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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莫干山庄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杭州疗养院

杭州千岛湖温馨岛蝶来度假酒店

浙江上铁钱江酒店有限公司

安吉江南天池景区

浙江莫干山凤祥山庄

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是省总工会直属事业单位。该院是
一个集健康体检、养生疗养、休闲度假和会议会务为一体的现代化
疗养院。该院位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三台云水”景区核心，距
市中心仅5公里。这里空气清新，景色优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该院占地2万平方米，共有各类客房135间，餐厅及包厢300
座餐位，大小会议室6个。并配套有多功能厅、室内游泳池、网球
场、健身房、棋牌室、台球室、园林茶座等，为客人提供多彩的健康
休闲娱乐服务。

该院设计了养生客房与无烟客房、药膳养生餐、体检、健康
咨询、养生讲座、中医辨证体检、保健操练习、娱乐、考察等在内
的一站式服务。每期劳模入院，院长带领中层干部给他们开欢
迎会，配备专职干部全程陪同疗休养行程。近些年来，这里接
待了来自北京市、上海市、宁波市等省内外单位组织的一线职
工和劳模疗休养团队，获得组织单位和疗休养人员的好评。

该院既保证履行好主责主业，又较好地开发了中高端疗休养

市场。2012年，该院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为全国工会优秀疗养
院。现在该院为北京市总工会、浙江省总工会“劳动模范疗休养基
地”，也是上海市总工会疗休养定点单位。今年10月，全总也已上
网公示，即将成为全总劳模疗休养接待基地。

该院聚焦主业，彰显公益，积极筹划，不断完善服务水平，坚持
以低价、微利、高规格、高标准，服务于到此疗休养的一线职工和劳
动模范。与此同时，该院还每年承接各类医院、院校、政府机关会
议，旅游团队、散客等，赢得良好口碑。

该院积极参与无烟宾馆建设，是杭州最早的无烟宾馆之一，也
是控烟先进单位。该院还是食品卫生A级单位、公共卫生A级单
位、省级消费者信得过单位。

该院今年也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有近半年时间处
于停业、半停业状态。今年4月底，该院根据政府批准逐步恢复接
待工作，并积极扩展疗休养市场。随后，该院营收逐月递增，到10
月份达到历史新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走在同类机构前列。

浙江莫干山庄位于德清县西部、国
家4A级风景名胜区莫干山的东北角，
更确切地说，就处于“世外桃源”武陵
村。莫干山风景区的中心区域，包括塔
山、中华山、金家山、屋脊头、炮台馒头
山、莫干岭等，被称为“江南第一名
山”。这里既有“清凉世界”的美誉，又
有“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之称，是人们
疗休养的胜地。

浙江莫干山庄于1986年投资兴
建，1987年投入使用，2016年底整体划
转至浙江浙勤集团有限公司。开业至
今已有幸为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
会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了周到的服务。

浙江莫干山庄拥有主要建筑及附属
设施18幢，其中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5
幢别墅，2005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庄有各种规格、
档次的客房115间，自助餐厅1个、包厢
5个、宴会厅1个，可同时容纳260人就
餐。这里也是德清县第一批“阳光厨房”
建设单位。山庄除配有可容纳200人的
武陵村会堂外，另有大小不一的7间会议
室可供选择。这里还设有咖啡吧、树林
吧、KTV包厢、棋牌房、网球场、中医健康
理疗室等配套设施。

浙江莫干山庄多次被德清县旅游局

授予“优秀旅游饭店”称号，2013年被浙
江餐饮协会评定为“浙江餐饮名店”，
2016年被浙江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评
定为“浙江省银鼎级特色文化主题饭
店”，2018年荣获“浙江省特色精品疗休
养目的地”称号。

莫干山以“竹、云、泉”三胜，营造出
“清、静、凉、绿”这四大意境。在大城市
快节奏生活的人们，特别适合到莫干山
放松心情。蒋介石临时总统官邸、大竹

海观赏处两个景点，也置于其中。山庄
附近700米内，还有江南最大的摩崖石
刻滴翠潭、可观日出及莫干山全景的旭
光台等景点。

浙江莫干山庄武陵村4号楼，又名栖
碧山庄，解放前浙西特委曾在此地设地下
交通站。山庄周边的红色旅游资源也有
不少，比如皇后饭店，1954年3月，毛泽
东主席在杭州起草中国第一部宪法时，
到莫干山视察，就曾下榻于这个饭店。

千岛湖，之所以叫千岛湖，是因为有
1078个岛。找一个小岛待着，是很容易
又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住到杭州千岛湖
温馨岛蝶来度假酒店，那肯定就对了！

温馨岛是千岛湖中心湖区的一个独
立小岛，身形狭长。整个小岛四面环水，
港湾众多，每一道水湾都是一种景致。整
个小岛就为温馨岛蝶来度假酒店这一家
酒店所独占，像这样“酒店即岛、岛即酒
店”的格局，别说在千岛湖是独一无二的
一家，就是在国内很多知名度假地也很少
见。

杭州千岛湖温馨岛蝶来度假酒店，
隶属于浙旅集团旗下浙旅蝶来酒店集
团。这是一家按五星级标准建造，集观
光、休闲、度假、会议为一体的千岛湖区
域内唯一全岛型度假酒店。酒店有客房
193间（套），中西餐厅2个，室内外茶吧
2处，大小会议室5个，另有儿童乐园、游
泳池、射箭场、电子游戏房、迷你小影院、
水上游乐、健身房、乒乓球、台球、KTV
等康体娱乐设施。

岛上满布植被，酒店就“隐”在一片
葱茏林木中。褐木色的酒店外观有如日
式的度假酒店，四层楼高，外观看上去毫
无五星级商务酒店的张扬，却和整个幽
静美丽的小岛相得益彰。

酒店面积近60亩，景观浮桥是通向
外面的唯一通道，特别适合接待高规格
相对独立的VIP疗养团队。酒店内亲水
区域大，自然生态保持完好，所有客房
360度全湖景。游步道环湖而行，碧水
环绕，满目葱茏，鸟雀长鸣，四季花期不
断，享受全湖景体验。

酒店为省属国企，具有良好的服务规
范。酒店曾荣获：历年淳安县平安饭店、

淳安县服务业企业发展典型、国内最清洁
示范点、杭州浙西“十佳”度假酒店、携程
旅行口碑榜最受欢迎酒店等50余项荣誉。

在这里吃喝完毕，也绝不无聊，亲水
沙滩、儿童俱乐部、漫咖小栈、射击场、恒
温泳池、私人影院、网红打卡地、水下古
城7D影院、电玩、桌游，以及天气稍热之
后，皮划艇、平衡板、水上乐园等等，温馨
岛上到处是乐趣。

安吉是杭州的后花园，联合国认证
的人居小镇。这里绿水青山，处处好风
光，江南天池更是景区中的个中翘楚。

江南天池距离杭州只有1小时车
程。去江南天池，要穿越一条长约18
公里的盘山公路，车可直达山顶，所谓
十里风光十里景。到达山顶，天蓝水
碧，空气清新，住宿环境幽静，是名副其
实的疗休养胜地。

江南天池是中国森林养生基地，植
被覆盖率高且种类丰富，可谓是天然氧
吧。来到这里，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痛快放肆地深呼吸。

江南天池是国家 4A级景区，年
游客量 50余万。景区内景点林立，
包括天池、天文台、竹海、水天一色、
爱的城堡、长寿林、杜鹃林、樱花园、
天荒地老等景点。清晨迎着日出环
库慢跑，傍晚就着彩霞用餐，闲时泡
一壶安吉白茶在竹林小坐，或携一副
钓竿静享垂钓。远离都市的喧嚣，疗
愈你的疲惫。

江南天池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
首个夜天光保护区。这里建有“院士专家
工作站”，配置有口径80厘米的大型天文
望远镜。为了表彰江南天池对天文事业
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命名编号为
10877的小行星为“江南天池星”。

江南天池是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浙
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荒坪电站地
下厂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展示
馆、天荒坪电站上水库等区域可供参观。

江南天池是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
示范基地，景区运动中心有滑雪（仅冬
季）、彩虹滑道、草上飞车、素质拓展、篝
火、露营等丰富的休闲项目。

江南天池“高山汤泉”是因地制宜
的养生项目，汤泉城共有室内外泡池

50余个，排毒养颜、健肤美体。江南天
池山里农庄擅长当地农家风味菜，农庄
还针对疗养团精心搭配套餐，更有地道
的“风味”烧烤大餐。

江南天池还为疗养员制定多项优
惠政策：江南天池客房、用餐、景区等所
有项目均享受疗休养优惠价；疗养期
间，高山汤泉付费一次可多次享受；健
身房、棋牌、音乐酒吧、篮球、垂钓等娱
乐设施免费使用等。

“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杭州疗养院（以下简称兵
疗），呈现的就是这样一幅淡雅的山水
画。

成立于1983年7月的兵疗，是集团
所属健康管理和职工疗养基地，位于杭
州市富阳区，距离富阳高铁站6公里，距
离萧山国际机场50公里。在这里，一小
时可达西湖、西溪湿地、良渚文化村、
G20会议场馆等景区。

兵疗集休闲度假、商务接待、会议培
训、养生保健以及兵装文化于一体。这
里背靠城市森林公园和富阳革命烈士纪
念碑，南临富春江。院内绿树成荫、鸟语
花香，曲径通幽、步移景异，是康养度假
的绝佳之所。兵疗秉承“让生活更美好
让生命更健康”的使命，全力打造国内文
旅康养标杆企业。

近年来，兵疗先后荣获浙江省国防
产业工会职工疗休养基地、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公司职工疗休养基地、浙江省省
部属企事业职工疗休养基地、浙江省先
进职工之家、杭州市优秀星级旅游饭店
等荣誉称号。这里也是中国好声音唯一
指定酒店。

兵疗拥有四星级以上客房157间、
床位259张，江景、山景，任君选择。客
房居住环境温馨舒适，可让身心得到彻

底放松。在这里，依山而居，望江远眺，
让心安宿。

16个360°全江景包厢以及4个宴
会厅，可同时接待1500余人用餐，享用
2020年浙江餐饮业金鼎杯浙菜金牌大
师带领团队提供的江鲜、海鲜、本地特色
菜、养生餐及药膳等更是乐事一桩，美景
美食相得益彰。

兵疗以“治未病”中医文化精髓为依
托，创新康养生活方式，针灸、推拿、拔

罐、艾灸、刮痧以及各类“中医膏方”效果
显著，形成了集中医诊疗、中药材、中成
药、中药饮片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体系。

这里有大草坪、网球场、乒乓球馆、
篮球场、健身房、书吧、茶社、茶园等完
善的配套设施，可为疗休养团队开展活
动、养生休闲提供无限的可能。来到这
里，将使人们的生活更丰富，也更具品
质。

浙江上铁钱江酒店有限公司（原
上海铁路局钱江疗养院，以下简称钱
江酒店）位于钱塘江畔草木葱郁的山
水之间。钱江酒店一直致力于上海
铁路局集团公司职工健康休养接待
工作，曾获得铁道部和上海铁路局优
秀疗休养基地、铁路爱国卫生先进集
体花园式单位、杭州市城区优秀绿化
工程银奖等荣誉称号。但随着疗养
院改制、计划休养人数逐年减少、外
局劳模休养存在的不稳定性，导致疗
休养业务空间受到限制，转型迫在眉
睫。

近年来，钱江酒店在转型发展、创
新职工健康休养服务上，不断融入健康
休养元素，开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
康讲座等健康休养服务。

今年6月初，酒店成立专项小组，认
真研究地方政策，将铁路疗休养模式与
地方疗休养有机结合，量身制订休养活
动方案。通过努力，认定为浙江省职工
疗休养基地，为酒店主营业务发展带来
强大后劲。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充分
挖掘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让疗
休养活动变得更加“厚重”，是钱江酒
店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不久前，钱江酒店创造性地将文
化旅游融入疗休养，开启了“酒店+”新
模式。酒店作为旅游链条中重要环
节，承担着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使
命。钱江酒店将充分发挥文化在休养
内涵的多元化功能，促进产业消费升
级，打造体验式酒店消费，实现酒店优
质发展。今年9月，酒店与浙江国旅、
杭州游船公司、百越文化创意公司合
作，开启“坐高铁、游西湖、观三笑、住
钱江”的“酒店+文旅”新模式。通过满

足消费者寻求独特体验的需求，获得
酒店持续竞争优势。

为了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酒店服
务，钱江酒店在内部人员配置和相关资
质申报方面不遗余力。早在2018年7
月，酒店就获得医疗机构资质校验，顺
利取得医务室执业许可证。目前，这里
有6人拥有医护执照，备有血糖仪、急救
箱、血压计、多功能体检机、理疗仪等医
疗设备，能较好地提供健康休养各种服
务。

莫干山属天目山余脉，主峰塔山
海拔 758 米。以竹、泉、云和清、绿、
凉、静的环境著称。一千多年的开发
史，使莫干山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
景区内景点众多，有风景秀丽的芦花
荡公园、清幽雅静的武陵村、荡气回肠
的剑池飞瀑、雄气逼人的怪石角、野味
浓郁的塔山公园等20多处，令人流连
忘返。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
伯承、陈毅、陈云、董必武、谭震林、张
云逸、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
登山视察工作或疗养，并留有珍贵的
墨宝和诗词。这里是一生值得一去的
地方。

针对各地职工疗休养的情况，这
里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疗休养主题专享
版线路，涵盖了名山名人名墅、运动休
闲徒步、丛林探险等，以丰富人们的疗
休养生活。

在这里，你可以手工制作中西甜
品糕点、冲泡咖啡。伴随着咖啡的香
气，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繁忙，在此得到
温柔治愈。你还可亲手制作蛋挞、蒸
面包、烤鸡翅、炸薯条等，给自己的下
午茶当点心，为生活增添乐趣。

莫干山四季风光如画，变幻莫测，

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来寻找这里最美风
景。这里有专人带领大家去山中拍摄
云海、日出、老别墅、竹林等，并开展
评奖活动。

在莫干山群山的拥抱里，可以去
除草、翻地、种菜，体会劳动的艰辛和
收获的喜悦。没有什么能比劳动更好
地诠释乡村，去农家田间地头寻找儿

时的回忆，在精耕细作中享受慢生活。
一汪碧水，一根柔丝，候水中鱼儿

上钩，观水中碧波荡漾，听林间鸟儿歌
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通过垂钓来磨
炼自己的心性，感受拥抱自然的快乐。

宿山巅别墅，看远山青黛，赏日升
日落，品有机食物，远离尘嚣，到这里
感受慢生活的休闲之旅。

莫干山上即景。

酒店外观鸟瞰图。

江南天池一景。 兵疗一景。

疗休养人员正在活动的场景。

莫干山庄寄庼庐。

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

浙江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即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