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您推荐有价值的会展业信息              1                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 www.xmce.org 

 

 

 

 

 

    17-009期（第 165期） 

主办单位：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 

承办单位：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2017年 8月 15日 

 

【行业动态】................................................................................................................ 2 

筑巢引凤汇聚特色旅游人才——我市制定政策引聘高层次人才，加快推进旅游

会展产业转型升级 ........................................................................................................ 2 

“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将于 8 月 25日至 9月 8日暂停对外服务 .. 3 

关于重申厦门市集美区会展业奖励资金申请流程的通知 ........................................ 3 

【展会动态】................................................................................................................ 4 

“金砖会晤”带来不一样的厦洽会——2017 厦洽会将呈现五大特色和亮点 ....... 4 

2017潜水救捞海工展将于 11月在厦举办 ................................................................. 5 

两岸四地（厦门）会展合作高峰论坛将更名为“海峡会展合作论坛暨厦门国际会

展周” ............................................................................................................................ 6 

【交流合作】................................................................................................................ 6 

联合亚洲力量，打造人才教育交流平台——亚洲会展协会联盟（AFECA）将参与

主办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论坛 ................................................................................ 6 

2017AFECA年会将在高雄举办 ..................................................................................... 7 

【协会动态】................................................................................................................ 7 

关于认定 2017年度厦门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企业 1-3级资质的通知 .............. 7 

市会展协会召开今年经贸类展览形势分析会 ............................................................ 8 

【会员风采】................................................................................................................ 9 

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荣膺“中国百强 MICE 酒店最具魅力酒店奖” .............. 9 

【新会员介绍】.......................................................................................................... 10 

厦门天天假期国际大酒店 .......................................................................................... 10 

 



欢迎您推荐有价值的会展业信息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浏览 www.xmce.org 

【行业动态】 

筑巢引凤汇聚特色旅游人才 

——我市制定政策引聘高层次人才，加快推进旅游会展产业

转型升级 

每年的黄金周、小长假，厦门在各大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中稳居前三，

旅游服务质量全国领先。近年来厦门先后荣获“国内最佳旅游目的地”、“全球

最佳休闲旅游浪漫地”、“国家旅游休闲示范城市”等称号……作为我市重点打

造的十大千亿产业之一，厦门旅游会展产业的亮眼成绩串起了一条“明珠”闪耀

的产业链，而串起珍珠链的关键，在于对特色旅游人才的引育。 

 

近年来，经过市委组织部的牵头推动，我市充分发挥人才对经济转型升级的

示范引领作用，制定政策引聘高层次人才，优化人才队伍，加快推进旅游会展产

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使人才效应转化为产业效应。 

 

出台激励政策 多样化引聘人才 

旅游人才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为了建设一支复合型、应用型、创

新型的高层次旅游人才队伍，近年来，在市委组织部的推动下，我市出台了一系

列鼓励旅游高层次人才来厦的引进政策、激励政策等。 

 

入选的领军人才可获得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入选的高级人才每年有不少于

3次的短期培训；入选的管理顾问咨询服务专家组可获不少于 30万元的经费补

助……根据《厦门市实施“海纳百川”人才计划打造“人才特区”2013-2020年

行动纲要》，2013年以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人才集聚暂

行办法》和《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人才集聚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对旅游产业

领军人才的申报程序、评审程序、奖励措施、考核管理等环节进行细化，制定标

准。该政策实施以来，已有 8人申报高层次领军人才，1个团队申报专家组。 

 

优化人才队伍 多形式培训人才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在引育人才的过程中，我市还十分注重人才培训，

多管齐下优化人才队伍。 

 

就在本月，2017 年厦门市导游员素质提升培训启动，通过结合厦门会晤的

相关接待要求和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展开培训，构建强制性培训与自愿性培训相结

合、岗前培训与在岗培训相衔接的导游人才培训机制，将进一步提升我市导游服

务质量及综合技能。 

 

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有了这些政策和措施，加速了旅游人才资源
在我市的集聚，使城市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人才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旅游人才规
模、人才质量、人才效能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力地推动了旅游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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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今年国家旅游局还将在我市建立涉海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为全国培养更

多涉海方面旅游人才，将厦门打造成全国旅游人才培训高地。 
 
【亮彩数字】 
 
6770.16 万人次 

2016年我市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6770.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17%；旅游总
收入 968.26亿元，同比增长 16.33%；接待入境旅游者 357.81万人次，旅游创
汇 27.69亿美元。 

 
7350 场 

2016年全市展览项目达 230场，展览总面积达 21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57%；全年共接待了 50人以上的商业性会议 7350场，同比增长 16%；实现直
接效益、间接效益和带动效益达 365.45亿元，增长 14.9%。 

（来源：厦门日报） 

“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将于 8 月 25 日至 9 月 8 日暂停对外服务 

因业务发展需要，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厦门会展网）将于 8月

25日至 9月 8日进行升级维护，期间网站暂停对外服务。如需申报“会展专项

资金”的用户，请提前申报。在此期间未能网上申报成功的，请将材料通过传真

发至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如需申报“新办展览报备”的用户，请于 9月 9日

网站开放后申报；如需申报“会展统计网上直报”的饭店，请于 9月 9日网站开

放后，尽快填报数据。 

（会展协会） 

关于重申厦门市集美区会展业奖励资金申请流程 

的通知 

近期，有少数会议公司未按照集美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与厦门市会议展览

业协会发布的会议奖励申报流程进行申报，影响会议评估工作的正常进行。为了

及时、准确地进行会议活动评估工作，现重申集美区文体广电出版旅游局与厦门

市会议展览业协会制订的申报流程如下：1、凡是符合厦门市集美区会展业发展

扶持奖励政策的会议项目，需在会议举办前 5个工作日提交申请报告及申请材

料，对未按规定提前递交资料的申报单位将不予受理；2、现场核查时，现场未

达到 100人，且未有报到签到表者，取消其申请资格；3、所有会议奖励申请须

在项目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总结材料，逾期未提交的视为自动放

弃。望各相关单位认真按照相关流程进行申报工作。 

（会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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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动态】 

 “金砖会晤”带来不一样的厦洽会 

——2017 厦洽会将呈现五大特色和亮点 

2017年厦洽会将于 9月 18日至 21日在厦门举行，这是从 8月 2日的 2017

厦洽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多年以来，厦洽会一直是 9月 8日开幕，因此形成了 9月 8日全球投资界齐

聚厦门的惯例。2017 厦洽会为何要延后 10天开幕？原因在于厦门将在 9月初迎

来“第九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将于 9月初在厦门举行的‘第九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是厦门千载

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也将带来一届精彩绝伦的厦洽会。”厦洽会组委会会务部

部长、厦门市副市长韩景义说。 

 

2017厦洽会将紧扣国际投资促进新发展新趋势，积极对接厦门会晤成果、

助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办展办会举措，全面提升厦洽会国际性、权威

性和实效性，着力打造“全球投资集散地”。据悉，今年的厦洽会主要呈现五大

特色和亮点。 

 

亮点一，把握“金砖”机遇，打造国际投资权威平台。本届厦洽会将紧抓金

砖国家厦门会晤的发展契机，为全球投资界和金砖国家深化合作开创新机遇。举

办“金砖国家商品展”，大会将重点邀请金砖国家知名企业参展，展示金砖国家

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举办“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专题论坛，该论坛将由联合国

工发组织与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共同主办，针对金砖国家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投资机

遇开展对接交流；针对金砖国家举办相关项目对接活动，围绕 4个合作重点（深

化金砖国家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开展人文交流，

夯实民意基础；推进机制建设，构建更广泛伙伴关系）展开交流合作。 

 

亮点二，贯彻国家倡议，深耕“一带一路”。大会将举办“一带一路”主题

展，除了主宾国格鲁吉亚设立国家馆外，组委会与中国—东盟贸易促进会合作设

立“东盟国家馆”。陆上丝绸之路起点地之一的宁夏作为“主宾省”，也将大规

模参展。另外，大会还将举办“一带一路”专题论坛、“新丝绸之路发展交流会”、

“一带一路”交流对接会等系列高端商务活动。 

 

亮点三，聚焦产业热点，全球业界参展参会踊跃。境外参展热情高涨，已有

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定参展；展览突出投资主

题。“投资促进馆”设投资中国展区、国际投资展区、人才·项目·资本合作展

区、国际金融展区等主题,全方位展示境内外各国(地区)和中国各省区市的投资

环境和投资项目；产业招商馆强化实效，大会聚焦大健康产业、艺术品收藏、茶

产业、葡萄酒产业、老字号和跨境电商等产业投资，大力推进产业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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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四，研讨投资趋势，共建全球资本大平台。大会将举办“2017国际投

资论坛”，主题拟为“全球投资开启未来新经济”；紧扣经济热点举办“中国智

造新趋势峰会”、“中国商务宏观展望论坛”等系列专题论坛；发布《2017世

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等权威投资政策信息；立

足投资主题举办“2017 跨国公司系列活动”、“全球电子商务系列活动”等系

列活动。 

 

亮点五，聚焦重点产业，全力推行“大对接、大洽谈”。2017厦洽会将继

续贯彻‘精对接、细洽谈、大平台’的办展办会新理念，通过举办‘展览、论坛、

对接’相结合的立体框架性活动，把对接洽谈融入到展会各个板块。重点产业对

接：大会将聚焦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

产业，举办专场“重点产业投资项目对接会”；重点区域对接：配合主宾国、主

宾省、明星市和重点企业等，举办专场对接和招商活动；线上线下对接：结合“网

上投洽会”，常年举办“投资万里行”系列活动。本届大会将推出 3 万多个优质

项目、组织 3000多场次、超过 2万批次的项目对接和商务洽谈活动。 

 

据悉，本届厦洽会展览规模约 12万平方米，展位数预计超过 5000 个，分投

资主题馆和产业招商馆两大板块。全国绝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计划

单列市，以及全国各地约 80家各类国家级开发区参展。 

（来源：厦洽会组委会） 

2017 潜水救捞海工展将于 11 月在厦举办 

8月 10日，“2017 国际潜水救捞与海洋工程装备展览会媒体推介会”（简

称潜水救捞海工展）在厦门君泰酒店圆满召开。 

 

据悉，潜水救捞海工展将于 11月 3-5日第二次登“鹭”厦门，在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2017 潜水救捞海工展作为中国商务部唯一批准的境内潜水救捞

与海洋工程类展会，是中国乃至亚洲，唯一专注于潜水救捞、水下作业，服务于

海洋工程行业，配合国家智慧海洋战略的专业展示、交流行业平台。届时，全球

潜水救捞与海工领域的精英、欧美权威协会的大咖将莅临现场。 

 

本届展会展馆总面积近 1万平米，设置标准展位 330个，预计将有 100余家

参展单位莅临现场，截至日前，展会招商招展情况良好，国际品牌持续加入，已

完成展位预订近 200 个。展会同期将举办“第四届国际潜水救捞与海洋工程技术

论坛”。论坛内容包括主题为“服务智慧海洋战略，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高峰

论坛，以及海洋工程论坛、潜水救捞论坛、市政工程潜水专题论坛三个分论坛。

届时来自行业的大咖还将围绕“潜水在市政工程中的应用与发展前景”进行深入

研讨。 

 

本届救捞海工展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CDSA）、国际潜水承包商协会

（ADCI）、国际海事承包商协会（IMCA）主办，厦门新天会展有限公司承办。 

（会展协会 谢燕婷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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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厦门）会展合作高峰论坛将更名为 

“海峡会展合作论坛暨厦门国际会展周” 

为适应厦门会展业发展的需求和推动厦门会展业的国际化、高端化，突显厦

门的区位优势，自 2017 年起“两岸四地（厦门）会展合作高峰论坛暨国际会展

周”更名为“海峡会展合作论坛暨厦门国际会展周”。主办单位仍由厦门市会议

展览事务局、香港贸易发展局、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台湾展览暨会议商业同业

公会担纲，增加国际大会及会议协会作为联合主办单位，承办单位仍由厦门市会

议展览业协会负责。 

 

2017海峡会展合作论坛暨厦门国际会展周将于 11月上旬继续在厦举办，由

五大板块组成：2017 海峡会展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会展合作论坛、亚洲国家会

议局局长会议、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论坛、2017中国（厦门）商务会奖旅游

系列活动；本次论坛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内容更丰富、国际性更强，将有力推

动境内外会展业的交流合作。 

（会展协会） 

【交流合作】 

联合亚洲力量，打造人才教育交流平台 

——亚洲会展协会联盟（AFECA）将参与主办 

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论坛 

2017年 7月 28 日，亚洲会展协会联盟（AFECA）理事会在新加坡金沙会展

中心召开，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理事和代表出席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厦门

会展协会提议的由 AFECA 参与主办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论坛。 

 

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论坛由 AFECA、中国城市会展协会联盟、教育部高校

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厦门市会议展览事务局共同主办，厦门市会议

展览业协会和厦门理工学院承办。论坛旨在搭建亚洲会展教育合作交流平台，推

动亚洲会展人才培养机制、标准的建立，逐步建立具有亚洲特色的人才培养、认

证体系。举办论坛的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在

去年厦门国际会展周期间举办的“亚洲高校会展教育合作研讨会”的基础之上，

今年的“论坛”将在规模、内容和形式方面进行全面升级。论坛将分别邀请境外

地区 20所高校和境内 80所高校的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参会，共商亚洲会展教育

发展之道。论坛将于 2017年 11月 6日至 9日在厦门海沧正元希尔顿逸林酒店举

行，举办此类论坛在亚洲地区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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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开设会展教育的高校有 200多所，福建地区有 15所，

厦门地区有 5所，建立国际性交流合作平台是会展教育界的共同呼声。厦门将通

过举办该论坛，打造亚洲高校会展人才教育交流、合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厦门

会展业的国际化、高端化发展。 

（会展协会 周燕华） 

2017 AFECA 年会将在高雄举办 

AFECA新加坡理事会消息，2017 AFECA 年会将于今年 9月 4日-7日在台湾

高雄举办。年会期间将举行 2017亚洲青年会展青年竞赛并颁发 2017 亚洲会展协

会奖。 

 

2017 AFECA 年会将凸显四大亮点：一是绿色场馆体验。年会将在台湾地区

首座取得智慧建筑并已取得 7项绿色建筑指标候选证书的高雄会展中心举办，别

开生面。二是携手大咖，联通世界。AFECA与 IAEE（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将举

行联席会议，AFECA 主席叶明水与 IAEE主席 Daniel 将与众嘉宾分享全球和亚洲

会展产业发展趋势。年会期间还将邀请新加坡 Suntec集团首席执行官 Arun畅谈

场馆管理的成功秘诀和最新趋势。三是大会期间同期举办亚洲会展论坛，内容更

丰富。四是会议主办方将为众参会嘉宾安排半日的会奖旅游体验活动，考察高雄

会展环境。 

（会展协会 周燕华） 

【协会动态】 

关于认定 2017 年度厦门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企业 

1-3 级资质的通知 

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根据《厦门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企业资质等级评定

条件及实施细则》，在进行全面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委员会对 2017年

度申报资质认证的 43 家企业的资质进行了综合评定，全部达到资质评定合格条

件。现认定 “厦门觉祥展览有限公司”等 27 家企业为一级（AAA级）；认定“厦

门尚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为二级（AA级）；认定“厦门市艺舍广

告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为三级（A级）。其中今年升级的企业有 2家，“厦

门市五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厦门市青苹果企划设计有限公司”均荣升为一

级（AAA级）。望上述企业珍惜企业的信誉，诚信服务社会，提升服务质量，扩

大业务份额，为推动我市会展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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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七批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企业资质名单 

一级（AAA)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厦门觉祥展览有限公司 15 诚义龙（厦门）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2 厦门博艺通展览展示服务有限公司 16 易之博（厦门）展览有限公司 

3 厦门契合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7 厦门市艺鸿会议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4 厦门合元素展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8 福建环球汇展商务策划有限公司 

5 厦门市青苹果企划设计有限公司 19 千语菱（厦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6 福建博誉绎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 厦门岸线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7 厦门熙海岸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1 厦门菱凯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8 福州博源会展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22 厦门东视华展传媒有限公司 

9 厦门华亿文创展务有限公司 23 厦门奥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 厦门市五精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24 厦门臻沐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11 福建会展壹号公关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25 厦门会展广告有限公司 

12 厦门艾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6 厦门市众艺创意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13 厦门市苏林衍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27 厦门三维创意展览工程有限公司 

14 厦门艺丹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二级(AA)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厦门尚图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4 厦门美示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2 厦门邦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5 厦门市肯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 厦门天天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6 厦门速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三级(A)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厦门市艺舍广告有限公司 6 厦门立海展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2 厦门市博思之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厦门鲁梅达传媒有限公司 

3 厦门市紫风广告有限公司 8 厦门捷思睿想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4 厦门博合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9 厦门磐集展示设计有限公司 

5 厦门易博优展览有限公司 10 厦门展馨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会展协会） 

市会展协会召开今年经贸类展览形势分析会 

2017年 8月 4日下午，市会展协会召开今年经贸类展览形势分析会，厦门

承办内展机构（企业）的负责人近 40人参加了会议。郑智会长主持会议并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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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讲话。会上，各单位汇报了今年的展览业务计划和进展状况。从各单位汇报的

情况分析，由于会展中心场馆改造影响了“石材展”、“工博会”、“佛事展（春

季）”和“汽博会”等大型展览规模的增加；市场疲软，部分企业效益不理想，

影响企业参展积极性；下半年展览数量较多，档期比较集中，有少部分展览因场

馆问题而缩小规模，造成两个不同主题的展览合二为一的情况，今年全市经贸类

展览形势面临较大的压力。 

 

根据今年经贸类展览形势，郑智会长对各展览承办机构（企业）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加强队伍整合，加强组展的力度；二是多研发新的主题展会；三是用好

市区会展扶持政策，让政策发挥最大作用，撬动市场活力。 

（会展协会 朱天林） 

【会员风采】 

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荣膺 

“中国百强 MICE 酒店最具魅力酒店奖” 

2017年 6月 30 日下午，由会唐网、采购中国、中国会议杂志、酒店高参联

合举办的“2017年度首届中国会议商旅采购高峰论坛暨中国百强 MICE 酒店颁奖

典礼”在北京隆重召开。五百余名来自世界及中国 500强知名企业采购专家、百

强 MICE酒店获奖代表及行业代表济济一堂，参与了首次以“会议商旅”命名的

行业高峰论坛。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凭借卓越的接待能力、一流的会议设施、

优质的服务以及良好的口碑在众多酒店中脱颖而出，获得 2017年度“直采人气

指数—中国百强 MICE 酒店”和“中国百强 MICE 酒店-最具魅力酒店奖”荣誉称

号。 

 

2017年度首届“直采人气指数-中国百强 MICE酒店评选”活动自 3月 27日

启动以来，获得海内外近 500家会议型酒店的热切关注，经组委会遴选出的大、

中、小类 MICE酒店共计 300家进入大众人气评选，15天内评选通道接收了近 70

万人次 500多万张真实 IP选票，人气指数最高的 150强进入提名榜，后经 50位

MICE采购及媒体代表的逐一评审和打分，诞生出了最终百强，可谓集合了公众

和专家认可双重背书的实力验证。 

 

酒店能够获此殊荣，不仅要感谢厦门中国百强 MICE酒店评选平台的认可，

更要感谢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的支持与信任，我们将继续提供温馨舒适的下榻

体验，持续秉承让宾客感到“满意+惊喜”的服务理念。 

 

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地处风光旖旎的环岛路，紧邻厦门岛内素有“黄金海滩”

之称的黄厝沙滩浴场，与台湾大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是厦门首家简欧式西班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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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临海商务度假酒店。酒店拥有 330余间套海景客房，总占地面积 9万多平方

米，依山傍海，堪称天然氧吧。其地理位置优越，周边环境优美，紧邻厦门国际

会展中心、观音山商务中心仅咫尺之遥，距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鼓浪屿、中山路

仅 20分钟车程，占尽海边胜景、交通之便利。 

 

酒店配有中餐厅、自助餐厅、法式餐厅、行政酒廊、大堂吧等餐饮场所及 8

间大小不一的宴会厅及多功能厅，总面积达 2500平方米。气派尊贵的大宴会厅

挑高 8.3米，全场无柱，空间分配灵活。您可在任何一间会议室或多功能厅举办

各式高端会议或宴会，亦可在户外草坪上打造专属户外宴会。同时酒店还配有标

准泳池、健身房、台球室、乒乓球室、美发室等康体设施，为您提供了舒适、便

利的室内外健身及休闲条件。 

 

酒店集住宿、餐饮、会议、运动、娱乐于一身。自开业以来，一直致力于

MICE市场开拓，一站式会议休闲度假目的地的开发，旨在打造厦门环岛路周边

会议休闲度假新地标，是高端商务接待、休闲度假、国际会议的优选之地。 

（来源：厦门帝元维多利亚大酒店） 

【新会员介绍】 

厦门天天假期国际大酒店 

厦门天天假期国际大酒店地处厦门湖里区行政中心，毗邻新长途汽车总站、

厦门公交枢纽总站及大型超市、娱乐城。 

 

厦门天天假期国际大酒店集客房、餐饮、娱乐、健身、购物于一体，格调高

雅，颇具时代气息。酒店设有风格迥异的各式精美客房，让人时刻感受宾至如归

的美好感觉。行政楼层舒适安静，备有各类国际报刊杂志、书籍以及时尚影音播

放，可直接为客人快捷办理入住及离店手续，为贵宾提供全方位的行政管家服务。 

 

酒店拥有一个超过 400平方米的大型多功能厅以及相关配套的中、小型会议

场地，配备先进的会议设施设备，经验丰富的会议支持团队还可度身打造个性化

的会务计划，协助举办各式会议。 

 

酒店同时设有中餐厅、自助西餐厅、日本料理餐厅等各式美食场所；康乐中

心设施齐全，宾客还可在此享受专业的美容 SPA理疗，让人放下平日的工作压力

与生活的包袱，尽享舒适和轻松。 

（厦门天天假期国际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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