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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动态】 

G20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召开 

6 月 22 日-23 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在我市举行。这

是我国接任 2016 年 G20 主席国后主办的第三次财政和央行副手会。会议由财政

部副部长朱光耀和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共同主持，来自 G20成员国、嘉宾国的财

政和央行副手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就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投资和

基础设施，国际金融架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税收合作，以及绿色金融、气候

资金和反恐融资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就 2016 年 G20 财金渠道主要预期成果

达成基本共识，有关成果将提交 7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

议核准。 

 

G20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 G20财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中国自 2015年 12月 1 日接任 G20

主席国，并将于今年 9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主办第 11次 G20领导人峰会。 

 

据了解，G20峰会由财金渠道和协调人渠道平行筹备。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

共同牵头 G20 财金渠道有关筹备工作，通过主办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等为 G20 峰会做好财金政策准备。2016 年 G20 财金渠道将

举办 4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4次财政和央行副手会，以及十余场工作组

和研究小组会议。截至目前，已先后举办了 2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3次

G20财政和央行副手会议。本次厦门副手会有来自 G20成员国、嘉宾国以及相关

国际组织的 400余名代表参会。 

（来源：厦门日报） 

G20 峰会第三次协调人会议在厦举行 

6月 24日，2016 年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第三次协调人会议在我市开幕。

G20成员、嘉宾国和国际组织协调人等中外代表 300多人与会。外交部副部长、

中方 G20事务协调人李保东主持会议。 

 

李保东欢迎各位协调人相聚厦门，表示杭州峰会成果已取得积极进展，本次

会议就峰会领导人公报基本框架和要素深入交换意见，希望厦门清新的空气、美

丽的海景能够让各协调人保持好心情，并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共同推进杭州峰

会成果准备工作。 

 

中国是 2016年 G20主席国，G20领导人第 11次峰会将于 9月 4 日至 5日在

浙江杭州举行。协调人会议是 G20峰会政治筹备工作主渠道之一，此前已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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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举行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厦门是协调人会议第三站，中方还将在

杭州、武汉举办两次协调人会议。 

 

本次协调人会议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和创

新增长蓝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工业化、反腐败、能源、农业、就

业、贸易投资等议题和成果设想进行讨论，扩大共识，为杭州峰会成功打下基础。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协调人和财金副手联席会议，推动各方就杭州峰会公报的

基本框架和要素达成共识。 

（来源：厦门日报） 

【展会动态】 

第十九届投洽会上将隆重举办“丝路对话”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倡议提出以来，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经广泛调研，由中联部牵头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联盟将在第十九届投洽
会期间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日前，为促进

相关筹备工作，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许永权一行赴厦与厦门市会展局
王琼文局长进行座谈，双方就以第十九届投洽会为平台筹备“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做进一步深入交流与探讨。福建省外办、厦门
市外侨办等参与座谈。 

 
许永权副主任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做了

简单的介绍。研讨会将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互鉴、联动、共赢”为主题，围
绕“海丝建设”、“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三个议题展开讨论，旨在“海丝”
线上加快落实智库联盟，为促进海丝沿线国家开展务实合作、经济联动发展，为
海丝建设营造多方共赢的国际氛围而努力，力争将“丝路对话”打造成联盟框架
下的一个共享信息、汇聚智慧的品牌活动。 

 
王琼文局长对今年即将举行的第十九届投洽会做了简单的介绍。投洽会致力

于打造以全球资本流动、全球双向投资、权威信息发布为主的服务平台。今年投
洽会规模创历史之最、并将聚焦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推动互联互通、双向
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要主题，并提出研讨会应该互用资源、个性化日程安排、
以及统筹内部运作以推动海丝文化交流等建议。 

 
据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合作研讨会”将于 9月 7日举

办，将深入探讨海丝建设过程中热点和难点问题，积极推动沿线国家文明建设。
研讨会将邀请海丝沿线国家前政要、沿线国家智库负责人、媒体精英、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及知名华人华侨，还将邀请国内相关智库和研究机构负责人等。届时，

论坛将围绕“扩大持续共享的发展机遇”、“推进务实共赢的产业合作”、“增进友
好互信的人文交流”为三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市会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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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会议现场直击 

美图世界新品发布会： 

2016年 6月 13-14日，美图 M6美颜手机发布会及美拍 2周年生日会在厦门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此次在会展中心发布的美图 M6 美颜手机是美图公司的最新产品，再次精准

定位“在网络上用颜值和生活方式制造话题”的网红和“时刻看起来都不能

输”的网络社交达人。发布会现场，美图邀请了颜值担当 Angelababy,还有 500

位网络红人现场直播，共吸引超过 4500万的在线粉丝互动。 

 

雅奴天使 2016 冬季新品发布会： 

6 月 15 日-20 日。雅奴天使 2016 冬季新品发布会在厦门明珠海湾大酒店举

办。 

 

身披革新的魄力，缔造新境，以激流勇进、锐意进取的姿态，倾力打造中国

女装又一大刀阔斧之作。发布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两百多位雅奴天使的家人共同

见证了此次来势汹涌的时尚浪潮。无论是雅奴天使的衣裳诠释着多少女性生活理

念和生活情怀的向往，还是雅奴天使的家人们锐意进取的气势和兢兢业业的心

态，雅奴天使始终永葆一颗变革之心，在时尚的疆土上开疆僻壤，紧随市场的变

幻无常，为服饰创造更多可能和更多的出路，赋予女性更深邃的品质内涵。 

 

韩菲诗最强女团新闻发布会： 

6月 17日-19日，雅奴天使 2016冬季新品发布会在厦门市会议中心举办。 

 

此节目是由韩菲诗独家冠名，联合东娱传媒与明道工作室共同打造的一档大

型女子团体养成类真人秀网络综艺，于 6 月 26 日登陆腾讯视频。主办方韩菲诗

董事长陈诚亲临现场，著名台湾艺人明道更空降助阵，将气氛推向高潮。东娱传

媒董事长及节目出品人刘东满、东娱传媒董事 Tina、节目出品方腾讯综艺版权

部总监李扬等盛情出席了此次发布会。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韩菲诗与《最强女

团》联合新品也于发布会上闪耀亮相。  

 

ROOKIE2017 春夏新品订货会： 

6 月 19 日-21 日。ROOKIE“最佳阵容”2107SS 新品发布会在厦门国际会展

中心 B3厅正式举办。 

 

本次盛会现场分为品牌体验区、FASHOW SHOW 区、产品展示区三大功能区域。

除了永兴东润高层出席外，更有美国 Haddad 总裁以及 LEVI'S、CONVERSE 高管

等嘉宾参加，阵容强大。19 日晚进行的 FASHION SHOW 展示了 NIKE、JORDAN、

CONVERSE、LEVI'S四大品牌 KIDS17SS的新品及国际流行趋势。让在场所有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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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客户感受到国际品牌童装连锁集成及一站式购物体验的强大优势和永兴东润

的专业运营能力。 

 

2016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全国经销营展望会： 

6 月 23 日-26 日，2016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全国经销营展望会在厦

门艾美酒店举办。 

 

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Panasonic 品牌的换气扇、抽油烟机、干燥

机、空气清新机等制造和销售，其产品在美国业界最先取得省能源产品称号，并

获得美国环境机关“Energy Star”荣誉。此次会议是该公司的全国经销商年中

会议，希望借助厦门美好的会议环境与参会经销商达成更好的合作。 

 

2016 瑶池集庆招商盛会： 

6 月 26 日-27 日，2016 瑶池集庆招商盛会暨北京大学高档岫玉专项研究课

题启动仪式在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举办。 

 

国无玉不盛，家无玉不富，人无玉不贵。瑶池集庆承袭中华优秀传统，始终

以“弘扬中华玉文化”为新时代使命，浸润千年玉石文明，修炼玉之君子品性，

必将继续锐意进取，奋斗不息，现场感受和体验玉石的魅力。 

（厦门会展） 

【展会预告】 

七月份展览、会议预告 

展览：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地点 

1 2016 海峡西岸汽车博览会 7.1-7.4 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会议： 

序号 展会名称 时间 参会对象 规模（人） 

1 2016 年度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小组代表会议 7.4-7.8 全国性 1800 

2 
Deloitte Consulting PD Retreat Meeting/All Hands 

Staff Meeting 
7.5-7.10 国际性 1500 

3 2016 中国金融国际年会（CICF Meeting） 7.8-7.13 国际性 150 

4 2016 年汇佳食品经销商年度峰会 7.9-7.10 全国性 500 

（会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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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海峡会展• 会奖旅游》你来了 

——“夏午时光• 艾迪轻享沙龙”圆满举办 

6月 26日下午，由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主办、《海峡会展》杂志策划组织
承办的“夏午时光·艾笛轻享沙龙”在联发·华美空间的安吉努文化生活馆成功
举办。中国城市会议展览业协会联盟主席、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郑智先生，

艺术厦门组委会负责人罗文轩先生，博誉绎尚陈建成董事长，海峡导报陈元钦主
任，会展集团洪冀宁先生，厦门日航酒店营销总监李亚梅女士，厦门建旅商务会
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李晓燕女士，厦门理工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负责人蔡清
毅教授，厦门职业技术学院林森教授等 30 多位来自厦门会展产学研政企的各位
会展大咖欢聚一堂，品清茗，话会展行业情谊，相谈甚欢。 

 
适逢《海峡会展·会奖旅游》杂志试刊问世，借此厦门会展行业人士小聚之

际，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会长、《海峡会展·会奖旅游》杂志总编郑智先生侃
侃道来《海峡会展·会奖旅游》杂志的创刊历程及办刊愿景。郑会长指出：创办
一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闲来可把玩、静时可细品的反映两岸四地会展动态、

人物、风情、风光、风尚的行业刊物，服务于厦门、福建会展业的发展，服务于
两岸四地的会展合作与交流的行业刊物，一直以来是他的梦想。这个梦想得到了
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不仅有王青道、姜淮、蔡清毅等会展行业大咖的撰稿支持，
也有厦门本土顶级摄影大师蝈蝈视觉的图片支持。历经 3个多月的筹备、编撰、
打磨，这本杂志终于问世！谈及今后杂志的发展，郑会长信心满满，指出之前杂
志的定位是“立足福建、服务两岸、链接亚太”，杂志问世之后，经过多方意见
收集、反馈、整理和认真思考，将以“植根会展、立足大陆、服务两岸、链接亚

太”十六字重新定位杂志，力争把此杂志办成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优秀刊物。 
 
本次沙龙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期间穿插了香茗品鉴和皇冠汽车鉴赏。

在屡屡茶香之中，与会人士或分享办会办展心得，或切磋行业技艺，或交流商业

合作，不亦乐乎。 
（会展协会） 

会展协会将举办厦门市会议型饭店发展研讨会 

为提升我市会议型饭店在会议业的服务质量、营销水平与行业竞争力，厦门
市会展协会定于 2016 年 7 月 8 日（周五）下午 3 点，在会展酒店海景 9 号会议
室举办“厦门市会议型饭店发展研讨会”。协会邀请厦门市会展局领导、佰翔软
件园酒店总经理李赤卫、厦门建发旅游集团高端渡假酒店事业部总监曹锦莅临会

议，会议将围绕会议型饭店如何在厦门会议产业中更快发展等议题进行研讨，协
会还将就下一步开展会议型饭店创建工作进行部署。本次研讨会人数不限，会员
单位可登陆厦门市会展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下载报名表格。 

（会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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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麦田艺术设计成为 2016G20发展工作组第三次协调人会议及

财金副手联席会议专版礼品的设计承制商 

6月 23日，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协调人与财金副手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
厦门市麦田艺术设计有限公司成为此次会议的礼品设计承制商。 

 

麦田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为会议量身定制西服和防水商务包、无纺布袋、吊牌、
彩色手提、纸箱等；采用立体 UV 打印厦门风光专版移动电源图案；采取九道工
序专版设计定制英文说明书、绒布袋、礼盒、不干胶等，为会议提供优质和周到
的服务。 

 
作为厦门市会展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麦田公司在企业形象、平面设计、礼品

开发、标识系统、产品包装、展览展示、礼仪庆典、家居饰品等领域不断钻研，
赢得了众多客户的赞许和认可。  

（麦田艺术设计） 

网红经济下的大型会议需要什么样的网络保障？ 

看美图世界新品发布会 

6 月 13-14 日，美图 M6 美颜手机发布会及美拍 2 周年生日会在厦门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大会聚集了 500 位网络红人现场直播，共吸引超过 4500 万的在线
粉丝互动。整场活动，网红直播，媒体直播，观众直播，超过 500多路，带宽使
用超过 800M。 

 
厦门会展集团网络信息部，为本次“美图世界新品发布会”提供网络保障和

信息综合服务：包括现场网络直播的设备与技术支持，以及现场的 wifi 连接服
务。据会展集团网络信息部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大会现场共提供 4条 500M电信、
联通互联网专线, 专业负载均衡器，防火墙，流量控制，核心交换机及汇聚交换
机。同时提供 40条有线网络用于网络直播，提供 50个无线 ap用于 wifi覆盖，
最大 wifi连接用户连接数超过 1500人。 

 
此外，为了确保整场大会的网络服务不出现任何 BUG，以及在问题出现时能

第一时间进行解决和调整，会展集团网络信息部的工作人员精心制定了完整的应
急预案，并且全程守候在大会现场，跟踪和监测现场网络服务的运作情况。据主
办方美图公司和到场嘉宾反映，网络速度和稳定性比预想得还要好。 

 
此次美图大会，会展集团网络信息部凭借一丝不苟的专业技能，合作默契的

团队，近 20 年丰富的网络服务经验，为主办方提供了满足其多形式、大容量、
高质量的视频直播需求的网络综合服务，亦表明了会展集团的网络综合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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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专业化、定制化。此前，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大型活动“全国电子
竞技大赛”上，会展集团网络信息部也曾以全面、安全、高质量的网络综合服务
得到大赛主办方的肯定。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综合服务成为厦门国际会

展中心在展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网络信息服务建设也
得到了如集团营销事业部、集团综合维修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我们有理
由相信，厦门会展集团会为形式越来越丰富、需求越来越现代化的展会带来更与
时俱进的网络信息保障。 

（会展集团） 

会展集团多家企业荣获 

思明区 2015 年度“纳税大户”、“纳税特大户”称号 

近日，思明区公布了 2015 年度纳税大户和纳税特大户名单，会展集团及三

家所属企业因在规模和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主动依法诚信纳税，榜上有名。厦

门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有限

公司，荣获“2015 年度纳税大户”称号；厦门会展金泓信展览有限公司，荣获

“2015年度超 1000 万元纳税特大户”称号。 

 

会展集团一直以来，将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放在重要位置,以助推城市发展、

回馈社会为已任。会展集团将持续努力，秉承“纳税光荣”的理念，在提高经济

效益的同时，开拓进取、创新发展，不断增添新动力，涌现新亮点，为建设智慧、

财富、生态、平安的幸福厦门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展集团） 

海悦山庄与厦门宾馆登上“全中国口碑最好的 35 家酒店” 

“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在服务行业是至高无上的服务准则。只有把顾客当

成“上帝”来服务，才能有好的口碑，从而带来好的业绩。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
用户的口碑对酒店的生存和未来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有媒体根据
携程上千万条酒店点评数据进行整理、挑选出“中国口碑最好的 35 家酒店”，
建发旅游集团成员海悦山庄与厦门宾馆位列榜单前列。 

 
相比较目前的各大酒店点评网站、社区，携程国内酒店点评数据量是最大的，

具有普遍性。携程的酒店点评是订单点评，点评内容相对客观公正。和其他开放
式酒店点评网站、社区的相比，真实性更可靠。 

 
海悦山庄与厦门宾馆分别以综合评分 4.8、评论数 9652和综合评分 4.8、评

论数 11160的数据强势上榜。根据携程网提供的评选标准和依据，点评数须超过

3800，酒店点评分 4.8 分以上。酒店的口碑是日积月累做出来的，因此需要有足
够量的点评积累才能进入评选范围。此外，4.8 分可以说是极其优质的分数，能
够达到这个分数说明用户满意度是很高的。美丽数据的背后是酒店所有员工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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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服务和兢兢业业，位列榜单，当仁不让！ 

（建发旅游报） 

【新会员介绍】 

厦门万佳云顶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万佳云顶酒店是万佳国际酒店集团旗下参照国内四星级标准打造的一
座极富现代气息的度假酒店。 

 
  酒店位于厦门市思明区黄厝茂后 206号，周边环境优雅，毗临环岛路、厦门
大学和国际会展中心，与台湾金门隔海相望。背倚云顶岩，面朝大海，周围森林、
绿化覆盖率极高。酒店距市中心和轮渡码头 15分钟车程，距机场 25 分钟车程，
距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5分钟车程，距瑞景商业购物广场仅 3分钟车程，步行
8分钟即可达到海边。 

 
酒店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拥有多种类型的豪华客房共 185 余（套），其中

包含浪漫独特的木屋客房。有能同时容纳 800 人的会议厅，450人大宴会厅以及
不同风格的大小宴会厅、会议室 6个。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休闲会所于一
体的大型综合型酒店，同时设有室外游泳池等配套设施。房间格调清新高雅，配
备中央空调及冷、热水系统、电子保险箱等，同时房内均覆盖高速 Wifi 免费上
网，上万部免费高清网络电影，让您工作、休闲两不误。 

 
  酒店以“宾客至上，服务第一”为经营宗旨，运用万佳国际酒店集团十几年
科学经营机制和管理方法，为宾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是商务、旅游、会议、
休闲娱乐、婚庆喜宴的优选下塌酒店。 

（厦门万佳云顶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晶珑酒店有限公司 

晶珑酒店是一家按四星酒店标准进行设计的时尚精品酒店。酒店位于厦门市
湖里区云顶北路县后站。 

 
酒店楼高 6 层，配有豪华舒适的电梯（带门禁），取闹市之静谧，周边绿树

成荫，拥有 8 种房型共 165 间（套），酒店装修时尚高雅，配套设施齐全，不仅
整体 WIFI 覆盖，而且所有客房均可免费光纤宽带上网，配有花园自助洗衣一体
机，可满足宾客商务、旅游的不同需求。酒店设有可容纳 80-120 人、10-30 人
的会议室、配有可容纳 100人同时用餐的自助餐厅。酒店将以舒适、安全、亲切
的服务，为宾客全心打造温馨、浪漫的现代居家感受。 

（晶珑酒店有限公司） 

本期主编：郑智    副主编：朱天林    责任编辑：谢燕婷、周燕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