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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8 日，重庆市林业局组织召开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申报（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调整项目）文
本论证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副秘书长刘强及协会对外联络部四位工作人员出席会议，并汇
报项目情况。

☆ 9 月 19 日 , 协会规划设计中心项目组按要求提交“西藏油气管道穿越风景区论证报告”给石油环评公司，目前
已上报西藏林草局。
☆ 9 月 19 日，协会副总规划师兼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王先民受湖北大别山国际旅行社和湖北毕升峡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的邀约，前往湖北英山毕升峡漂流景区实地考察。
☆ 9 月 23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长周雄及规划设计中心唐学静赴新疆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风
景园林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活动。9 月 24 日，赴天山天池景区及水磨沟景区分别就天山天池总体规划进展和水
磨沟总体规划修编事宜进行座谈。
☆ 9 月 27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长周雄、协会旅游规划中心兼项目部副主任赵玺及规划设计联合体
陈宇昕、唐学静赴湖北武当山就八仙观 - 水磨河片区详细规划、瓦房河片区详细规划、武当山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修编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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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与新京报社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2019 年 9 月 29 日，受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的邀请，新京报社社长宋甘
澍一行四人访问协会。经过友好协商，
双方达成优势互补、资源对接的共识，
双方将在风景名胜区领域开展相关合

作，包括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建设与研
究、相关课题研究、中国风景名胜区
文化创意产业的宣传与开发、新媒体
境外宣传相关活动的开发和合作、景
区新媒体培训与建设等方面，并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

非常认可新京报在行业内的专业性和
影响力，希望通过双方战略合作，为
中国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增
量服务和帮助，共同打造合作平台，
创建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和新京报社
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

新京报社社长宋甘澍表示，非常
重视与协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
方应各展所长，通力合作，共同宣传
报道好中国风景名胜区行业事迹，讲
好中国风景名胜的故事。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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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坡、陕西华山风景名胜区代表分别
就全域旅游、乡村旅游、道教名山文
化发展等方面工作同与会代表交流分
享体会和心得；会议还介绍了与道教
名山相关的联合宣传推广活动及联动
项目。

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常务副局
长王兰波代表道教名山联盟作大会总
结发言，认为本次会议就发挥道教文
化积极作用、推动道教名山健康发展、
促进道教联盟成员景区友好交流等达
成共识，集中展现了当代风景区人勇
于担当、奋勇前行的精气神。并表示，
作为第六届道教名山联盟盟主单位，
崂山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团结联
盟景区，服务联盟名山。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第六届中国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联盟工作会议
在青岛崂山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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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0 日，由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主办，青岛市崂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承办的第六届中国风景名
胜区道教名山联盟工作会议在青岛崂
山风景名胜区举行。

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风景名
胜区协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赵宝江，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总经济
师、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张鸿文，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
然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处长孙
铁，青岛市委统战部副巡视员姜健，
及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郭鹏
伟，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浙
江省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水法，中
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青岛市崂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崂
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兰
波，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荣誉副会长、
重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原巡视员葛怀
军等领导，以及来自中国风景名胜区
道教名山联盟单位和协会各理事、会
员单位的代表共计 150 余人参加会
议。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郭鹏
伟主持会议开幕式。开幕式上还举行
了道教名山联盟旗帜和象征物交接仪
式和“崂山杯”中国道教名山全国摄
影作品展开镜仪式。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总经济师、
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张鸿文在讲
话中谈到，中国风景名胜区道教名山
联盟的成立对弘扬我国本土文化起到
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国务院印发《关
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联盟也应顺应
形势，以指导意见为原则，在管理建
设保护地的基础上，努力做好我国道
教名山的宣传工作。在当前工作中，
风景名胜区应主动出击，积极与行业
主管部门保持沟通与联系，合理审视
并总结风景名胜区在科学保护、合理
利用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为未来风景
名胜区建设工作奠定更好的基石。

会上，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
处作了工作汇报。青岛崂山、河北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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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体育旅游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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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0 日，中国风景名
胜区协会在山东省青岛崂山召开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体育旅游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来自十三陵、泰山、镜泊
湖等景区及专业机构和专业体育旅游
公司的代表，共计四十余人参加会议。

青岛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
局长苏本江主持本次会议。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副会长郭鹏伟在讲话中指
出，体育旅游专业委员会是协会提升
专业化服务水平、改进创新工作的新
尝试，专委会要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促
进体育旅游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方针政
策，紧紧围绕协会中心工作，有效发
挥分支机构的专业水平和功能，认真
研究借鉴行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体育
旅游产业管理经验和技术标准，以标
准促管理、立品牌，形成中国特色的

 责任编辑：张立 吕莹

风景名胜区体育旅游行业标准规范管
理模式。

会议选举出专委会主任、副主任
及成员单位。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
剑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王伟当选专委
会主任，他表示，一定会努力工作，
不断探索规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尽快形成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
序、市场充满活力、百姓积极参与的
大好局面，为旅游产业升级发展创新
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会议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丁洪建博士就“风景道·绿道·步
道规划研究”做了专题报告。体育旅
游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势至山水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大可对“体育
旅游专委会的服务项目“进行了详细
介绍。

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分享交流了
各自景区举办体育赛事活动的经验，
为专委会工作规则、工作计划和体育
旅游规划、标准编制等工作建言献策。

会议最后由体育旅游专委会王伟
主任进行了总结：他说专委会将持续
为各单位提供各项服务，努力在行业
内“填空”“补白”，真正推动体育
旅游持续、健康、融合发展。

在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大力
支持和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中国
风景名胜区协会体育旅游专业委员会
工作会议顺利完成各项议程，达到预
期的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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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结果 |“新安江杯”严东关旅游综合体设计竞赛

由全国风景园林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中
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文化和旅游专家委员会、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建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新安江杯”
严东关旅游综合体设计竞赛于 2019 年 7 月—11 月举行。

本次竞赛主题为“逸游山水、文化繁荣”，自发布竞
赛通知以来，报名反响积极热烈。截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

24:00 前（北京时间），竞赛组委会共征集到 126 份设计
作品。初赛组委会历经三轮紧张评选，评选出了 50 强，30
强和 15 强（入围决赛）参赛队伍。其中入围决赛的 15 个
作品将根据竞赛规程继续深化，并参加组委会最终现场评
审，将评选出金奖 1 名，银奖 3 名，铜奖 5 名，优秀奖 6 名。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重庆五里坡“申遗”新进展

9 月 18 日，重庆市林业局组织召开五里坡世界自然遗
产申报（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调整项目）文本论证会。

出席会议的领导及专家有原建设部副部长赵宝江，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领导、国家公园办公室主任张鸿文，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司世界自然遗产和风景名胜区
管理处副处长孙铁，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重
庆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晓钟，巫山县委副书记、县
长曹邦兴及世界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专家马敬能、肖时
珍、熊康宁、谢宗强、邓洪平、赵永涛、苏化龙等。

会上，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外联部主任高危言代表文
本编制单位汇报了《湖北神农架世界遗产地边界细微调整
报告》的情况。专家组通过评审一致认为，目前调整报告
基本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原则同意项目

上报世界遗产中心进行完整性审查。
重庆五里坡是植物的王国，拥有 3000 公顷原始森林、

300 公顷原生性亚高山草甸、26.6 公顷穗花杉群落以及其
他森林生态系统。五里坡是动物的天堂，境内拥有大量珍
稀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现有野生陆生脊椎动物 422 种，其
中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动物达 79 种，保护着金丝猴、
金钱豹等 55 种重点野生动物。

通过“申遗”，将进一步促进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保护，有力提升五里坡自然价值的国际认可度。同时，
也将进一步提升所在地巫山的世界知名度，促进巫山和长
江三峡旅游产业发展，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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