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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会议酒店是企业及 PCO

采购人士周而复始的工作：当定

好目的地城市后，该选择哪一个

酒店作为下榻及开会的地点？

MICE China 将充当企业及 PCO

采购人士的眼与腿，精准地找到

最适合您举办会议的酒店，提升

您的工作效率。本文我们看看如

何在深圳寻找会议酒店？

2013 年初，深圳成功接待了

规模达 5,000 人的某著名境外医

药集团大中华区年会，由此深圳

进入了 MICE 时代。

不同于其他城市，深圳由于

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到达深圳

举办各类会议活动有了更为丰富

的内涵。深圳市共设 10 个市辖行

政区，每个行政区都代表着深圳

这个经济特区的一个特点，也为

到此来举办会议活动的企业，提

供了鲜明的服务导向。而其特殊

的地理位置及经济环境，吸引了

大批世界 500 强企业的聚集，并

吸引各类商务会展、会议活动到

此地举办，为深圳吸引了大量会

议商机。

 

做会福田商圈

福田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的

中部，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是集合了行政、文化、信息、国

际展览、商务和金融的综合中心。

其区域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前沿，成

就了福田作为华南沿海重要的交

通枢纽这一现状，同时也是中国

唯一同时拥有海陆空口岸的城市。

福田商圈也是金融产业发展的中

心，共有 90 家金融行业总部及区

域总部落户福田。与此同时福田

商圈也是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软

件、通信器材、数字视听、生物

制药等高科技产品的交易中心。

深圳大中华喜来登酒店、深

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深圳星

河丽思 · 卡尔顿酒店、深圳东海

朗廷酒店、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

酒店、深圳东方银座美爵酒店、

深圳福朋喜来登大酒店、深圳金

茂 JW 万豪酒店、深圳四季酒店

等均坐落在此区域内，为内地及

港澳台到此举办会议的企业提供

了足够丰富的会议场地及服务。

 

做会罗湖商圈

罗湖区是深圳经济特区最

早开发的城区，也是深圳市的中

心城区之一，因此已经成为了深

圳市的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文

化娱乐旺区和全国最大的黄金

珠宝首饰加工基地，城市功能不

断增强。

目前，罗湖共有超过 1,260

家的珠宝企业，随着珠宝企业的

迁入，也造就了一批高端会议酒

店的诞生。其中，深圳瑞吉酒店、

深圳君悦酒店、深圳罗湖香格里

拉大酒店和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

房酒店是您到此举办会议活动的

最佳去处。

 

做会盐田商圈

盐田区是深圳市最年轻的一

个行政区，区内有四大国际深水

中转港之一的盐田港，以及沙头

角、盐田港两个保税区和一街两

制的中英街。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大小梅

沙，尤其以大梅沙的东部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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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牟桐琳 1 深圳东部华侨城茵特拉根酒店 2 深圳大梅沙京基海湾大酒店 3 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大酒店    

1

2

盐田区

3

深圳茵特拉根华侨城酒店

房间数312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800m2

www.octeasthotels.com  

深圳华侨城洲际大酒店

房间数540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560m2

Intercontinental.com 

深圳中海凯骊酒店

房间数418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456m2

WWW.THECOLIHOTELSZ.COM

深圳龙岗珠江皇冠假日酒店

房间数374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58m2

www.crowneplaza.cn  

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大酒店

房间数386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20m2

sheraton.com/dameisha

深圳大梅沙京基海湾大酒店

房间数282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60m2

www.kingkeypalacehotel.com 

深圳东海朗廷酒店

房间数352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00m2

shenzhen.langhamhotels.com  

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房间数350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00m2

westin.com\shenzhen 

大中华深圳喜来登酒店

房间数354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2,300m2

www.sheraton.com/shenzhen

会议气候

深圳地区的会议气候具有一

定的跳跃性，长夏短冬，每年的

1 月、3~4 月，以及 10~12 月均

为深圳的会议旺季，适合举办各

类型的会议及奖励旅游活动。转

入来年的 2 月，5~6 月，则进入

到会议淡季，到了 7~9 月，则

有一定的恢复，进入到会议平季，

此时深圳并无酷暑，适合会议组

织者到此举办会议。

会议价格

每 年 1 月、3~4 月 以 及

10~12 月为深圳酒店的会议旺

季，五星级酒店标准间的价格为

1,200 元 / 间 / 夜。2 月、5~6

月为深圳酒店的会议淡季，五星

级酒店标准间价格为 900 元 / 间

/ 夜。7~9 月为深圳酒店的会议

平季，五星级酒店标准间价格为

1,000 元 / 间 / 夜。

新酒店

于今年 5 月刚刚开业的深

圳东门凯悦嘉轩酒店拥有 144

间客房，2 个大小不同的多功能

会议室适合举办各类中小型会

议、培训及主题活动。深圳温德

姆至尊酒店即将于 11 月开业，

共 232 间客套房，会议面积共

670 平方米，距离深圳国际会展

中心只有 5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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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点评

孙霏

上海佰川驭道会务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在深圳做会的时候需要注意深

圳的设备相对匮乏：当地大型声光

电设备租赁价格高、专业程度有限，

因此推荐在深圳做会的时候设备从

广州采购。此外，在深圳做会还需

要注意深圳没有本地特色的会后旅

游项目，建议可将会后旅游放到香

港。另外对于会议策划者来说一个

细节也需要特别关注——在东部华

侨城大巴车不能上山。

城，大梅沙京基海湾大酒店、大

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等一批结

合会议及奖励旅游的商务度假

酒店的出现，使盐田区的会奖出

现了飞跃性的改变。如今每到

八九月份，大梅沙则进入旅游

旺季，举办会议活动的企业可

选择在这前后的日期到此办会。

其中，深圳东部华侨城茵特拉根

酒店、深圳大梅沙京基海湾大酒

店、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大酒

店均是您在盐田区不可错过的

会议度假酒店。

做会南山商圈

南山区位于广东省深圳经济

特区西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

圈内拥有科技园、留仙洞工业园

等大型高新技术园区及大批高新

技术企业。

在此基础上，南山商圈也是

深圳市教育科研基地。深圳大学、

深圳虚拟大学园、深圳高职院、

深港产学研基地等一大批教育科

研基地均落户南山。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

开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一大批著

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入驻深

圳大学城。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也

是南山商圈活动的一大特点。

在技术与文化的基础上，南

山商圈不仅在商业及学术活动中

吸引了众多企业采购商的目光，

同时坐落于南山商圈的世界之窗、

欢乐谷、锦绣中华、华侨城、中

山公园、海上世界、新安古城、

青青世界、野生动物园、南头古

城等主题公园和著名景点，帮助

南山商圈形成了主题公园游、都

市观光游、历史古迹游、度假休

闲游、郊野生态游等多种旅游产

品互补并存的格局。为南山商圈

的会奖行业增色不少。

深南大道上坐落着众多一线

会议酒店。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

深圳威尼斯酒店、深圳华侨城洲

际酒店、深圳蛇口希尔顿南海酒

店等外资品牌酒店为南山区的众

多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品发布会、

技术研讨会提供了丰富的场地选

择。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及部

分东南亚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关

注和使用。

做会龙岗商圈

龙岗区位于深圳市东部，东

临大亚湾、大鹏湾，南连罗湖区、

盐田区及香港，西接宝安区，北

靠惠州市、东莞市，拥有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

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五星

级酒店的诞生，与此同时，大运

会的举办也为龙岗商圈注入了更

多的活力。大运新城和龙岗中心

城的建成，将体育和商业结合到

一起，成为深圳东部地区及辐射

粤东地区的综合服务中心。商圈

内曾多次举办大型国际、国内赛

事的龙岗体育中心，与成功举办

大运会的深圳大运中心一道，构

成龙城西区体育新城。

曾经鲜少被关注的龙岗商

圈，如今各类商业、娱乐服务设

施星罗棋布，全区登记在册已开

业的宾馆酒店百余家，其中星级

酒店 9 家，在建高星级酒店 3 家，

还有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

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其中，深圳

中海圣庭院酒店则坐落于此区域

中，就位于大运场馆隔壁的它，

如今已承担起越来越多的会议活

动。并且越发吸引了国内企业采

购商的眼光。而距离深圳机场仅

有 50 分钟路程的深圳龙岗珠江皇

冠假日酒店，以其绝对优势的地

理位置，以及五星级外资品牌的

一流服务，吸引了不少到深圳举

办会议活动的企业关注。

特殊场地精选

坐落于深圳旅游热点海滨度

假区——大梅沙的万科国际会议

中心，拥有 1,200 平方米的大宴

会厅、可容纳 470 名观众的阶梯

式报告厅以及 2 间视频会议室和 7

间常规 / 董事会议室。不同于其他

会议中心的室内场地，万科国际会

议中心更拥有 1,200 平方米的汉白

玉广场作为会议中心的陆地花园，

为大型活动和产品发布提供了优

质选择。目前，国际性论坛峰会、

企业会议均可在此开展。

DMC
深圳新景界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1 深圳东海朗廷酒店    

1

福田区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房间数548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740m2

www.shangri-la.com

深圳君悦酒店

房间数471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1,050m2

www.shenzhen.grand.hyatt.cn

深圳瑞吉酒店

房间数290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872m2

stregis.com/Shenzhen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房间数391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60m2

www.marcopolohotels.com

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

房间数522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720m2

www.shangri-la.com

深圳威尼斯酒店

房间数375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85m2

www.szvenicehotel.com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房间数280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608m2

www.ritzcarlton.com/zh-cn/

深圳福朋喜来登大酒店

房间数438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525m2

fourpoints.com/shenzhen

深圳东方银座美爵酒店

房间数481间
最大宴会厅面积478m2

www.grandmercur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