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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秘书长刘强会同研究中心、协会顾问总规划师疏良仁与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

办公室王楠处长就国家公园相关课题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 12 月 2 日，北京恋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到访协会，就景区智能讲解机租借柜、智能柜 APP 进行解说说明，与协会副

秘书长赵旭伟、项目部三人进行沟通交流。

☆ 12 月 4 日，兰普集团有限公司周裕松主任到访协会，就智慧旅游大数据、高铁经济圈与智慧旅游、民宿发展与文脉传承、

文旅区块链应用专项课题组的成立，与协会副秘书长赵旭伟、项目部三人进行座谈。

  业务交流

  服务项目

C h i n a   A s s o c i at i o n   o f   N at i o n a l   P a r k s   a n d   S c e n i c   S i t e s  中 国 风 景 名 胜 区 协 会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2019年

152

21NO.

期 4 版

协
会
简
讯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第六次理事会
在肇庆星湖顺利召开

（下转 02 页）

2019 年 12 月 11 日，由中国风景

名胜区协会主办，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承办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

五届第六次理事会在广东省肇庆星湖

风景名胜区召开。

应邀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

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办

公室主任张鸿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总经济师杨超、广东省林业局副局长

吴晓谋、肇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宣

群。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

和副会长、副会长单位代表，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

地方风景名胜区协（学）会、各会员

景区、相关企事业单位等代表近 300

人参加会议。

开幕式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北

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书记、

主任唐拥军主持。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单位

代表、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钱旭，肇庆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陈宣群 , 广东省林业局副局长吴

晓谋分别向大会致辞。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

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关

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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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做好风景名胜

区的归并整合、边界调整工作，这是

行业面临的首要任务；要认真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加快推进风景名胜区规划改革；协会

要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为会员

景区提供更好的服务；要积极稳妥推

进各项工作，确保 2020 年社团组织

脱钩改革顺利完成。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经济师杨

超在讲话中指出，国家对自然保护地

工作高度重视，根据已出台的文件，

风景名胜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已成定

局，对风景名胜区的管控要求基本

确定，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原则基本

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历史遗留问题即

将解决，整合优化程序基本明确。当

前正值自然保护地深化改革的关键时

期，针对风景名胜区工作，他建议：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贯彻落实《关

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自然保护区

等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规范》等

重要文件；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谋划好未来取向，为当地政府做好参

谋；发挥风景名胜区的机构特点，做

好自然保护地的组织构建。

杨超总经济师对协会工作给予高

度肯定，认为协会始终切实履行“提

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准则，

主动作为，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希望

继续保持传统，为风景名胜区事业和

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

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

办公室主任张鸿文在讲话中指出，杨

超总经济师的讲话代表国家主管部门

的精神，要认真贯彻落实。王凤武会

长的讲话，立意深远，对有关文件解

读精准、研究透彻，有助于行业更好

地把握自然保护地深化改革中的重点

要点。希望各风景名胜区认真学习，

增强信心，做好自身工作，祝愿风景

名胜区行业在改革中取得好的成果。

工作汇报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张

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

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向绪杰主持。依

照协会章程规定和民政部的要求，会

上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五届六次理

事会“关于增补副会长单位（代表）

的议案”“关于增补常务理事、理事

单位的议案”“关于新增会员单位的

议案”和“关于增设‘水利风景区分会’

分支机构的议案”提请大会审议。

协会以视频形式向大会做五届六

次理事会秘书处工作汇报。秘书处工

作人员就“新形势下中国风景名胜区

归并整合与规划改革工作”“风景名

胜区行业专题研究工作”“外联部和

编译中心工作情况”“新媒体格局下

的景区传播” 和“中景协 + 新京报

新媒体 + 景区 2020 增量营销推广计

划”做专题汇报。

分组讨论

下午，与会代表分为三组，大家

畅所欲言，为协会工作提出了许多中

肯、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还结

合各自景区实际，就风景名胜区在新

形势下的归并整合、规划改革等面临

的问题与对策进行了热烈、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

会长工作会议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会长王凤武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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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

办公室主任张鸿文应邀出席。与会领

导就增补副会长单位，常务理事、理

事单位，新增“水利风景区”分支机构，

协会脱钩和成立监事会等事项进行了

研究，深入探讨了在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风景名

胜区如何开展归并整合、边界调整，

以及规划编制、报批等工作中面临的

困惑和对策。会上，大家对各事项均

表示同意，并积极为行业和协会发展

建言献策，齐心协力，共谋未来。

大会总结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会长单位

代表、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旅游管理服

务中心书记、主任杨一鸣主持。

首先，各小组召集人向大会通报

了小组讨论情况。随后对协会秘书处

的工作汇报及本次理事会上提出的各

项议案，全体与会代表进行了表决并

获得通过。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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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做大会总结讲话。在全体参会代表

的共同努力下，在肇庆市委、市政府

及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大力

支持下，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五届六

次理事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取得了

圆满成功。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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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第六次理事会
关于增补副会长单位（代表）等相关事项的决议

2019 年 12 月 11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第五届第

六次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增补副会长单位（代表）、增补常

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新增会员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

议案，并对变更副会长单位代表人选进行公告，下一步协

会将按民政部有关规定及协会章程相关要求履行手续。

各项决议内容如下：

一、增补副会长单位（代表）

黑龙江省镜泊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孙德志  党工委副

书记、主任

二、增补常务理事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1．中水风景（北京）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黄河小浪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3．宿州市新汴河景区管理委员会

三、增补理事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1．蒙山天蒙景区管理委员会

2．苏州市天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3．河北京娘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4．上海旗华水上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5．汇景天下（北京）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6．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7．士山（天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四、新增会员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1．江西飞顺建业有限公司

2．宁波卓奥体育服务有限公司

3．贵州天卓地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北京别处空间建筑设计事务所

5．北京晟百利广告有限公司

6．深圳艾肯文旅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7．北京和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黑龙江省华永夏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10．四川移柯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11．杭州市西湖游船有限公司

12．浙江鸣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3．河北大学旅游研究中心

14．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5．北京博雅方略旅游景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6．吉林省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股份有限公司

17．北京功夫易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8．浙江沪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9．中水风景（北京）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黄河小浪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1．宿州市新汴河景区管理委员会

22．河北京娘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3．上海旗华水上工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4．汇景天下（北京）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25．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6．士山（天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7．重庆科诺标识制作有限公司

28．北京运河文明文化发展中心

29．嫩江尼尔基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30．铁岭市凡河新区管理委员会

31．顺水映红智创文旅（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2．龙口市王屋水库管理所

33．南京市玄武湖管理处
（下转 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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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应邀参加“灵山慈善基金会

15 周年感恩会”

12 月 13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作为会员机构应邀

出席在无锡灵山梵宫举行的“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第

二届会员大会”，作为重要合作机构参加“灵山慈善基金

会 15 周年感恩会”。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是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顾秀莲、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凤凰卫视董事

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等首倡，于 2013 年在民政部注

册成立的公益慈善类社会团体。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作为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的战略合作机构，经过十五年努

力，已经成为一家在国内拥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慈善

组织，并开始在民间践行“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

国家战略。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作为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在行业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共同发起了中景助学扶困基金。该基金以服务风景名胜区

辖区或周边弱势群体为宗旨，重点围绕贫困家庭、贫困学

子和贫困职工设计和开展慈善项目。

多年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与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

进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共同参与了行业内为爱行走公

益慈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公益影响。

目前正在试点联合开展的景区灵青高中资助计划为景

区周边家庭相对贫困、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提供生活资助、

成长陪伴和能力提升等支持。

在灵山慈善基金会十五周年感恩会暨致敬典礼上，十

34．襄阳市三道河水电工程管理局

35．绵阳市仙海水利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36．淮安市白马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7．淮安市清晏园

38．凯步锐石国际体育（北京）有限公司

39．松辽水利委员会察尔水库管理局

40．厦门骏豪飞翼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41．江苏米兰船业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42．洛阳鑫宏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广东守望地球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44．深圳市贺农园林观赏动植物有限公司

45．北京智维思创科技有限公司

46．力方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47．龙新恋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8．北京中景合天科技有限公司

49．北京中禾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慧研学（北京）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五、设立分支机构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水利风景区分会

六、变更副会长单位代表人选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代表人选变更为现任党工委书

记亓利群同志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代表人选变更为现任党工

委书记、主任周华荣同志

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代表人选变更为现任党工委副

书记、常务副主任赵晓龙同志

2019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中国灵山公益慈

善促进会创会会长顾秀莲

女士，原外经贸部副部长、

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

创会副会长龙永图先生为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颁发

致敬机构奖。

  未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将心怀感恩、心系景区，

继续守护中国最美的风景，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推动行业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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