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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第五届会员大会暨
中国风景名胜区旅游互联网大会
在新疆伊犁州巩留县顺利召开

根据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章程规定，

同时为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有关

精神，进一步扩大内地与新疆景区之间的

交流、交融与合作，推动风景名胜区行业

“智慧景区+互联网”的建设发展，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批准，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第五届会员大会暨中国风景名胜区旅游互

联网大会于2016年6月16日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顺利召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专门为此

次会议发来贺信；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

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汪光焘，原建

设部副部长、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四届

理事会会长赵宝江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副司长郭鹏伟传

达了住建部有关协会换届的重要指示；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章林伟就住

建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区工作做了讲话；新

疆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姚玉珍做了热

情洋溢的欢迎致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王凤武，新疆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副巡视员杨开俭，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陈素伟、曹南燕、王

建成、马元祝、张军和会长助理葛怀军，

以及住建部直属兄弟协学会、伊犁州住建

局、巩留县政府、全国各级风景名胜区业

务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互联网、旅游、媒体

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代表、中国风景名胜区

协会会员单位代表50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

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报

告、财务报告、章程修改后的审议稿、会

费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审议稿；表决通过第

五届会员大会理事单位和理事；表决通过

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名单；会议选举产

生第五届理事会新的领导班子名单，包括

荣誉会长、会长、副会长、副会长单位及

代表、秘书长、副秘书长及荣誉副会长和

会长助理单位代表名单。最后，新当选的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代表第五

届理事会做了重要讲话。

会议同期召开了中国风景名胜区旅游互

联网大会，四川峨眉山、安徽黄山、四川

九寨沟等3个景区就各自在互联网时代的智

慧景区建设做了交流发言，第五届理事会

副会长、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任委员王水法等8位同志分别就风景

名胜区“智慧景区+互联网”的理论和实

践、智慧景区建设、互联网时代的景区客

流量监测、智慧旅游与智慧景区等主题进

行了研讨和交流。

为促进新疆风景名胜区与内地的交流合

作，会议期间，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与当地的库尔德宁

风景名胜区分别签订了友好景区协议。

（协会秘书处）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暨中国风景名胜区旅游互联网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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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赴韩国济州岛参加
中日韩IUCN会员首次三方会议

2016年6月20-21日，由韩国环保部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Korea）、济

州特别自治道政府（Jeju Self-Governing 
Province）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韩国全委

会（Korea National Committee for IUCN）
联合举办的中日韩IUCN会员首次三方会议

在韩国济州岛召开。

作为IUCN在中国的会员单位，中国风

景名胜区协会应邀参加，协会外联部杨子

砚参加了此次会议。现将参会情况汇报如

下：

一、会议背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环保组

织，也是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

唯一作为联合国大会永久观察员的国际组

织。IUCN拥有来自全球185个国家的200多
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1000多个非政府

组织为机构会员。

IUCN与各国各级政府、联合国机构、

NGO组织以及企业共同协作，旨在影响、

鼓励及协助全球各地的社会，保护自然的

完整性与多样性，并确保在使用自然资源

上的公平性，及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为

充满环境压力和发展挑战的世界寻找务实

的解决方案。

中日韩IUCN会员三方会议是在WCC-
Jeju-Res 10号文件框架下召开的首次会

议，主要目的是促进会员间的交流与合

作，分享信息与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建

立较为紧密的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及多

国会议制度，惠益亚洲区域会员。来自

IUCN顾问Masahiko Horie先生发言

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国家的会员单位及

IUCN亚洲区域办公室的30位代表出席了会

议。

二、会议情况

此次会议在韩国济州特别自治道济州

市的Leo酒店举办。会议旨在为三国的领

导和专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讨论中日韩

三国为即将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2016世界

保护地大会（WCC）准备的议程。同时，

探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东北亚国

家关系网的建立问题。

IUCN韩国全委会负责人Youngbae Suh
先生在会议上首先发言，感谢各国参会嘉

宾的来访，并介绍了自去年在曼谷召开的

第六届亚洲区域保护论坛（2015 RCF）后

IUCN亚太区域人员架构的变化。同时，希

望首届三方会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通过

三国协作，使IUCN会员三方会谈形成一定

规模，周期性地在三国召开。

济州特别自治区负责人Kim Yang-Bo先
生作为东道国政府致辞，他表示“全球环境

保护问题是不存在国界的，中日韩三国应

突破障碍，在自然保护上沟通交流、学习

经验。”韩国环保部自然保护司自然政策研

究处处长Choi Jong-Won先生随后发言，介

绍了韩方自2012年在济州岛召开世界保护

地大会与IUCN的合作，以及在自然保护方

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会议首先讨论了即将在夏威夷召开的

2016世界保护地大会（WCC）的有关事

项。IUCN顾问Masahiko Horie先生发言指

出，“IUCN及会员单位应全力以赴为自然

保护做出贡献，这也是本次IUCN会员三方

会议的最重要意义，七月将在中国北京召

开2016世界保护地大会（WCC）的预备会

议，希望本次会议也起到预热和推动的作

用。”
IUCN亚洲办公室Raj Kumar先生介绍

了将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保护地会议的最

新信息。他引用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观

点，认为夏威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

源是召开世界保护地大会的不二之选。来

自160个国家的1200个IUCN会员单位将参

加此次大会，其中包含中国的1个国家机

构和18个NGO机构，借助世界保护地大会

的平台，这些单位届时将举办不同类型的

中日韩IUCN会员首次三方会议参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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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会议，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自然保护地

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成果。世界保护地大会

将讨论2017-2020年度IUCN项目和财务计

划，同时讨论一系列的议题，例如工业农

业对自然保护带来的威胁、世界海岸保护

问题等。会上还将针对新一届主席的任选

问题进行投票。

I U C N亚太区域主席马克平教授在

会上针对亚太区域的组织机构、运行情

况、业务范围以及亚洲区会员的情况

作了介绍。会上同时审阅了WCC Je ju 
Recommendation 153等世界保护地大会决

议文件的内容。IUCN中国全委会主席朱

春全在会上介绍了IUCN中国区域的项目

和会议，包括Megacities and Watersheds 
Initiative （MWI）大城市水域计划，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生态生产总值

项目，Forest Landscape Restoration景观

恢复项目，首届世界生态系统治理论坛

（2015 WFEG），第六届亚洲区域保护论

坛（2015 RCF），Northeast Asia Regional 
Conservation Workshop东北亚培训会议，

等。随后，中日韩三国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本国IUCN会员单位的信息，并就各国将在

世界保护地大会（WCC）举办的分论坛进

行了介绍和讨论。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加强东北亚地区

成员间合作。IUCN顾问Masahiko Horie先
生主持会议，各参会代表就WCC-Jeju-Res 
10文件（加强建立IUCN亚洲项目）、三方

会议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部分参

会成员建议，通过寻求三国共识、发起国

际间项目，使中日韩三方会议从实质上得

到发展和进步。 
Raj Kumar先生最后做总结性发言，表

达了个人的美好愿景，希望亚洲各会员国

可以共同为全球自然保护作出贡献。

三、会议总结

协会在本次大会上向日韩两国的政

府、机构代表展示了协会的工作项目及成

果。在大会上，中方代表从绿色名录、世

界遗产、姐妹公园和交流培训四个方面介

绍了协会的对外工作，增进了协会与国际

组织间的了解，深化了三国各机构间的沟

通与合作。

此外，协会通过本次大会了解到IUCN
的前沿信息，包括2016世界保护地大会的

最新议程和议题、2016下半年项目计划

等。协会后续会将信息整合、分类，将新

的信息和经验贯彻到工作中，以促进协会

会员单位及国内景区的建设和发展。

（协会对外联络部）

2016年度IUCN项目汇总IUCN亚洲办公室Raj Kumar先生介绍2016美国夏威夷世界保护地大会
（WCC）最新信息

各参会代表就加强东北亚地区成员间合作的议题进行讨论
IUCN中国全委会刘忆南女士代表协会向参会代表介绍协会主要的对
外工作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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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健身名山登山赛第三站在新疆天山天池欢乐开跑

2016年6月19日，中国最大规模的主

题巡回登山赛事——中国健身名山登山

赛（FMC）第三站在新疆天山天池欢乐开

跑，共有来自全国各地2100余名专业运动

员、跑山爱好者报名参加了比赛。

这已经是新疆天山天池与名山赛的第

三次触电，报名人数持续增加，成为天山

天池的经典赛事活动之一。本站比赛依旧

设置三个组别，分别为男/女竞速组、健

身组和家庭双人组。其中，男/女竞速组

是以竞速为目的的登山组，含有一定运动

强度，以专业运动员、登山、越野跑爱好

者为主要对象；健身组是以体验而非竞赛

为主要目的的个人参赛；家庭双人组是以

家庭为单位的群众性登山组，通过“一大

一小”形式，增进父母与孩子感情的同时

感染更多人，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是名

山赛在组别设置上的独到之处。

根据组委会的线路设定，竞速组从天

池开始出发，途经号称“西北第一高观”

的福寿观，从福寿观道观牌坊到观门，据

说有三百步台阶，称为“云中三百步”，

沿赛道到达灵山寺再经过马牙山索道，即

可到达终点——游览云台，是一条被跑友

称为“虐极、美极”的极致赛道。赛道距

离虽然只有11.2公里，但是累计爬升达到

1272米，海拔高差1111米。尤其是进入赛

道后段，难度陡然升级，连续不断的大上

坡考验着每一个参赛者的耐力、体力。

健身组和家庭双人组的赛道以圣

水——天池为主线，环绕一周，总距离

13.1公里，途经山间小路、竹林、草甸等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更有王母娘娘修道

成仙之地——西王母寺，缭缭青烟萦绕，

让每一个参赛者都仿佛得到了一种心灵的

洗礼。整个赛道难度比较低，路况好，多

林荫，是跑山爱好者提高和训练的绝佳赛

道，更是接近自然的最好赛道。

经过1小时13分56秒的角逐，来自甘肃

兰州的高永宁第一个冲破终点线，夺得竞

速组男子第一名。女子第一名则是来自重

庆的张辉骥。赛后很多选手表示，本站名

山赛赛道设计让他们有机会在各种赛道进

行越野跑，截然不同的感受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名副其实的跑山线路，天资

卓越的自然风景，整个人仿佛奔跑在一幅

西域美画卷之中，毫无疲惫之感。

为充分保障选手们的需求，做好赛事

服务工作，竞速组和健身组／家庭双人组

的赛道共设8个补给点，由专业的志愿者

为跑山团队提供水、能量饮料等补给服

务。而由阜康市5家医院（包括市人民医

院、市中医院等）组成的专业救援团队也

来到现场，为选手们提供专业的医疗救援

服务。此外，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登山

协会的资深裁判团队提前多日对赛道进行

勘察，不仅保证了赛道设计的合理性，同

时也保证了赛事的公平、公正。

本站比赛由中国登山协会、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局、

新疆阜康市人民政府主办，新疆天池管理

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登山协会、新

疆西域旅游开发股份公司协办，势至体育

独家运营。

（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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