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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湘湖对话亮相萧山
世界各国名人集聚打造旅游界盛会
首届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于 9 月 9 日在杭州召开，本次活动由世界旅
游联盟主办，来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旅游联盟会员代表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国
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相关国际组织、部分国家驻华使
领馆和境外旅游机构、境内外旅游协会、旅游及涉旅企业、院校及研究机构、
媒体的共 600 余位国内外嘉宾参加了本次活动。
2017 年 9 月，世界旅游联盟在成都成立；2017 年 11 月 8 日，杭州成功获
选世界旅游联盟总部落户城市。本次会议，世界旅游联盟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
同期发布题为《旅游促进减贫：全球进程与时代诉求》的全球旅游减贫报告，
系统分析、总结和展望了全球旅游减贫事业。世界旅游联盟不仅推动全球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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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活跃，更旨在通过旅游推动社会的进步，旅游扶贫就是其中重要体现。
此外，在本届湘湖对话上，世界旅游联盟将联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
银行共同发布“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2018”，为旅游减贫事业贡献范
例和智慧，推动旅游减贫的进步，同时，这也是世界旅游联盟彰显社会担当的
生动体现。

2018 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在杭州举行
2018 年 9 月 10 日，2018 中美旅游高层对话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副部长李金早、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文序、美国旅游推广局总裁汤
炳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谭森出席活动并致辞。杭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徐立毅致
欢迎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杜江主持会议。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部门及旅游企业代表围绕“以旅游为载体，讲好目的地
文化故事”“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打造文旅融合精品”“入境旅游经典营销案
例分享”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中美两国中央及地方旅游政府部门、旅游协
会、大型旅游企业代表共 200 人出席会议。双方约定，下一届中美旅游高层对
话将在美国西雅图举办。杭州市旅游委与西雅图旅游局签署了合作文件。

“丝路记忆 最忆杭州”| 杭州旅游闪耀新德里之夜
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丝路记忆 最忆杭州”中国杭州旅游推广活动在印
度首都新德里成功举行。超过百名印度当地旅游界、媒体界代表参加了推介会。
本次杭州旅游促销团由市政府徐立毅市长带队，市旅委、市外侨办、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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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西湖区政府、萧山区政府、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运河集团、上城区
风景旅游局、西溪湿地管委会以及杭州市有关国际旅行社、酒店等涉旅企业代
表参与了推广活动。印度国家旅游部北方局、印度国家旅游部、印度旅行社协
会、印中友好协会新德里分会、印度佛教遗址旅游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印度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德里旅游办事处等单位出席了本次活动。
印度是杭州最重要的旅游入境客源地之一，也将是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
参赛国之一。中印两国作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双向旅游合作不断加强，每年来杭的印度游客呈两位数增
长。

“2018 杭州全球旗袍日”华丽起航！
全球设计师为杭州设计旗袍
9 月 12 日，杭州市旅游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8 杭州全球
旗袍日”起航信息，即日起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今年活动覆盖全球，线下活
动包括美国硅谷、澳大利亚悉尼、杭州西湖、中国丝绸博物馆四大主会场，推
出原创“杭州旗袍”，并鼓励全民参与“旗袍日”。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赵弘中副主任分享了旗袍日的精彩活动。在 9 月活动
期，将通过“2018 杭州旗袍”评选、旗袍日活动邮册发行、旗袍日指定商户
优惠活动、旗袍训练营、非遗旗袍论坛、全球名家旗袍邀请展、市民中心旗袍
快闪活动等形式让全民参与旗袍盛宴，共享旗袍美景、旗袍文化、旗袍盛会。
赵弘中指出，“2018 杭州全球旗袍日”是杭州“旅游国际化”和“旅游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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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一次深度拓展，将杭州旅游与丝绸、旗袍文化创意融合，力图打造杭州
旅游新 IP！

杭州向全球发出邀请
“十大外国人喜爱的访问点”出炉
9 月 5 日上午，市旅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顾了“我在杭州学手艺”活动
硕果，公布了“十大外国人喜爱的访问点”，并向杭州旅游的国际朋友们发出
了电子邀请函。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市旅委以这 12 家访问点为候选对象组织了在线投
票、问卷调研、专家评审，从“主题产品打造、软硬件设施、国际化程度、服
务品质、游客满意度”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评估。9 月 5 日起将向国际友人发
送“十大外国人喜爱的访问点”的电子邀请函，让全世界看到来自杭州的邀请。
下一步，市旅委将结合访问点促销、访问点导师推广等渠道不断宣传推广
“我在杭州学手艺——十大外国人喜爱的访问点”。明年是访问点项目推出
15 周年，市旅委还将继续深挖访问点资源，策划“我在杭州”等系列活动，
与旅行社深入合作，以满足国际游客“体验杭州，感受中国”的需求。

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参加新西兰旅游局商务会奖论坛
9 月 11 日，新西兰旅游局商务会奖论坛“发现新西兰商务会奖新方向及
创新”在上海落幕，这次论坛主要结合新西兰丰富的奖励旅游资源，重点向中
国市场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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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组织了杭州远成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智策会务有限公司等会员单
位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上，新西兰旅游局大中华区商务会奖经理张庆梅女士，新西兰国际会
议中心（NZICC）的销售经理 Kenneth Pereira，新西兰皇后镇旅游局商务会
奖经理 Ella 女士和纳塔胡旅游集团大中华区销售总监曹珣结合一些近年来在
新西兰开展的大型奖励旅游活动进行了案例分享。
通过此次论坛，一方面为帮助会员单位深入了解了新西兰会奖资源和政
策，为出境目的地选择提供丰富的信息，另一方面借鉴新西兰相对发达的奖励
旅游产业发展经验，为自身的奖励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思路。未来，协会也将
积极组织类似的活动，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的学习交流机会，共同促进产业发
展！

9 月 5 日设为杭州国际日
9 月 5 日上午，以“促合作创新，建世界名城”为主题的 2018 年“杭州
国际日”活动拉开帷幕，来自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驻沪领事、国际友人、国际
高端人才等 106 位外籍人士参加大会，逾 360 位中外嘉宾济济一堂，共话美好
未来。
4 月 27 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杭州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设立“杭州国际日”的决定》，自今年起，将每年的 9 月 5 日，也
就是 G20 杭州峰会的闭幕日，设立为“杭州国际日”，并在《杭州市城市国际
化促进条例》以立法形式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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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酒店资讯|杭州两家酒店于本月开业
杭州运河希尔顿欢朋酒店于本月 8 日开业，酒店坐落于杭州北部软件园和
万达广场商业圈内，紧邻杭州汽车城、汽车北站、汽车互联网产业园、浙大紫
金港产业园以及中国智慧信息产业园和良渚新城。酒店大堂沿用了多功能 HUB
的设计理念，集欢迎区、聚会区、休闲区和商务区于一体。全套专业的会议设
备，满足出差办公与举行会议的需求，独具特色的主题茶歇，触发商业灵感。
杭州滨江世融艾美酒店将于本月 27 日开幕，酒店坐落于钱塘江畔的。酒
店客房总计 199 间，其中包括 82 间大床房、93 间双床房、9 间普通套房、11
间行政套房、2 间艾美套房、1 间副总统套房和 1 间总统套房。酒店共设有 1
个宴会厅及 6 个多功能会议室，总面积超过 1300 平方米。宴会厅面积达 750
平方米，是举办大型宴会以及梦中婚礼的理想之地。特色休闲区包含儿童乐园、
室内高尔夫场、艺术体验馆以及能开展各式活动的多功能场所。

阿里巴巴二期完工
近日，阿里中心也就是阿里巴巴二期完工了。二期位于阿里巴巴一期北面，
滨兴路 1866 号。作为首个全球 IBOS 系统智慧园区，阿里中心以建筑物理空间
为载体，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赋予建筑感知、思考及服务能力，打造
服务未来的智慧建筑。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 25 万方，共有停车位约 18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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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至香港高铁于本月开通
9 月 10 日开始，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发售，广
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于 9 月 23 日正式运营。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后，可通达北京、上海、杭州、石家庄、郑州、
武汉、长沙、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昆明等城市，到达内地
40 多个车站。
其中，杭州东至香港西九龙的高铁车次为 G99 次。杭州东站 15：01 发车，
沿途停靠金华、上饶、南昌西、长沙南、韶关、广州南、深圳北后，与 22:28
到达香港西九龙站，全程 7 小时 27 分。返程的列车车次 G100，香港西九龙站
11：10 发车，沿途停靠深圳北、广州南、韶关、长沙南、南昌西、上饶、金
华后，与 18:35 到达杭州东，全程 7 小时 25。

2018 年 10 月份即将在杭举办的会议
序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1

2018.10.10-11

萧山

2

2018.10.12-14

杭州之江饭店

3

2018.10.16

杭州

4

2018.10.16-17

杭州

5

2018.10.17

中国 WiFi 产业基
地

6

2018.10.18-19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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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第七届全国印染行业管理创新
年会
2018 中国转化医学大会暨第八届中
国医学细胞生物学学术大会
2018 光伏单晶拉棒、多晶与类单晶
铸锭技术论坛
2018 第二届中国汽车液压成形技术
及工艺发展论坛
2018 第 二 届 线 下 流 量 创 新 峰 会 暨
BIGWIFI 开放平台发布会
2018 第二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
理国际大会

7

2018.10.19-22

8

2018.10.19-21

9

2018.10.20-22

10

2018.10.23-27

11

2018.10.25-26

杭州
2018 第四届医院安全大会
杭州东方文化园太
2018 中国医院临床管理大会
虚湖假日酒店
第五届中国（杭州）国际电子商务博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览会暨 2018 中国（浙江）数字贸易
交易会
杭州广电开元名都 2018 年全国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大酒店
研讨会
开元名都大酒店
第六届国际 PET 高峰论坛

12

2018.10.25-27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3

2018.10.26-29

14

2018.10.29-31

15

2018.10.31-11.1

2018 计算机大会

杭州德胜瑞莱克斯 2018 全国职业院校项目管理创新与
大酒店
实践研讨会
2018 杭州国际新零售产业展览会暨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零售新终端创新峰会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2018 全球企业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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