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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 发布会议城市排名，杭州稳居大陆城市三强
根据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最新发布的《2014 年度国际协会会议
市场年度报告》，中国以 332 的会议总量，在全球排名榜位居第八，亚洲排名
第二，；日本则以承接 337 个会议，排名亚洲第一。ICCA 的排名，展现了各
个国家以及城市在会议产业的努力与实力。
2014 年杭州共承接国际性会议 17 个，位列中国大陆城市举办国际性会议
数量前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连续四年稳居三强之位。较之 2013 年度全球
排名（NO.148），2014 年度杭州排名上升 7 位。
根据 2005 年-2014 年的数据统计报告，从参会人数来看，50—149 人会议
占首位（35.7%），其次是 250—499 人会议（23.2%）。从国际组织总部分布
来看，最多的大洲为欧洲（59.1%），其次是北美（23.2%）亚洲位列第三（8.9%），
差距明显。从全年会议分布时间来看，会议最集中的月份还是 9 月（16.3%）、
10 月（13.7%），6 月（13.7%）和 5 月（11.4%）。从会议举办场地来看，占
首位的依然是酒店（43.2%）、会议/展览中心（25%）、大学（22.8%）。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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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业类别来看，医学会议占首位（16.8%），其次是工业技术（14.2%）
和科学（13.2%）。
* ICCA 将国际会议界定为由国际专业协会组织的、
在三个以上国家定期轮流举办的、
规模在 50 人以上的会议。这已成为世界上最广泛接受、最权威的国际会议统计标准。

杭州三年内要做“旅游国际化示范城市”
这个五一小长假，西湖景区共迎客 173.30 万人。但杭州的目标可不止如
此。近日，杭州出台旅游休闲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 2017 年，接
待入境游客 400 万人次、国内游客超过 1 亿人次，初步形成集旅游观光、休闲
保健、文化体验、商务会展等功能“四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模式，把杭州建设
成为中国旅游国际化示范城市。
丰富杭州旅游元素
打造“国际范儿”，首先是丰富杭州的旅游元素。杭州提出，要推进运河
主城段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打造以运河文化为主题，以工业遗产、漫游廊道、
古韵艚舫、历史街区为核心的黄金旅游线，到 2017 年，成为杭州旅游休闲主
要板块之一。
培育西溪湿地都市休闲度假基地、生态科普基地、晚间夜游板块、婚庆民
俗体验游板块，规划与建设环西溪湿地生态休闲体验带，将西溪天堂打造成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的主入口。
主城区也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推进下城和拱墅美食街区集聚板块、双
浦红茶产业板块、之江文创板块、皋亭山民宿产业板块、萧山湘湖运动休闲板
块、桐庐江南镇花卉产业板块、淳安环湖自行车骑行运动休闲板块及临安青山
湖、天目山、柳溪江三大生态养生旅游组团板块等的建设和发展。到 2017 年，
力争国家级和省级重大旅游休闲产业集聚平台达到 15 个。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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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中还提到了要开发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利用整形整容、中医理疗、保
健养生等优势资源开发特色医疗、疗养康复、美容保健旅游产品，推出“杭派
养生之旅”“中医养生之旅”“智慧养生之旅”“生态养生之旅”等特色体验
活动，大力培育富有杭州特色的健康养生保健旅游品牌；大力开发老年旅游和
养老市场，打造 1—2 个老年人旅游优质品牌；推进“候鸟式”等新兴旅游养
老服务业态发展，形成专业化的老年旅游服务品牌；加强对健康养生保健旅游
企业的政策引导，引导健康服务企业积极参与旅游项目开发和旅游综合体建
设。
除了特色旅游，杭州还将加大旅游服务方面的投入，比如推进全市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多层次、全覆盖、智能、安全、融合的信息高速公路，提升
景区、酒店、旅游度假区等重点场所的免费 WiFi 覆盖率。到 2015 年底，全市
3A 级以上景区、三星以上宾馆饭店实现旅游无障碍设施全覆盖。
推进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完善机场中转旅游服务体系。开辟杭州
至欧美和澳新远程旅游市场的国际新航线，力争在 2015 年内开通直达美国航
线。

西湖推出创新旅游线路
近日，“邂逅西湖”旅游产品推介会在湖畔居曲院风荷店举办。“邂逅西
湖”品牌概念由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打造，是一款以各类文化、景观、互动
体验为一体的多元化特色旅游产品，推出订制式的 12 种类型（14 条）创新旅
游线路，深度探寻西湖文化内涵。
这些线路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只是印象中走马观花式的闲逛，而是彻底
颠覆传统游览方式，打造个性化游览线路。
这些新产品，除了将西湖景区与历史文化、互动体验相结合，更是深度整
合景区资源，充分挖掘景区内涵。其中在西湖文化中，就深挖了禅茶、南宋、
道家、名人、廉政、龙井茶 6 方面的文化内容；在景观方面，将西湖与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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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双遗产线路，西湖特有的赏花线路等列入其中。同时，根据不同游客群
体的需求，设计了亲子游、爱情游等多条个性化线路，让游客体验西湖文化，
深度感受西湖魅力。比如，“邂逅西湖”旅游产品中的美味不是传统的杭式地
方菜，而是专门结合线路主题进行打造，如相亲游中的袁枚“随园食单”套餐，
南宋游中的城隍阁南宋点心宴，禅茶游中的大碗斋面等，都可以感受舌尖上的
特色西湖，凸显景区文化个性。

2015 全球对冲基金西湖峰会隆重举行 发布“西湖宣言”
5 月 16 日至 17 日，“2015 全球对冲基金西湖峰会”在杭州隆重开幕。本
次峰会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杭州市人民政府为指导单位，浙江省金融
业发展促进会、全美华人金融协会、英国华人金融家协会、中证指数公司主办，
杭州市上城区政府、敦和资产管理公司、永安期货承办，工商银行、交通银行、
山南对冲基金投资公司、美国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全球另类投资管理协会
AIMA、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国内外著名机构参与联合承办或协办。峰会汇聚
国际、国内第一流私募证券及对冲基金管理人，100 余位海外对冲基金业界领
袖，200 余位国内私募行业精英，全球 300 余家私募对冲及投行机构，1000
余位参会嘉宾，打造中国最专业化、最精英化、最国际化的私募证券及对冲基
金盛会。
峰会发布了“浙江打造财富管理中心倡议书”，即“西湖宣言”。“宣言”
提出：在浙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仅发生在科技领域，它还是打造
财富管理和私募金融服务强省的集结号。浙江将在私募金融领域进一步集聚人
才优势、集聚创新能力、集聚资本力量，助推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在西湖的
青山绿水间，承托起资本市场的中国梦。
在本次峰会上，朱从玖副省长、张鸿铭市长共同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揭牌，
峰会部分嘉宾参加了基金小镇的考察对接活动，私募基金业内期盼已久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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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终于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根据杭州市《打造杭州财富管理
中心五年行动纲要》和以私募金融服务为龙头的“财富管理金三角”业态构架
蓝图，这个位于杭州市中心，坐落于钱塘水北、玉皇山南，集西湖和钱江之灵
气的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未来将集中发展私募证券、私募期货、量化投资、对冲
基金和私募股权等高附加值的私募金融业态。目前，国内外一批私募证券、对
冲基金大佬业已悄然入驻，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哪里将兴起一座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版格林威治基金小镇，续写杭州这个南宋古都承载千年的财富梦想。

杭州市人民政府与洲际酒店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5 年 4 月 28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与全球最大及网络分布最广的专业酒
店集团——洲际酒店集团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杭州洲际酒店新闻发布厅举
行。本次签约旨在为了加快杭州旅游业转型升级，建设和完善杭州的旅游经济
板块，增强杭州国际竞争力，打造“生态城市”“文化城市”的客观需要。
洲际酒店集团愿意与杭州携手，建立更紧密的顾问合作伙伴关系，为杭州
的旅游及酒店业发展和规划，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国际经验。在今后
的战略合作中，杭州洲际酒店也将一如既往地以专业的团队、一流的设施设备、
高效的服务，竭诚为广大宾客提供优质的会议、客房、餐饮等服务体验，为杭
州市的旅游及城市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阿里云联合石基推出酒店云 可降低 50%运维成本
昨天，阿里云与石基信息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双方联合面向酒店餐饮行业
推出酒店开放云平台（简称：酒店云）服务。当天，首旅酒店集团宣布加入该
平台，改进客户的预订、入住、结账等全流程体验。一个小客栈或民宿都可以
通过接入该平台完成一个相当于星级酒店的部署。这也意味着酒店行业的互联
网+进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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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行业，云计算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精准推
送信息，以及简化支付、预定流程。酒店云基于阿里云提供的云计算与大数据
处理能力，结合石基信息在酒店信息系统管理的经验，为酒店行业提供安全、
高性能、低成本、高可扩展的云服务解决方案。提升前台、餐饮、销售、客房、
中央预订、会员运营等环节的运行效率和客户体验。
石基信息市场负责人周俊表示，“酒店 IT 运维成本因此降低 50%。同时
技术革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
石基信息在中国五星级酒店业信息管理系统市场占有 90%以上的份额，
是目前国内最主要的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阿里云业务
总经理陈金培表示，“预计未来 3 到 5 年内所有酒店后台系统都将运行在云计
算上。”
此前，阿里旅行-去啊发布了酝酿已久的“未来酒店”战略，携手酒店同
业打造基于信用体系之上的新型在线旅游服务平台。其中，云计算和大数据分
析成为这项改造和优化酒店业体系中的重要基础。

千岛湖首家星空帐篷酒店五月迎客
今年五月上旬，千岛湖第一家帐篷主题酒店——华联千岛湖星空帐篷酒店
即将试营业。酒店的 15 间客房都建成了圆顶帐篷的形态，各自固定于木制平
台。1 间前台、1 间酒吧则以尖顶帐篷的形式区别展现。
帐篷客房不大，每个占地面积仅 28.26 平方米，其中却“五脏俱全”。帐
篷内外皆白，内部以白墙隔成两部分：卧室和起居室，隔墙后的卫生间和浴室。
正对床头的帐篷顶，是个透明天窗，可遥控开关，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星空。
帐篷建造只用到了玻璃胶，没用任何涂料，非常环保。帐篷用钢架支撑，
外立面覆以拉模，同时“就地取材”以马毛填充，冬暖夏凉，隔音效果良好。
与此同时，配套的住宿问题也将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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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爱情和亲子会是酒店设计的两大元素。为此酒店将推出带着爱情去
旅行、带着孩子一起看星空等相应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星空帐篷酒店的房间
号均以星座命名，宾客可选择预定相应的房间。

杭州 7 月有望首开到贵阳的高铁
从 7 月 1 日零点开始，上海铁路局管内（包括铁路杭州站）将实施新列车
运行图，并将首开合福（合肥—福州）高铁动车及经由沪昆高铁线至贵阳方向
动车。这就意味着，从 7 月 1 日起，杭州有望首开到黄山、武夷山、婺源和贵
阳的高铁动车。目前，杭州前往贵阳的列车都为“K”字头快速列车，路程耗
时约 25 个小时。一旦高铁开通，杭州到贵阳将缩短约 17 个小时。
另外，杭州到厦门、福州的车程有望缩短约 1 小时。7 月 1 日合福高铁开
通后，列车可走杭长高铁到江西上饶，再转入合福高铁，到福州和厦门一路大
都是高铁线路，速度会有所提升。

杭州 6 月会议预览
序
1

时间
2015.6.5-7

地点

会议名称

杭州

2015 全国高效分离浓缩技术、分离工程研
究与设备应用研讨会暨第二届食品行业
分离浓缩大会

2

2015.6.5-7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015 年消化道肿瘤诊治研讨会

3

2015.6.9-10

杭州

2015 中国旅游创新国际峰会

4

2015.6.10-13

杭州

2015 第五届中国 EVA 产业链发展峰会

5

2015.6.10-14

杭州

2015 第十三届国际羊毛会议和 AATCC 可
持续发展研讨会

6

2015.6.11

2015 住宅产业现代化与房地产工程战略

杭州

采购合作交流会
7

2015.6.11-12

杭州金马饭店

2015 进口纱论坛暨坯布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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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5.6.12-14

杭州

2015 第六届全国胸外科大会暨第八届浙
江省胸部肿瘤论坛

9

2015.6.13-14

浙大紫金港校区

2015 传播与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

10

2015.6.15-16

杭州

2015（第五届）中国铁塔用钢市场供需与
技术论坛

11

2015.6.17-18

杭州凯悦酒店

2015 第九届中国有限合伙人峰会
暨财富管理峰会

12

2015.6.19-20

杭州洲际酒店

2015 浙商大会暨互联网峰会

13

2015.6.20-21

杭州之江饭店

2015 年第五届中美临床与转化医学国际
论坛

14

2015.6.21-26

杭州花港海航度假酒店

中国物理学会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分
会 2015 年学术年会

15

2015.6.23-27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2015 西湖超声介入及造影主題论坛

二医院
16

2015.6.26-28

杭州华北饭店

2015 年浙江省医学遗传学学术年会
暨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
研讨会

17

2015.6.27-28

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

2015 第四届 Bio4P 国际高峰论坛-精准医
疗与智慧健康

18

2015.6.27-28

2015 年感染病分会、肝病分会学术年会

浙江紫晶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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