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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领导一行到访协会
进行交流
5 月 29 日上午，渭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洁，华山风

市文旅局局长常伟等一行 7 人到访协会，就华山管委会与

景名胜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晓龙，渭南

协会全方位合作进行沟通和交流，对渭南市和华山管委会
领导所关注的世界遗产申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及风景
名胜区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听取协会王凤
武会长、郭鹏伟副会长等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华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赵
晓龙首先介绍了华山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
提出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
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近期渭南市委书记
重新提起华山申遗，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随后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申遗办主任吴剑锋，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耀峰，渭南市文旅局局长常伟分
别介绍了华山申报世界遗产目前所做的工作、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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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简讯

规划设计
☆ 5 月 21 日，协会与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华山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专项预案》技术服务合同，就华山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等问题进行研究。

研究报告
☆协会研究中心负责起草修改《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的风景名胜区》专题研究报告。

会议信息
☆协会办公室对接 6 月 8 日在江西三清山召开的《景区玻璃栈道和玻璃悬索桥建设标准》编制组讨论会的相关事项。

世界遗产
☆ OUTLOOK 世界遗产评估更新：已收到大部分遗产地单位的反馈，少部分遗产地因体制改革导致反馈有所延后，在持
续跟进中。已收到报告协会外联部采取“一翻二校”的流程，最终翻译件发遗产地单位确认无误后再转 IUCN 总部。

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

☆新增 1 名信息联络员：河南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王蓝蓝。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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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面临的范围重合边界调整等问题，

明确了整合优化面临的一些重点问题和后续工作的推进方

以及华山目前的发展情况。

式。

渭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洁对华山申遗技术路径的选

会后，马耀峰主任和郭荣静处长又针对华山风景区面

择及具体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要求和建议，要明确该项

临的和城市开发边界交叉融合等问题，与项目组进行了更

工作的责任人，在对自然与文化资源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

加细致的讨论和交流。

上，形成长期的申遗战略。并提出希望获得协会的有力指

5 月 14 日下午，项目组对风景区南部的陇海线、310

导与大力支持。

国道、玉泉院和西岳庙等地，以及风景区东部森林公园的

王凤武会长表示，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将全力以赴支

边界处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初步确定了东部片区优化整

持华山风景名胜区对协会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把各项工
作做好。第一是申遗工作要尽快启动。华山位于秦岭这一
“生态根脉”和“生物基因库”之中，是保存完好的自然
生态系统的杰出典范，其遗产价值毋庸置疑。华山申遗是
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秦岭生态治理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中国这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建议以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申报，协会在申报世界遗
产方面经验丰富，已为巴丹吉林沙漠 - 沙山湖泊群申报世
界自然遗产、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等提供咨询申
报服务。协会对华山申报世界遗产全力支持，已由外联部
起草了《华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项目建议书》，
我们可以为华山提供申遗全过程咨询服务及相关组织协调
工作。第二是关于华山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问题，要严格
按照《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

合的方案。
导意见》（中办发〔2019〕4 号）、《自然资源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
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 号）等政策文
件要求进行调整，应保尽保。
此次会谈，加强了协会与华山风景名胜区之间的沟通
交流。下一步，双方将联合开展华山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挖掘、
保护和利用研究，人员培训，探讨改革创新转型、高质量

5 月 15 日，项目组对华山风景区西部瓮峪、西峰索道
等区域进行了实地调研，对西部片区保护地优化整合方案

华山南部山脚下陇海线

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之后就调研后形成的初步成果和管
委会方面进行进一步讨论，初步确定了几个整合优化的方

加强合作；协会也将发挥专业优势，为景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案。

共同推进华山景区未来的发展。
此次考察交流，加强了协会与华山之间的沟通交流，

华山管委会表示未来将借力协会搭建的行业平台，与协会

协会规划设计中心

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共同举办体育、文化、研学等旅游活动，
同时为推动华山“智慧景区”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咨询
服务，助力景区复产复工等方面的合作，为华山风景名胜
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

协会赴华山风景区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交流

协会召开《风景名胜区门票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工作视频会议
6 月 2 日，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作为主编单位的《风
景名胜区门票系统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召开了
标准初稿讨论会，此次会议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
会上，协会副秘书长赵旭伟对标准编制整体工作及部
署提出要求，标准内容需要贴近行业实际情况，能够真正

5 月 13 日，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副秘书长赵旭伟、协

指导风景名胜区开展相应工作。编制工作需要加快工作进

会顾问总规划师疏良仁一行 5 人赴华山风景名胜区开展自

程，将初稿内容向“标准”语言转换，尽快完成标准的征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调研。

求意见稿，并召开专家审查会。

5 月 14 日上午，在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会议室

会议主要针对标准编写内容偏技术方案问题如何修正、

召开了华山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前期工作协调会，协会项

编写思路内容交叉界定问题以及对标准编写用词用语注意

目组与华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耀峰，

事项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

规划建设处郭荣静处长等领导和工作人员，以及华阴市自
然资源局和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就华

会议中各撰写负责人和专家畅所欲言，积极讨论，相

山风景区整合优化涉及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了解和讨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100044）

联系电话：010-88315330, 邮箱：china_fjms@163.net

互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及阶段性工作进展。
协会项目部

责任编辑：张立 吕莹

04 政务信息

www.china-npa.org

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

新增会员单位信息
昆明柴石滩地区水资源管理局

响堂山石窟管理处

云南九乡明月湖水利风景区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

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

县，以柴石滩水库为依托，景区规划面积 148.5 平方公

林公园，占地面积 20 平方公里。主要景点响堂山石窟是

里，以低中山貌为主，具有较典型的云南高原湖盆貌征，

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三大皇家名窟之一，

森林面积近 20 公亩，森地覆盖率达到 85% 以上，水域

自 2016 年以来，景区按照国家 5A 级景区的标准进行旅

面积 11.03 平方公里，明月湖水利风景区北距九乡国家

游配套设施升级改造，行成了以自然地形为主，融入北

级风景名胜区 1.3 公里，南距世界自然遗产、石林国家

齐文化元素，云形水系贯穿整个空间，游人于此凭栏远眺，

级风景区 25 公里，西距宜良县城 28 公里，东与曲靖市

有“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的意境。

陆良县毗邻。九石阿旅游专线公路从景区通过，把石林、
乃古石林、明月湖、九乡连成一线，形成黄金旅游圈。

江苏力鼎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酷讯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点评）
美团的使命是“帮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作

立足江苏专注细分十年，拥有 LD-S 自主研发 7 大
系类产品专利 30 多项，案例已广泛应用江苏、安徽、河南、

为中国领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公司拥有美团、

上海、山东、浙江、湖南、湖北等省，先后 EPCO 承接

大众点评、美团外卖等消费者熟知的 APP，服务涵盖

常熟、昆山、吴江、江阴、金坛、江宁、江都、沭阳等

餐饮、外卖、打车、共享单车、酒店旅游、电影、休闲

整县提供设备打包及运营，遍及 200 多个行政村 2000

娱乐等 200 多个品类，业务覆盖全国 2800 个县市区。

多个自然村。力鼎秉承“做一城、立一城”坚实客户承诺，

2018 年 9 月 20 日，美团点评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为建设美丽中国尽绵薄之力。

与此同时，美团正着力将自己建设成为一家社会企业，

我单位可以为风景名胜区的污水处理做建设，规划、

希望通过和党政部门、高校及研究院所、主流媒体、公

设计、施工一体，保障景区的美好环境和游客的观感体

益组织、生态伙伴的深入合作，构建智慧城市，共创美

验。

好活动。

项目专区

风景名胜区文创产品开发

协会组织相关单位搭建文创产品联合宣传服务平台，

种具有共性、代表性的系列“明星藏品”，把类型或文

为风景名胜区会员单位免费提供宣传、展示及咨询服务，

化相似的风景名胜区串联起来，提高游客的收集欲望，

为风景名胜区文创产品的发展提供助力。

在扩大风景名胜区影响力的同时，实现风景名胜区之间

1、搭建联合宣传平台
利用协会自有平台，组织各种线上、线下活动，为风
景名胜区文创产品提供宣传展示服务。
线上：协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媒体；

的相互宣传、互惠共赢。
3、提供咨询服务
对有意向开发文创产品的风景名胜区，协会可组织
相关单位提供开发、制作、运营一体化服务。

线下：通过协会的期刊、会讯等进行定期宣传报道。
拟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主办的部分会议，组织风景名胜区提

联系方式：

供文创产品进行集中展示。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秘书处项目协作部

2、相互宣传、互惠共赢

联系人：孙秀丽

协会拟组织文创产品开发单位，为风景名胜区设计 1-2

电 话：010-88315328 1391162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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