冠假日酒店

纳米药物及纳米生物技术国际学术大会

暨 2015 年浙江省小儿外科学学术年会
（中国纳米药物 2015）

6

2015.4.7-10

2015 第五届中欧生物材料大会

杭州

(CESB2015)
7

2015.4.9-11

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

2015 联商网大会暨全球零售创新峰会

8

2015.4.9-11

浙江宾馆

第十三期心脏节律管理新进展研讨会

9

2015.4.11-12

杭州

第二届企业网络化成长与创新论坛——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网络重构

10

2015.4.11-12

杭州

2015 年全国民办教育高峰论坛

11

2015.4.10-13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

2015 互联网移动电商高峰论坛暨万色城
第三届国际网商大会

12

2015.4.12-15

2015 大健康产业电子商务（西湖）论坛暨

杭州

第六届中国医药物资协会连锁药店分会
年会

13

2015.4.15-17

新常态下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提升竞争

杭州

力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
14

2015.4.16-17

杭州

2015 第五届中国药品质量安全大会

15

2015.4.17-19

杭州

2015 第二届全国微藻生物能源技术创新
交流研讨会暨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展
示与合作对接会

16

2015.4.17-20

杭州海景大酒店

2015 全国生殖医学论坛

17

2015.4.18-19

杭州玉泉饭店

2015 年统计学课程教学研讨会

18

2015.4.19-24

杭州凯悦酒店

2015 ISO 智能运输系统国际会议

19

2015.4.21-23

杭州

2015 石蜡市场研讨暨供需联谊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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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5.4.22-23

杭州海外海国际大酒店

2015 中国娱乐业年度千人峰会

21

2015.4.22-24

杭州

2015 第二届新型电池正负极材料技术国
际论坛

22

2015.4.22-24

杭州

2015 中国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

23

2015.4.22-24

杭州

2014 年度全国质量技术奖励大会
暨第十二届全国六西格玛大会

24

2015.4.22-25

杭州宝盛水博园大酒店

2015 第五届全国建筑结构技术交流会

25

2015.4.23-24

杭州

2015 第五届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协同发
展大会

26

2015.4.23-25

杭州万华国际酒店

第 11 届全国橡胶助剂生产和应用技术研
讨会

27

2015.4.24-26

浙江工业大学

2015 第 22 届全球金融年会暨第七届 WTO
与金融工程国际会议

28

2015.4.24-26

杭州开元萧山宾馆

2015 年灾难与创伤急救西湖国际论坛

29

2015.4.24-26

杭州蓝天清水湾国际大

2015 浙江省显微外科学术年会暨浙江省

酒店

手外科学术年会

杭州

2015 第九届中国期货分析师论坛

30

2015.4.25-26

暨首届场外衍生品论坛
31

2015.4.30

第八届中国含油气系统与油气藏学术会

杭州

议

编辑部：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秘书处
地址：杭州市中河中路 168 号浙江国贸大厦 707
电话/传真：0571-87204909
杭州会奖官网：www.micehangzh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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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hangzhou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