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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杭州会奖旅游特惠年即将启动，商家招募进行中
2018 年“峰会杭州”会奖旅游特惠年活动，商家招募进行中！让来杭会
议组织者用“四星”的价格享受“超五星”的会议服务！本次特惠年活动时间
为 2018 年 2 月 1 日- 12 月 1 日。优惠对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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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会议大使所引进会议委托的本地会议
服务商。使用企业在杭州行政区域范围内参加活动的酒店、会议公司和旅行社
等指定商家举办会奖项目时可享受让利，按会议消费金额每满 10000 元减 800
元，以此类推，单项目最多可减 20 万元；使用企业还可以同时享受指定商家
配套的各项特惠季优惠政策，并且不低于市旅委的优惠幅度。会奖旅游特惠券
每张面值 800 元。特惠券的发放渠道主要是网络申领，外地企业可登陆杭州会
奖网 www.micehangzhou.com 进行申领。
活动主要针对国际会议、国内学术会议、入境奖励旅游项目、国内奖励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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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项目、杭州会议大使引进的学术会议，六大类实时特惠补助。继续实施会奖
旅游特惠年活动对国际会议目的地形象塑造和会议市场业务的拓展意义非同
寻常，更是吸引国内外会议项目的一大举措。
活动详情敬请关注: 杭州会奖官方微信订阅号 或官网 www.micehangzhou.com

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
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年会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1 日，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暨协会年会在杭州洲际酒店圆满落幕。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副主任赵弘中，杭
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主任叶虹，杭州市社
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王先明，杭州市旅游形象推广中心（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
促进中心）副主任、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秘书长杨保福，萧山区旅游
局副局长孙凌志，淳安县千岛湖风景旅游委员会副主任杨一峰，淳安县千岛湖
风景旅游委员会推广中心主任赵太泉及相关协会领导和全体协会会员单位代
表等约 200 人出席了本次年会。
年会呼应未来会议产业的趋势，将会议与高新技术相结合，首次采用了人
脸识别签到系统，独具新意。同时，年会现场设立签到合影墙，展现每一个会
员个体形象，树立会奖从业者自豪感及荣誉感。
会上，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副主任赵弘中致辞，对杭州会奖企业的发展寄予
厚望。协会会长陈灿荣也进行了精彩的讲话，总结了全年协会各项工作取得的
成就，并为现场来宾送上新春祝福。
大会以 VCR 的形式生动地回顾了杭州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 2017 年全年
工作。杭州市商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副主任，杭州会奖协会秘书长杨保福对
2017 年协会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并对 2018 年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杭州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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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会展旅游促进中心会奖部副部长甘媛恬对 2017 年“峰会杭州”会奖旅游特
惠年作了回顾，同时对 2018 年特惠年活动作了情况说明。31 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一中、牙山演艺总经理徐学雨、杭州叶树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韩琦
分别进行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展示。
会上，协会对 2017 年度突出贡献单位及杭州特色评选获奖单位进行了表
彰，并通过了三家新晋理事单位，名单如下：
杭州会奖行业突出贡献奖
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杭州维景国际大酒店

杭州市会展旅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杭州牙山会务会展有限公司

杭州傲帆游艇有限公司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

杭州 MICE 特色评选·最具特色会议酒店
杭州洲际酒店

杭州柏悦酒店

杭州 JW 万豪酒店

杭州城中香格里拉大酒店

杭州凯悦酒店

杭州海外海皇冠大酒店

浙江西子宾馆

杭州城北瑞莱克斯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杭州世外桃源君澜度假酒店

杭州 MICE 特色评选·最具特色会奖线路
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团

杭州新中旅行社有限公司

浙江捷登旅游有限公司

杭州欣动旅游有限公司

杭州乾景会务有限公司

/

杭州 MICE 特色评选·最具特色服务产品
杭州索菲特西湖大酒店

杭州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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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溪喜来登度假大酒店

杭州西溪宾馆

杭州龙井雷迪森庄园

/

杭州 MICE 特色评选·最具特色会议策划
杭州鑫桥会展有限公司

杭州远成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伍方会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

杭州西湖国际博览有限公司

/

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新晋理事单位
杭州海外海皇冠大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杭州乾景会务有限公司

/

新版《杭州会议手册》和《杭州奖励旅游产品手册》上线
17 年 12 月底，新版杭州会议手册和奖励旅游产品手册正式上线，作为杭
州会奖的两本工具书，两本手册为会议组织者们提供了酒店情况、会议设施等
方面的信息，同时也整合了杭州的奖励旅游产品。
杭州会议手册包含了超过 100 家的会议酒店，围绕城市的交通格局、区域
功能等因素，杭州会议手册将酒店、会议中心、展馆等会议场所分成了十个板
块，分别是环西湖板块、钱江新城板块、武林·黄龙板块、湖滨·市中心板块、
西溪天堂板块、运河板块、萧山区板块、滨江区板块、千岛湖板块、周边潜力
板块，每个板块都明确标注了酒店信息、会场信息和联系方式，方便来杭办会
者精准定位。又根据酒店会场情况，杭州会议手册为大家做了四类标示区分：
大型（1,000 人及以上），中型（500-999 人），小型（100-499 人）。便于
会议组织者根据会议人数选择酒店。并附有杭州会议服务公司一览表，可以为
来杭办会提供全面信息咨询、方案策划、会议引进支持等一系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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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奖励旅游产品手册结合杭州特色，包装推出“中国传统文化、市民生
活体验、团队建设、主题晚宴”共 5 大类 150 种会议奖励旅游产品，为奖励旅
游组织者提供丰富的奖励旅游产品选择。包含了专门针对杭州传统文化旅游产
品的体验性设计，依托杭州的风景和运动休闲资源的团建活动，还有一些非常
规的特色旅游体验产品等。
可登录官网 www.micehangzhou.com 下载电子版。

杭州成为最受欢迎的大型学术会议青睐城市和
国际会议目的地之一
1 月 19 日，由中国学术会议联盟编制的《2017 中国学术会议市场报告》
在北京召开的美迪康合作伙伴大会上发布。
《报告》来自于美迪康会务通学术会议平台上运行的自有真实会议数据，
结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里的数据，汇
总得出了不被业界所熟知的学术会议市场情况。在会展领域，学术会议是一个
细分市场，一般由社团（学会、协会、研究会等）以及大学、科研机构、医院
和交流中心等事业单位主办，以学术交流为目的，组委会中有负责学术议题的
学术委员会，还经常有论文征集和壁报（墙报）以及同期举办的展览展示。
学术会议市场体量稳步增长
2014 年到 2017 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CME）项目会议数量分别是 11624、
12822、15411 和 16959 个，平均年增长率为 9%。举办最多数量国家级 CME 项
目会议的全国性社团分别是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2017 年省级的 CME 项目会议数量达到了 13785 个，比 2016 年增长了
11.85%。主办 CME 会议项目的省级机构中，最活跃的省市是上海、北京、广东、
浙江、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四川和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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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运营良好，中国学术会议的高度国际化
学术会议的成功运营，主要看国际化、参会人数、论文数量和壁报、线上
会议直播的普及率等主要指标。2017 年，95%的大型学术会议都是国际会议，
表明中国学术会议的高度国际化。2015 年，学术会议平均参会人数为 492 人，
2016 年增长到 508 人，2017 年继续增长，平均注册人数为 515 人。
一个学术会议的征文稿件数量越多，尤其是国外参会者提交的论文越多，
就说明该会议的学术水平越高。2015 年共收到论文 134577 篇，2016 年增长到
197636 篇，2017 年增长到 338483 篇，这说明有更多参会者踊跃递交论文，反
过来也说明学术会议总体而言其会议质量在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在同步提
高。
2017 年有 196.4218 万人观看了学术会议网络直播，平均下来一场会议有
2.5 万人观看学术会议的网络直播，比 2016 年增加了 34%。
从学术会议的主办方来看，学术会议更聚焦专业领域，产学研之间的联系
互动更紧密。同时，出现了从会议运营到社团运营的观念转换。
从会议工具来看，数字化注册签到、微网站、征文投稿正越来越普及，会
议直播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2017 年，继北上广之后，杭州快速跃升成为最受大型学术会议青睐的城
市和国际会议目的地。在而大型学术会议最偏好的十大会议中心（会议型酒店）
的数据中，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仅次于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排名第二！（信息来
源：中经网会展）

杭州将新建多处主题公园
东湖路市民公园、冠山公园、钱江世纪公园……去年杭州建成了一波公园，
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便利和享受。未来，杭州还将建成多座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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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兰桃花湖公园
预计建成时间：17 年 12 月底开工，建成时间尚未确定
位于江干区的丁兰桃花湖公园在规划上注重遵循地理脉络特点，将山水融
合，以水为带，引山入城，加强以半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自然景观与城市建
筑的协调，并延续到国家 4A

级皋亭山风景区。未来的桃花湖公园将成为丁

兰新城的新中心，它不仅串联起了京杭大运河及上塘河，还北连半山国家森林
公田园、皋亭山风景区。建成后，桃花湖公园衔接了整个丁兰新城旅游带，把
其打造成全新的杭州城市后花园。
运河亚运公园（原城西体育公园）
预计建成时间：2021 年 3 月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行，位于拱墅区的运河亚运公园是比赛
场馆之一。以亚运会为契机，同时融入“全民健身”的理念，公园未来将成为
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和市民朋友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体育场馆功能布局以
育英路为界，建设“北馆南场”。体育馆设在北侧区域，由一处 5000 座满足
亚运乒乓球赛事的比赛场馆和一处训练馆组成。临时体育场设在南侧区域，按
照亚运曲棍球比赛需求进行布置。赛后，场馆将根据大众体育功能作调整，满
足全民运动需求。
运河中央公园
预计建成时间：2021 年 6 月
拱墅区的运河中央公园位于西塘河、十字港河的两河交汇处。未来桥西版
块的运河中央公园内，一个 1200 座的剧院将为居民带来更多艺术熏陶，在这
里将会上演歌舞剧、戏曲、话剧、交响乐、音乐剧等；一个 400 座的多功能小
剧院，可兼顾音乐剧、亲子儿童剧以及会议、讲座功能。目前，在声学设计等
方面规划可以达到举办小型音乐会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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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3月份年即将在杭举办的会议
序
1

时间
2018.2.3-4

地点
杭州孔雀大酒店

会议名称
第十七届田园综合体与特色小镇开发运营高
端论坛峰会

2

2018.2.4

3

2018.3.16-17

杭州互联网金融大
2018 中国区块链技术应用峰会
厦
高科技企业孵化器 2
2018 国际生物制药研发及技术论坛
号楼 24 楼会议厅

4

20183.21-22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2018 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气化产业大会暨新产
品博览会

5

2018.3.21-23

杭州

2018 亚太智慧人力资本技术大会

6

2018.3.22 -23

杭州

2018 第十三届上海铜铝峰会-铜产业链论坛

7

2018.3.22-23

杭州

2018 第十三届上海铜铝峰会-铝产业链论坛

8

2018.3.25-27

杭州

2018 化工环保三废、清洁生产工艺及资源综
合利用技术研讨会

9

2018.3.28-29

杭州

第二届中国村镇环境综合施治高峰论坛

10

2018.3.30 -31

杭州

2018 第六届中国医药合同定制外包管理大会

11

2018.3.30 -31

杭州

第六届中国医药合同定制外包管理大会

12

2018.3.30-31

杭州

2018 第六届中国医药合同定制外包管理大会

编辑部：杭州市会议与奖励旅游业协会秘书处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 228 号 310 室
电话：0571-87272663

传真：0571-85422188

杭州会奖官网：www.micehangzhou.com
（关注微信号，回复您的联系地址即可订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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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hangzhoum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