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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组织国际会议竞标培训 开启拓展国际会议市场
为更好地推进杭州国际会议竞标服务中心工作，提升杭州国际会议竞标服
务中心核心成员的专业竞标能力，帮助更多国际会议落地杭州，推动杭州会议
国际化进程，4 月 17 日，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促
进中心）及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邀请了国际知名会奖专家 Gary
Grimmer 和 Jane Vong Holmes 来杭，为杭州国际会议竞标服务中心开展了以
“会议竞标培训及研讨交流”为主题的专业培训。
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商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市会奖协会、杭州国际
会议竞标服务中心相关代表约 30 人参与了本次培训。
培训期间，Gary 为大家介绍了竞标国际会议的作用，他表示，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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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不仅是旅游的效益，更是对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的推动，在人才引进方
面和城市发展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对如何锁定国际会议提出了建
设性的建议。而 Jane 也为本次培训带来了真实的案例分享，从竞标成功的案
例中为大家提取关键性的因素及准确到位的分析。同时，Gary 和 Jane 被聘任
为杭州国际会议竞标服务中心顾问。
18 日下午，Gary 和 Jane 来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为该校外语系师生开
展了以“如何协助国际协会会议竞标——会议线索搜寻方式、方法”为主题的
专业培训，约五十名在校师生参与了本次培训。
Gary 向师生讲述了国际会议的重要意义，并教授学生如何筛选竞标线索。
Jane 给大家详细分析了国际会议竞标的重要细节，并向学生讲述了如何利用
ICCA 数据库及搜索引擎搜索关键信息。通过本次培训，学生们纷纷表示在本
次培训中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受益匪浅。
本次的校企合作，也是 ICCA 会员的相互配合和交流，充分利用 ICCA 数据
库，发掘更多的国际会议线索，并持续跟进，帮助更多的国际会议落地杭州，
推动杭州国际化进程，共同协助，杭州国际会议竞标服务中心的工作。
之后，两位专家会和竞标中心进行更深远的合作。在未来，竞标中心也将
开展国际会议竞标工作，帮助更多国际会议落地杭州。

杭州完美亮相 2018 IT&CM
3 月 20-22 日，2018 中国（上海）国际会议与奖励旅游博览会（IT&CM）
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行，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携手十余家会奖企业亮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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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也是杭州第 9 次亮相该展。
后峰会前亚运的黄金期，杭州展区获得极高关注度，不断有来自国内外的
买家咨询杭州最新会奖资讯。同时，展会上杭州也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宣传品，
中英文版的《杭州会议与奖励旅游地图》、《杭州奖励旅游产品手册》、《杭
州会议手册》等，颇受买家欢迎。
今年，杭州携手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杭州鑫桥会展有限公司（浙江新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远成会
议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市会展旅业有限公司、杭州新中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
索菲特西湖大酒店、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绿城千岛湖喜来登度假酒店、杭州
千禧度假酒店、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杭州蝶来雅谷泉山庄酒店等十余家优秀
会奖企业出席展会，展商与买家进行了一对一的交流洽谈。
22 日下午，杭州针对全球买家及国际媒体举办了一场会奖目的地推介会。
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代表做了精彩推介。

2018“峰会杭州”会奖旅游特惠年火热进行中
2018 “峰会杭州” 会奖旅游特惠年于 2 月 1 日起正式启动。针对在杭州
行政区域以外地区注册的公司企业、机构单位、会议服务商；杭州会议大使所
属机构单位或所引进会议委托的本地会议服务商，杭州市旅委联手在杭 82 家
会奖企业共同让利。特惠对象在特约商家举办以上会奖活动时可享受双重让
利：政府补贴按会议消费金额每满 10000 元减 800 元予以直接现金减免，以
此类推，单个项目最多可减 20 万元；特约商家配套予以不低于该比例的优惠，
-3-

以费用减免、折扣、优惠、增值服务等方式体现。
特惠对象在特约商家举办以下会奖项目时可获得优惠支持：
1、国际会议
（1）符合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ICCA）或国际协会联合会（UIA）制定的
国际会议标准的会议。
（2）国外参会代表占全部参会人数比例达到 40%以上，或参加国家和地
区（不含港澳台）3 个以上且国外代表占 25%以上的会议。
2、国内学术会议
（1）由国家级协会、学会、高校等学术机构主办的国家级学术会议及协
学会年会。
（2）由省外省级协会、学会、高校等学术机构主办的，在杭特约商家会
议消费总额达到 30 万以上的省级学术会议。
3、国内商业会议
由企业举办的奖励旅游活动，境外代表占比超过 90%，杭州住宿 2 晚以
上，有会议或主题晚宴活动安排。
4、入境奖励旅游项目
由企业举办的奖励旅游活动，境外代表占比超过 90%，杭州住宿 2 晚以上，
有会议或主题晚宴活动安排。
5、国内奖励旅游项目
由杭州行政区以外注册的企业举办的奖励旅游活动，杭州住宿 2 晚以上，
有会议或主题晚宴活动安排，在杭特约商家直接活动消费总额达到 30 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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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杭州会议大使引进的学术会议。
由杭州会议大使引进或发起的其所在行业内的学术会议。
本次特惠年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1 日-12 月 1 日，以特惠券的形式对
外发放。会奖旅游特惠券每张面值 800 元，10 张 1 套，每套 8000 元。在杭州
会奖网（www.micehangzhou.com）开辟专题页面进行申领。企业申领成功后，
通过快递方式寄送。
联系人：陆小姐

电话：0571-87272663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28 号 3 楼 310 室

杭州两所酒店荣获“中国十佳会议会展酒店”称号
3 月 28-29 日，被誉为“中国酒店奥斯卡盛宴”的 2018 年亚洲酒店论坛
年会暨第十三届中国酒店星光奖颁奖典礼在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盛大举行；同
期的第十三届中国酒店星光奖颁奖典礼顺利落下帷幕，杭州洲际酒店和杭州千
岛湖阳光大酒店荣获“中国十佳会议会展酒店”。
杭州洲际酒店拥有 1780 平方米的无柱式超大宴会厅——杭州厅，这里是
2016 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主会场，酒店还曾举办过金砖国家税务局长会
议及中东欧 16 国文化合作部长论坛等重大活动。此外，酒店还拥有近 6000
平方米的宴会会议场所，并配备了先进的会议设施、可容纳千人的剧院式报告
厅、城中特有的环形峰会式会议厅、新闻发布厅和 20 多个不同规模的中小型
多功能厅，满足不同行业和人群的会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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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湖阳光大酒店拥有总会议面积超过 6000 平方米的独立的宴会中心，2
个近 900 平米的无柱式宴会厅，均配备一流的 AV 与灯光系统，以及嵌入式大
型 LED 屏，打造现代化的宴会会议体验。此外，千岛湖阳光大酒店还拥有近
500 平米的户外草坪。
屡获殊荣的杭州洲际酒店和千岛湖阳光大酒店拥有充足的会场资源与丰
富经验的专业服务。在杭州，您将会体验与世界级豪华酒店一脉相承的独有韵
致。

恢宏时刻，应运而上
杭州凯悦酒店发布全新会议及宴会设施
杭州凯悦酒店与来自泰国的全球知名设计师事务所 P49 Deesign 联合打造
的全新宴会设施，历时 6 个月后如期竣工并投入服务运营。
宴会厅
540 平方米的宴会前厅宽敞明亮，1200 平方米无柱式宴会厅，亦是杭城最
大的宴会厅之一。宴会厅中有 15 万支水晶灯柱，可同时容纳 800 名宾客。也
可以隔离出 6 套不同规模的空间，实现丰富创意。
此外，活动策划者可以从十个额外的场地选择，打造内心理想的会议，新
闻发布会或小型活动。6 个沙龙厅，面积从 48 至 57 平方米不等，每个沙龙厅
均可使 30 名客人舒适享用鸡尾酒会，亦可打开屏风合并使用，从而创造一席
309 平方米的优雅空间。杭州凯悦酒店提供与宴会厅直接连通的独立空间，一
边是 66 平方米的多功能会客厅，另一边则是 65 平方米庄重规整的首脑会谈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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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厅；另有 92 平方米和 65 平方米的董事厅，能灵活变幻布局，让会议策划变
得如此简单便捷。
凯府
凯府位于酒店 2 楼，是杭州凯悦酒店为客人精心打造的湖畔之居。包含一
系列多功能的活动空间及开放式厨房，集高品质和私密性与一体。适合公司聚
会、商务宴请、精品发布会等场合。可为多达 310 名宾客提供社交于西湖之畔
的体验。
抵达凯府后，宽达 6 米的当代中国画展现出强烈的时空观和流动感，令人
畅想即将开始的宴会盛景。公共区域联接着是 1 个贵宾厅和 4 个西湖厅，从
85 至 185 平方米不等，可容纳 56 - 123 名宾客举行鸡尾酒会。其中，3 个西
湖厅可以打开间隔以创造一个优雅的 470 平方米的活动空间，最多可容纳 310
名宾客。
总统套房及西湖露台
总统套房位于凯悦酒店 8 楼，拥有 240 平方米高雅府邸式设计，400 平方
米西湖露台，可为 100 名客人提供摄人心魄的西湖全景体验。
总统套房高 4 米的整体空间内配置了厨房和 10 个座位的就餐区域，酒吧
和三角钢琴可以助兴，客人亦可在 3 个宽敞的起居区域休憩。总统套间最为精
华的部分，是阔达 400 平方米的专享西湖露台，可以 360 度欣赏西湖的美景。

2018年5月份即将在杭举办的会议
序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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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5.4

2

2018.5.8-10

杭州西溪宾馆

首届社区医疗与慢病管理国际论坛会议

杭州白马湖国际会 2018 浙江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千人大会暨高峰
展中心

论坛

杭州阿里巴巴西溪

3

2018.5.18

阿里巴巴公开课第二期
园区

4

2018.5.27

杭州

2018 第三届能源，环境与自然资源国际会议

5

2018.5.27

杭州

2018 第三届教育与创新国际会议

6

2018.5.27

杭州

2018 第三届经济，金融与管理科学国际会议

7

2018.5.27

杭州

2018 第三届社会科学与人文国际会议

8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生物与生命科学国际会议

9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国际会议

10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电气工程，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国
际会议

11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心理学与行为科学国际会议

12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应用数学与数据科学国际会议

13

2018.5.29

杭州

2018 第三届公关健康与医学科学国际会议

编辑部：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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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会奖官网：www.micehangzh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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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hangzhou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