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
佳
的
综
合
配
套
服
务

超
一
流
的
会
议
设
施

2014年12月11日 星期四B03 主编：张成林 美编：杨薇专题

■■■■■ ■■■■■ ■■■■■

许多到过海棠湾度假的客人，纷
纷在自己的博客和微信中发出由衷
的感叹。

这里除了拥有超一流的会议设
施外，更有绝佳的环境、综合配套及
业态组成。对许多人来说，在这样的
地方参加一次高水平的会议，不仅仅
是多了一次智慧交锋的人生体验，更
是一年中难得的休憩时光。

国家海岸海棠湾坐拥长达22公
里的海岸线，阳光灿烂，海风和煦，群
山环绕，椰林婆娑。地理位置优越，距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和三亚市区仅30
分钟车程，交通便利。毗邻神泉高尔
夫球场，挥杆南中国海无需远足。

今年9月1日，全球单体最大的
免税店——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开
业，成为入住海棠湾区域游客和商务
人士必逛景点。开业至今仅仅百日，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接待顾客量已
经超过117万人次。

逛累了，吃货们可以就近在海棠
湾免税购物中心，品味各地风味美
食。如果想尝尝其它的海棠湾美食，
也有非常丰富的选择：

想在五彩缤纷的鱼儿陪
伴下用餐，全国唯一的一处

海底餐厅，就在海棠湾天房洲际酒
店；

想吃海鲜？就近到后海渔排，或
乘船到椰子洲岛，品味疍家人的海鲜
渔排，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海棠湾镇朱家酒店，您还能尝
到美味的藤桥排骨！藤桥排骨被称
为三亚美食一绝，名列三亚10大美
食榜单；

不想走远？可以选择去“海棠
宫”餐厅，餐厅位于“国家海岸”海棠湾
的海棠广场畔，特聘各地名厨，采撷海
岛神奇特色山海食材，倾情打造集疍
家渔排、五指山野珍、热带鲜果等原生
态纯绿色饕餮养生盛宴；

当然，还有各一线海景酒店大厨
们精心烹制的美食……

想游玩？闻名天下的蜈支洲岛
近在咫尺。面积1.48平方公里，气
候温和，四季怡人。这里乔木高大
挺拔，灌木茂盛葳蕤，丽质天成，生
长着许多珍贵树种。岛屿周围海水
毫无污染，海水清澈透明，最高能见
度达27米，是天然的渔场。神奇的
海底世界丛生着五彩斑斓、形态各
异的珊瑚，是海南沿岸自然资源保
护最完整的地区，堪称中国第一潜

水胜地！
建设者独具匠心，巧妙地利用了

地形地貌，使人工设施掩映其间，不
减其风采，反增其情趣。目前景区已
开发精品潜水、船潜、岸潜、动感飞
艇、海上摩托艇、快艇环岛、帆船、香
蕉船、拖曳伞、海钓等众多的海上娱
乐项目，并建有中国第一家海岛高端
精品度假酒店——珊瑚酒店，能给人
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

此外，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012年落户海棠湾，也为各类会议
提供了一流的医疗保健保障。

夜幕降临，与会者还可以选择到
万达文化广场，看一场 IMAX巨幕
电影。

这样的综合配套和多业态齐聚，
搭配一流的会议设施，难怪众多的重
量级会议，纷纷青睐海棠湾。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今年已经
是第三届。总投资达34亿元、由保
利地产倾力打造的包括论坛永久会
址在内的保利财富中心，正在紧锣密
鼓地建设中。假以时日，“会议天堂”
海棠湾的美誉，一定会引来更多的高
端会议！

（王润）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12月12日至14日在三亚海棠湾召开

国家海岸 会议天堂

又是一年一度的风云际
会，又是精英云集的头脑风
暴。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主办，《财经》杂志承办的“三
亚·财经国际论坛”将于2014
年12月12日——14日在三
亚海棠湾喜来登酒店举行。
主题为“新经济 新平衡”。

从各国政要、前政要到
商界要员、业界翘楚，我们可
以在论坛的出席嘉宾名单中
看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
字。在北国银装素裹之时，
他们将目光再一次投向海棠
湾，这个温暖如春的国家海
岸。

在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框
架中，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
协调难度增加，世界格局正
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纵观
2014年全球经济整体态势，
复苏依旧缓慢。在过渡性与
不确定性交叠的大背景下，
世界尚未找到稳定、可持续
的新型经济增长点。发达国
家虽显现复苏状态，但赤字、
债务、就业等深层次问题未
得到有效的解决，新兴国家
市场经济结构性矛盾凸显，
经济出现“新常态”。由此，
加强沟通合作，整合各国之
间可互补领域，成为全球政
经新平衡走向深入的时代命
题。

未来数日，政要和商界
大腕们，将就以上纷繁复杂
的财经议题各发高论。与此
同时，作为中国新兴的会议
天堂，会议的举办地——三
亚海棠湾将再一次吸引全世
界的目光。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三亚·财经国
际论坛，三亚海棠湾酒店正在加紧进
行最后的筹备。

来自海棠湾喜来登酒店的统计
数据表明：自2014年迄今为止，该酒
店仅接待200人以上会议就有约30
场，涉及汽车、金融、医药、房地产、
IT、制造业、化妆品等行业。

其中规模在 1000 人左右的会
议，除即将到来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
外，还包括上海某汽车供应商年会，以
及本月召开的中信证券相关会议。

规模最为庞大的，恐怕非诺亚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今年11月在海

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成功举办的
“2014诺亚财富钻石年会”莫属，此
次年会为期10天，来自诺亚总部、上
海、北京、广州等分公司的管理者及
员工，共邀参会人员4800人，年会首
日接待参会客户约800人。诸多金融
精英齐聚海棠湾，对中国金融市场现
状进行分析和讨论，一时传为佳话。

海棠湾喜来登酒店拥有总面积
超过3600平方米会议场地，包括10
间多功能会议室和面积达1500平方
米且可分为三个同等大小区域的无
柱式大宴会厅。8000平方米的青郁
大草坪专门承接大型户外宴会。此

外，酒店还设有宽敞的迎宾空间和户
外空间——泳池和热带花园。想策
划一次商务会议，酒店训练有素的餐
饮和宴会团队将轻松搞定一切，包括
选择合适的菜单、鲜花、装饰、照明、
音乐及舞台搭建，都不成问题。

事实上，海棠湾喜来登酒店的会
议设施，只是海棠湾区域诸多一流酒
店的缩影。据统计，海棠湾区域各酒
店及景点共拥有客房4719间，拥有
会议室127个，其中，500平方米以
上会议室12个，有8家酒店拥有超过
1000平方米的会议室，这些酒店包
括：万丽度假酒店、天房洲际度假酒

店、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香格里拉
度假酒店、喜来登度假酒店、希尔顿
逸林度假酒店、凯宾斯基度假酒店、
海棠湾9号度假酒店。

由于海棠湾区域一线海景酒店
距离都不远，因此，即便参会规模超
出某一家酒店客房接待能力，但只要
连接周边酒店就不成问题。去年的
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海棠湾区域酒
店一房难求，几乎全部爆满。

也许正因为如此，一次又一次的
重量级会议，都选择在海棠湾举行，
今年4月召开的世界旅游旅行大会
（WTTC）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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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448间舒适客房、套房与别墅。有会议
宴会设施10间，其中包括1200㎡大宴会厅；餐厅及
酒吧6间，包括中餐、西餐和日餐厅；酒店配套有“威
斯汀天梦水疗”、“威斯汀健身中心”、“威斯汀儿童俱
乐部”等康体健身设施；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积
2000㎡；泳池总面积10834㎡。

御海棠豪华精选度假酒店
及喜来登度假酒店

豪华精选酒店拥有160间恬静舒适的客房和静
谧奢华的别墅。喜来登酒店拥有500间客房及套
房。酒店拥有会议室宴会厅10间；餐厅及酒吧5间，
包括中餐、西餐和东南亚餐厅；酒店配套有健身中心，
配备健身房等康体健身设施；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
积8000㎡；泳池总面积1800㎡。

开维·三亚海棠湾凯宾斯基酒店

酒店已投入使用399间舒适客房、套房与别墅。
酒店拥有会议室宴会厅14间；餐厅及酒吧2间，包括
中餐和西餐；酒店配套有高尔夫球场、木艺术馆、龙船
等康体健身休闲设施；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积
4000㎡；泳池总面积2500㎡。

康莱德酒店
及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康莱德酒店拥有97套别墅；希尔顿逸林酒店拥
有客房及套房463间。酒店共拥有会议室宴会厅8
间；餐厅及酒吧9间，包括中式、西式、日式和意大利
菜系等；酒店配套有健身房及SPA等康体健身设施；
康莱德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积2500㎡；泳池总面
积1000㎡；希尔顿逸林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积
8000㎡；泳池总面积2400㎡。

万丽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504间舒适客房、套房与别墅。酒店拥
有会议室宴会厅20间；餐厅及酒吧7间，包括中餐、
西餐和地中海餐厅等；酒店配套有童星俱乐部、游戏
天地、泉水疗及健身中心等康体健身设施；酒店可用
于活动草坪面积2000㎡；泳池总面积10000㎡。

天房洲际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294间舒适客房、套房与别墅。酒店拥
有会议室宴会厅设施10间；餐厅及酒吧7间，包括中
餐、西餐等各类美食；酒店配套有健身中心、儿童俱乐
部、游戏室等康体健身设施；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面
积15000㎡；泳池总面积2000㎡。

香格里拉度假酒店

酒店拥有340间典雅宽敞的客房。1500㎡宽阔
大气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和12000㎡极具震撼力的海
景草坪，可满足各类婚礼、大型会务及主题活动的高
品质需求。另外，300米的迷人沙滩和如画的酒店园
林也是举办特色主题活动的理想场所。酒店的其他
设施包括久负盛名的香格里拉CHI水疗和8栋双层
独栋别墅也将在年内开放迎宾。

海棠湾9号温泉度假酒店

酒店有449间舒适客房和套房。酒店拥有会议
室宴会厅15间；餐厅及酒吧9间，包括中餐、西餐和
日餐厅等；酒店配套有户外温泉理疗池、高尔夫练习
场、游艇码头等康体健身设施；酒店可用于活动草坪
面积7000㎡；泳池总面积5000㎡。

珠江南田温泉度假区

珠江南田温泉度假区规划用地1500亩，目前已
开发400多亩，分为别墅区、温泉区、酒店区，拥有各
种椰林温泉别墅360间套以及豪华客房128间，3个
多功能会议室，中西餐厅和绿色茶吧，SPA美疗及康
乐设施一应齐全。 （王润 辑）

三亚香格里拉度假酒
店大宴会厅。（酒店供图）

会议天堂——三亚海棠湾。 水木 摄

海棠湾天房洲际酒店。 武昊 摄

海棠湾喜来登度假酒店会议厅。 （酒店供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户外草坪宴会。 （酒店供图）

海棠湾喜来登酒店内景。 武昊 摄

海棠湾豪华精选酒店。 （酒店供图）

凯宾斯基度假酒店。水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