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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着装要求：

世界旅游联盟理事会、年会和“湘湖对话”均需着商务正装。

8日晚招待会请着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

用餐信息：

请所有参会代表凭餐券和参会证件于三层地中海餐厅用餐（8日晚招待会

凭请柬入场）。

会议手册内所有信息更新截止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如有变更，请以现场情况为准。

关注 WTA

Gentle Reminder

Dress Code   

Business for WTA Council Meeting, Annual Meeting and “Xianghu 

Dialogue”. 

Business or national for the welcome reception on the 8
th
.

Dining Information  

All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have dinner at Café Mediterranean on the 

third floor with coupon and badge (the welcome reception on the 8th is on 

invitation).

Information as of September 4, 2018,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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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联盟简介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

2017年 9月 12日，由中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旅游组

织——世界旅游联盟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成立仪式。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世界

旅游联盟成立发来贺信。

世界旅游联盟以“旅游让世界和生活更美好”为宗旨，以旅游促进和平、旅游促进发展、

旅游促进减贫为使命，致力于在非政府层面推动全球旅游业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治。

世界旅游联盟会员类别主要为各国全国性或区域性旅游协会、有影响力的旅游或涉旅企

业、旅游城市、研究院所、媒体和个人。联盟将自身定位为以会员需求为核心的服务型国际

组织，旨在为会员搭建对话交流合作平台、实用权威的信息平台、资源共享的媒体平台和融

合发展的沟通平台。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和秘书处设在中国。

2017年 12月 17日，世界旅游联盟与浙江省在北京共同签署关于开展

战略合作的文件，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正式落户杭州萧山湘湖。

世界旅游联盟总部项目分为博物馆和配套设施两部分，其中博物馆选址

湘湖压湖山岛，配套酒店选址压湖山岛东南。世界旅游联盟总部项目概念方

案由浙江南方建筑设计院主持设计，方案主要体现“国之文化、宋之美学、

越之风韵、萧之精神”的设计理念，以“泛博物馆概念”的功能定位打造开

放式“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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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湖对话”简介

2018年9月7-11日，世界旅游联盟将举办年会、理事会及“湘湖对话”

品牌活动，旨在搭建全球旅游业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国际平台。

为体现联盟“旅游让世界和生活更美好”的宗旨，服务联盟“旅游促进

和平、旅游促进发展、旅游促进减贫”的使命要求，结合当前世界旅游业可

持续发展主题，强调旅游业反哺社会的责任与担当，2018“湘湖对话”主

题确定为“减贫与发展，世界旅游业的共同责任”。活动将邀请权威机构、

知名学者剖析世界经济、减贫及发展的前沿问题，现场发布《世界旅游发展

报告2018——旅游促进减贫的全球进程与时代诉求》和WTA旅游减贫案例

2018。除联盟会员外，还将邀请政府机构、涉旅企业、协会、学界领军人物

参加。

会议日程

世界旅游联盟理事会、年会和“湘湖对话”日程安排

（9 月 7-10 日，中国杭州）

9 月 7 日（星期五）

全天	 接机（站）服务和注册（联盟会员）

	 地点：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1层大堂

17:30-21:00	 3 层地中海咖啡厅用餐

9 月 8 日（星期六）

全天	 接机（站）服务和注册（参加湘湖对话嘉宾）

	 地点：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1层大堂

06:30-08:30	 早餐

	 地点：3层地中海咖啡厅

08:30-11:30	 世界旅游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仅理事会员）

	 地点：四层名艺厅

12:00-13:30	 3 层地中海咖啡厅用餐

14:00-15:40	 世界旅游联盟 2018 年年会	（全体会员和受邀嘉宾）

	 地点：4层开元厅

	 主持人：	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	Jayson	Westbury

	 致辞环节：

	 文化和旅游部部领导			杜江

	 杭州市副市长			王宏

	 议程 :

1.	通报理事会会议情况

2.	通报 2017-2018年度联盟工作实施情况及2018-2019年度
				工作计划

3.	通报 2017年度联盟审计报告及2019年度预算草案

4.	公布理事会通过的新会员名单

5.	通报“湘湖对话”、WTA旅游减贫案例发布等有关情况

6.	审议通报世界旅游联盟2019年会日期、地点

15:40-16:00	 全体会员合影

	 地点：酒店南门

18:30-20:30	 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 2018 招待会

	 地点：4层开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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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辞环节：

	 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	刘士军

	 萧山区区长	王敏

 议程：

	 1、新会员及特别会员颁发证书

	 2、世界旅游联盟秘书处联络处授牌

9 月 9 日（星期日）

06:30-08:30	 早餐

	 地点：3层地中海咖啡厅

08:30-17:15	 世界旅游联盟 · 湘湖对话 2018

	 主题 : 减贫与发展，世界旅游业的共同愿景

出席人员 :	世界旅游联盟会员单位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

扶贫办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及相关国际组织；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领导；中国各省、区、市旅游部门代表；国际旅

游及相关协会、旅游及涉旅企业、旅游院校及研究机构代表；相

关国家驻华使领馆和旅游机构驻华代表；国际媒体。

	 地点：4层竞潮厅

	 议程 :

•	08:30-08:40	播放世界旅游联盟宣传片

•	08:40-09:20	致辞环节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	段强

 	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区委书记	佟桂莉

		杭州市副市长	王宏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秘书长	何亚非

  浙江省副省长	王文序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李金早

•	09:20-10:00	主旨演讲

   题目：以三“心”认识和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演讲嘉宾：著名经济学家、前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副秘书长	范恒山

•	10:00-10:10	发布《世界旅游发展报告 2018——旅游促进减贫
的全球进程与时代诉求》

  发布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

•	10:10-10:17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杨瑞华发言

•	10:17-10:27	世界旅游联盟、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联
合发布“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 2018”

•	10:27-10:34 世界银行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首席专家Ahmed	
Eiweida发言

•	10:34-10:40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谭卫平发言

•	10:40-10:50	案例分享：河南重渡沟旅游减贫案例

  分享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长江学者	保继刚

•	10:50-11:00	案例分享：地中海俱乐部旅游减贫案例

  分享人：地中海俱乐部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Gino	Andreetta

	 •	11:00-11:15	茶歇

•	11:15-12:30	专题对话 1：旅游减贫与发展

	   CNN国际新闻网络国际通讯记者	Anna	Coren	（主持人）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H.E.	Mr.	Ahcene	Boukhelfa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	张润钢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俊刚

	   东盟旅游协会联合会执行主任Hamzah	Rahmat

	   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David	Solnet

	   世界银行社会发展专家	周美香

	   爱彼迎亚太区战略合作负责人	阮照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周玲强

	 •	12:30-14:00	午餐（3层地中海咖啡厅）

•	14:00-14:40	嘉宾演讲 1

  澳大利亚旅行商联盟首席执行官	Jayson	Westbury	：《旅游非政府

组织的社会责任》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中国旅游经济的目标重构与动能转换》

   途牛旅游网首席执行官	于敦德：《在线旅游企业创新与社会责任》

  香港理工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田桂成：《酒旅行业中是否还存				

在蓝海》

•	14:40-15:30 专题对话 2：旅游增长与发展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张辉（主持人）

	   德国途易集团公共政策负责人 Frank Püttmann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公正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孙健

	   国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敬东

	   新加坡航空中国区总经理、驻华首席代表	曾国铭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	严旭阳

	 •	15:30-15:45	茶歇

•	15:45-16:25	嘉宾演讲 2

  携程旅行网副总裁	席伟航：《从普吉岛事件得到的海外旅游安全警示》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苏波：《从古镇开发谈中
			国文化旅游的创新》

  英国萨里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Caroline	Scarles：《技术创
新与旅游业》

	    君澜酒店集团总裁	王建平：《休闲时代与饭店度假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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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恒山，著名经济学家，著名区域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任

国务院体改办综合司司长，国家发改委综合改革司司长、地区司司长、副秘

书长。长期从事发展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参与了国家若干重大文件的起草，

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规划和方案，是重要的国家高层智囊。兼任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教授，撰写了多部学术著作和

数百篇学术论文。

范恒山
著名经济学家

前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介绍•	16:25-17:15	专题对话 3：旅游创新与发展	

	   中青旅联科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葛磊（主持人）

	   万事达卡中国区总裁	常青

	   美团副总裁	高燕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春峰

	   华住集团副总裁	孙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厉新建

	   海航璞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夏农

	   租租车副总裁	郑成俊

	 •	17:15	结束

18:30	 晚餐

	 地点：3层地中海咖啡厅

9 月 10 日（星期一）

06:30-08:30	 早餐

	 地点：3层地中海咖啡厅

全天	 考察 09:00-17:00

	 日程 :

	 路线 A:

	 上午：杭州灵隐寺

	 午餐：百合花饭店

	 下午：中国茶叶博物馆、萧山湘湖

	 路线 B：

	 上午：萧山湘湖

	 午餐：百合花饭店

	 下午：杭州灵隐寺、中国茶叶博物馆

18:00-19:00	 晚餐：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

19:30	 酒店出发，观看《最忆是杭州》大型实景演出

（注：考虑到景区和用餐场所的接待容量，为保证考察质量，届时考察嘉宾将被随

机分配到A、B两条线路。两条线路考察内容完全一样，考察顺序将有不同）

9 月 11 日（星期二）

全天	 送机（站）服务

注：活动日程实时更新，请关注活动网站 https://www.eventbank.cn/event/17032/

了解最新的日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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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布  

戴斌，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全国旅游饭店星级评定

委员会国家级检查员、《旅游学刊》学术委员、《中国旅游饭店》编委等。

2003年被北京市教委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年入选首批“北京市拔尖创新

人才百人计划”，2006、2007年分别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2013年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产业经济、旅游企业管理，公开发表论文400余篇，

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30余部，主持全面提升旅游业发展质量研究、中国

旅游经济运行监测与预警研究、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等国家级研究项目、各

级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委托课题70余项，专题演讲800余场。

戴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杨瑞华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

报告发布

旅游减贫案例发布  

艾哈迈德 •艾威达是世界银行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首席专家。他还是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首席城市专家。他现于世界银行新加坡城市和基础设施

中心工作。艾哈迈德在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城市政策、市政金融和基础

设施、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升级和城市更新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他

于2000年加入世界银行，此后在东欧、中亚、中东、东亚和太平洋岛国的

15个国家工作。在加入世行之前，他曾担任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丹麦

国际发展署 (DANIDA)、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的高级技术顾问。他曾任埃及住房，公用事业和新城市社区以及阿斯旺市城

市发展和土地管理部门的经理。他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发展博士学位

和环境管理硕士学位。他还拥有开罗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专业的预硕士学位，

和艾斯尤特大学的建筑与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艾哈迈德 •艾威达
世界银行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首

席专家 

谭卫平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

旅游减贫案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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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继刚，博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际旅游研究院会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现任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心主任、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

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研究专长：旅游地理、旅游可持

续发展、主题公园、旅游划。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长江学者

旅游减贫案例发布  

旅游减贫案例发布  

Gino	Andreetta先生为Club	Med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他在国际公司管理、

运营和战略革新方面有超过	30	年的出色表现。2000	年至	2004	年他曾是	Club	

Med	土耳其区域运营总监，他监管了国内6	家	Club	Med	度假村的运营情况。	

然后他又被委任为南美洲、加勒比和墨西哥的运营和产品副总裁。三年的南美工

作后，他回到了欧洲。在	Club	Med	法国里昂总部，	他成为全球	G.O	人事副总

裁。在	2010	年，	Gino	前往意大利的米兰担任了米兰和瑞士的	Club	Med	总经理，	

2015	年	Gino	被提拔为	Club	Med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驻扎在上海。

Gino Andreettaa
地中海俱乐部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 CEO

主持人  Anna Coren

CNN 国际新闻网络国际通

讯记者

专题对话一

艾哈桑·布哈利法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张润钢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俊刚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Datuk Hamzah Rahmat 

东盟旅游协会联合会执行主任

David Solnet

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周美香

世界银行高级社会发展专家 
阮照 

爱彼迎亚太地区战略合作负

责人

周玲强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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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森 •韦斯特布里 

澳大利亚旅行商联盟首席执行

官、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

嘉宾演讲一

戴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于敦德 

途牛旅游网董事长及首席执

行官

田桂成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和旅游管

理学院院长 

主持人  张辉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专题对话二

Frank Püttmann 

德国途易集团公共政策负责人

任公正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健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

发展官

张敬东 

国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国铭 

新加坡航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严旭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

副院长



16 17

席伟航 

携程集团副总裁

嘉宾演讲二

苏波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

Caroline Scarles 

英国萨里大学酒店及旅游管

理学院院长

王建平 

君澜酒店集团总裁

主持人  葛磊 

中青旅联科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专题对话三

常青 

万事达卡中国区总裁

高燕 

美团副总裁 

孙武 

华住集团执行副总裁

王春峰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厉新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院长 

夏农 

海航璞蔚旅游有限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郑成俊 

租租车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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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指南

姓名 单位 职务

李金早 文化和旅游部 副部长

杜 江 文化和旅游部 部领导

薛亚平 文化和旅游部 国际司司长

张西龙 文化和旅游部 国际司巡视员

鲁凯麟 文化和旅游部 办公厅副处长

耿东明 文化和旅游部 办公厅副调研员

苏 涛 文化和旅游部 高翻礼宾处副处长

黄 金 文化和旅游部 高翻礼宾处主任科员

赵 婧 文化和旅游部 高翻礼宾处主任科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艾哈桑·布哈利法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馆 大使

施可方 巴拿马驻华使馆 大使

拉世德·卡姆兹 阿联酋驻上海总领馆 总领事

何亚非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秘书长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著名经济学家、原副秘书长

杨瑞华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开发指导司副司长

艾哈迈德·艾威达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
展首席专家

谭卫平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副主任

周美香 世界银行 高级社会发展专家

王大军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外资处处长

傅迎春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执行秘书长

张 惠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产业规划办主任

刘惠芳 中国电信 主任

李善德 俄罗斯联邦驻华使馆 三等秘书

黄小弟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 北京联络处副主任

Pam Inman 美国国家旅游协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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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单位 职务

王文序 浙江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陈宗尧 浙江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谢济建 浙江省旅游局 局长

佟桂莉 杭州市萧山区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王 宏 杭州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傅 玮 浙江省旅游局 副局长

张鸿斌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王 敏 萧山区人民政府 区长

裘 超 萧山区人大 主任

洪关良 萧山区人大 副主任

罗林锋 萧山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顾大飞 萧山区政协 副主席

理事会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国家

段 强
北京市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董事长 中国

田晓华 美国旅游协会 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

昂稷诺 法国地中海俱乐部 大中华区 CEO 法国

孙法泉 法国地中海俱乐部 大中华区副总裁 法国

杰森·韦斯特布里 澳大利亚旅行商联盟 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

赵 蓉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研究高级经理 中国

罗 勇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总经理 中国

张得志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经理 中国

陈然峰 嘉年华集团 中国区主席 美国

罗颖虹 嘉年华集团 高级业务经理 美国

浙江省嘉宾

世界旅游联盟会员

陈 荣 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国

戴 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 院长 中国

吴 普 中国旅游研究院 战略所所长 中国

韩元军 中国旅游研究院 副研究员 中国

张润钢 中国旅游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

葛华勇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

冯 诚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管 中国

席伟航 携程旅行网 副总裁 中国

王 喆 携程旅行网 对外事务部总监 中国

彭 亮 携程旅行网 公共关系部总监 中国

刘 涛 海航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凯撒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副总裁

中国

孙 健 洲际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 英国

志村格 日本旅行业协会 理事长 日本

苏 波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总裁 中国

陈三顺 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公会 会长 马来西亚

谢永聪 马来西亚华人旅游业公会 执行主任 马来西亚

常 青 万事达卡  中国区总裁 新加坡

陈佳琪 万事达卡 中国区商务拓展副总经理 新加坡

吴焕宇 万事达卡 大中华区公共关系副总经理 新加坡

李庆忠 奥凯航空有限公司 行政副总裁 中国

姚 军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

傅世海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中国

朱 宁 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 政府事务经理 中国

Kiatkamchornchai
Tassanee 泰国出境旅游协会 荣誉秘书长 泰国

福尔科·亚历山大
俄罗斯“世界无国界”旅游
协会

中国区代表 俄罗斯

弗兰克普特曼 德国途易集团 对外公共事务负责人 德国

孔 臣 银联国际 营销与品牌部助理总经理 中国

刘士军 世界旅游联盟 秘书长 中国

张 楠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综合业务部总监 中国

吴红兰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综合业务部资深经理 中国

Chris Babb 团队旅游公司 总裁

Lin Wang 美国国家旅游协会 中国区经理

郝霄虹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 大中华区高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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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国家

朱中和 爱彼迎 中国区公共政策经理 美国

阮 照 爱彼迎 亚太地区战略合作负责人 美国

韩智轩 爱彼迎 中国区公共事务专员 美国

三宅英夫 全日空航空公司 中国总代表 日本

董雯晖 全日空航空公司 中国总代表秘书 日本

高吉山
尼泊尔阿尼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总经理 尼泊尔

索德金 北京工美集团 副总经理 中国

王续钢 北京工美集团 经营信息统计部技术总监 中国

贺荣仙 北京兴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 总裁 中国

王春峰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中国

白圻伟 樟宜机场 副总裁 新加坡

多央娜姆 成都市旅游局 局长 中国

付 佳 成都市旅游局 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

孙桂珍 中国旅行社协会 秘书长 中国

邹 昊 中国旅行社协会 发展研究部负责人 中国

焦正军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中国

Ledsham 
Christopher James

中国出境游研究所 首席联络官 德国

杜宪忠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

华 夏 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

张重阳 中国南方航空 高级经理 中国

胡明溥 中国南方航空 项目经理 中国

王争鸣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 秘书长 中国

金启宁 中国旅游报社 副总编辑 中国

霍建军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 秘书长 中国

刘 伟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 综合部部长 中国

辛 涛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会长 中国

张 特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

陆 茸 德国汉堡中国之旅 总经理助理 德国

杨舒婷 CNN 国际新闻网络 商务部副总裁 美国

陆 琪 CNN 国际新闻网络 副总监 美国

湛春春 CNN 国际新闻网络 商务总监 美国

Anna Coren CNN 国际新闻网络 国际通讯记者 美国

李景平 大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中国

张 峰 大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科员 中国

李 旬 阿联酋航空 中国区经理 阿联酋

安瓦德·麦吉伦 寰酋旅行者 主席 阿联酋

Faiz Al Khudhiri 寰酋旅行者 王子办负责人 阿联酋

应 虹 欧洲华人旅游业联合总会 总经理 奥地利

Hamzah Rahmat 东盟旅游协会联合会 执行主任 马来西亚

Robert Ohrnberg 芬兰航空公司 大中华区总经理 芬兰

林女超 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

胡 全 德国基比克旅行社北京办事处 代表 德国

王 硕 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 行政总监 中国澳门

车持强 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

王 坚 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综合部副部长 中国

郑成俊
广州力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租租车）

副总裁 中国

闫斯其
广州力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租租车）

战略合作经理 中国

黎秋月
广州力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租租车）

战略合作经理 中国

冯 劲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中国

甘梓霖 岭南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国

周玉梅 广州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中国

彭铁山 广州市旅游局 副巡视员 中国

朱 骞 广州市旅游局 主任科员 中国

张敬东 国奥集团 董事长 中国

王道华 国奥集团 副总裁 中国

张万平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市委常委、副市长 中国

于长安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处长 中国

闫红蕾 哈尔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中国

王开萍 哈尔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调研员 中国

夏    农 海航璞蔚旅游有限公司 总裁暨首席执行官 中国

顾嫈子 海航璞蔚旅游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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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刚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安生永 湖北省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综合办公室主任 中国

严庆光 凯悦酒店集团 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 美国

米澤章 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大中华区执行官员 / 高级
副总裁

日本

杨    旭 日本航空株式会社 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 日本

Toru Furusawa 日本 JTB 集团 总经理，主席高级顾问 日本

王    冰 昆明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中国

罗    峻 昆明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中国

王    方 昆明市人民政府 处长 中国

严继聪 昆明市人民政府 副处长 中国

杨明俊 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中国

林克俭 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中国

杜    强 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中国

李金蝶 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处长 中国

黄    鹏 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科员 中国

李飞飞 传奇文化发展集团 总裁办主任 中国

刘国康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中国

Ernest Wooden Jr.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局长 美国

常    红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首席代表 美国

郑建明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华东事务总监 美国

Lauren Dominique 
Wooden

洛杉矶会议及旅游局 助理 美国

Choy Thoo 马来西亚旅游总会 国内及入境部副会长 马来西亚

王    立 美团集团 研究员、高级经理 中国

程    鑫 美团集团 总监 中国

高    燕 美团旅行 副总裁 中国

刘    超 美团旅行 公共关系负责人 中国

张一鹏 美团旅行 政府事务高级经理 中国

Jaewoo Chung 株式会社南怡岛 执行主任 韩国

Minn Kyung Hoon 株式会社南怡岛 执行主任 韩国

金卫东 南京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中国

张    贤 南京市旅游委员会 处长 中国

徐    虹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教授 中国

邱汉琴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院长、教授 中国

王    杉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交流合作办公室主任 中国

史震春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 政府关系副总裁 美国

陈妙林 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中国

Katsuichi Takimoto 株式会社 日本旅行 特别顾问 日本

初大伟 株式会社 日本旅行 杭州办事处经理 日本

Horisaka Akihiro 株式会社 日本旅行 会长 日本

Chiaki Ota 日旅国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 日本

Niels Bjoern Friis 丹麦安徒生博物馆 馆长 丹麦

Laerke Beck 
Johansen 

丹麦安徒生博物馆 市场部经理 丹麦

杨一晨 俄罗斯航空公司 大中国区销售经理 俄罗斯

杨锡军 青岛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巡视员 中国

李光银 青岛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二级调研员 中国

Achyut Guragain 尼泊尔旅行社协会 会长 尼泊尔

任公正 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

高建光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

胡    鹏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

宁    炜
山西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室主管 中国

杨    川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毛    帅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室主任助理 中国

宋    婷 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室主任助理、国际业务组
经理

中国

曾国铭 新加坡航空 中国区总经理 新加坡

王菲菲 新加坡航空北京办事处 中国区市场经理 新加坡

陆    锋 苏州市旅游局 副局长 中国

王如东 苏州市旅游局 处长 中国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
心 /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主任 / 会长 中国

吴洛容 美国天普大学 助理教授 美国

田桂成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院长 香港

程超功 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程旅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中国

孙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代表 中国

于敦德 途牛旅游网 首席执行官 中国

刘   冬 途牛旅游网 公共事务副总经理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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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雷诺德 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 对外事务高级副总裁 美国

黄卓伟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教职人员 美国

史国明 卡尔卡松市 市长代表 法国

王   刚 视觉中国集团 高级副总裁 中国

金   鑫 视觉中国集团 事业部总经理 中国

郑   楠 视觉中国集团 高级总监 中国

李   农 视觉中国集团 首席市场官 中国

杨卫红 穿越非洲旅行集团 中国区运营总监 南非

冯兵兵 穿越非洲旅行集团 副总经理 南非

李   涛 武汉市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 中国

张   俊 武汉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处长 中国

杨相卫 武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中国

陈百春 武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中国

刘超宇 武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科长 中国

张美芳 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巡视员 中国

林晓玲 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科员 中国

王   琳 西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巡视员 中国

全国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旅游委（局）

姓名 单位 职务

王   粤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王   青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处长

陈少卿 山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总规划师

尹向敏 山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产业发展处干部

林   宇 福建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市场促进处处长

孙茂田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调研员 / 副处长

王荣国 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规划发展处处长

晏蒲柳 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童建新 湖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处长

高扬先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陈岳安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调研员

傅勇林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田   禾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陈梦榆 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张俊锋 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国际处主任科员

孙   岩 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处长

田学功 甘肃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高   薇 甘肃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处长

张仁汉 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武晓霞 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处长

程梅红 上海市旅游局 副局长

高   倩 上海市旅游局 国际处科员

经圣贤 江苏省旅游局 副局长

叶凌波 江苏省旅游局 旅游促进处处长

田太平 河南省旅游局 处长

周耀霞 河南省旅游局 副局长

郭亚星 河南省旅游局 主任科员

梅其洁 广东省旅游局 副局长

张蕊青 广东省旅游局 副处长

陈燕丽 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市场推广处副处长

杨永群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副局长

张译友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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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会员（含大型企业、境内外院校等）

姓名 单位 职务

侯启军 12301 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技术总监

孙建华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 纪检组长

邸莉红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 人事科科长

葛   磊 中青旅联科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

张   辉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 教授

杜   龙 北京瑞来森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陆兴东 北京中广掌视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万   萍 北京中广掌视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任芷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张陵捷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副总裁

李科扬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 市场推广部副总经理

尤   西 中国人寿 ( 保险）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李同生 中国人寿 ( 保险）集团公司

孙   武 华住酒店集团 执行副总裁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 秘书长

赵   珊 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 工作人员

周   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系 教授

马振原 北京超凡文化传播发展公司 商务总监

曾建华 佛手山景区管理所 副所长

舒大俊 佛手山景区管理所 市场部部长

洪一树 福建省旅游协会 副会长兼秘处

高   洁 谷歌中国 政府行业经理

刘志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社长

闵令波 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 主任

李新杰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树军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李飞影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   娜 桂林旅游学院 党委书记

林业江 桂林旅游学院 党委副书记

刘炳红 桂林旅游学院 助教，外事专员

杨琼飞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 校长

彭   芳 杭州新天地集团 高级演艺运营经理

徐晴华 夏威夷旅游局中国办事处 市场总监

赵   婧 夏威夷旅游局中国办事处 Trade & MCI Director

马树起 河北涞水县野三坡景区管理委员会 管委会主任

熊   涛 合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袁小玲 合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商务总监

周   煜 国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韩忠胜
港中旅（宁夏）沙坡头旅游景区有限
责任公司

总经理

姜跃斌 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高级编辑

陈伏娇 湖南省旅游协会 秘书长

陆   琪 阿联酋旗猎国际旅行社 销售总监兼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戴小连 中视火鹤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   玥 凤凰网 记者

王   珊 内蒙古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院 副院长

吕   君 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 院长

俞汉昌 江苏西游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书记

戚文忠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安   亮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

黄   杨 马蜂窝旅游网 公关媒介经理

李燕琴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教授

鞠方湖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旅游局副局长

周春林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校长

王建平 君澜酒店集团 总裁

李   阳 新旅界 CEO

彭   华 宁波它山奇境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宣鹏 蒂蔼欧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侯寿鹏 普达措国家公园 总经理

艾昌勇 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 信息中心主任

李   祥 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 信息中心副主任

吕宛青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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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向丽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科研助理

胡   韬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教师

葛旭锋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教师

马   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院长

易开刚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院长

厉新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院长

Jacopo Sertoli Select Holding 总裁

李晓燕 陕西省旅游协会导游分会 副会长

杨   文 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 主任

朱爱军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良玉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爱军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浩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德刚 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 会长

邵晓明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潘伟华 上海野生动物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济师

连善一 沈阳市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云川 四川旅游学院 副院长

吴良聪 福建省泰宁旅游管委会 党政办主任

江东斌 福建省泰宁旅游管委会 主任

刘   涛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处长

苗   青 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科长

林婉萍 泰国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 副处长

王晗滔 泰国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 信息专员

王昆欣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党委书记

傅林放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副教授

金   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教授

严旭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常务副院长

雷   蕊 旅业传媒 总编

周玲强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 所长

张凌云 《旅游学刊》 执行主编

朱军海 青岛啤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

David Solnet 昆士兰大学 副教授

Caroline Scarles 萨里大学 酒店和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Angelo Morano Welcome Chinese 首席运营官

孔   磊 祥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

黄光权 
浙江省旅游商会 / 新疆一龙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会长 / 董事长

于   波 烟台张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正英 宜昌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赵   晨 宜昌市人民政府 科长

鲍希安 宜昌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二级调研员

董   捷 浙江省旅游协会 秘书长

顾惠芳 浙江省自驾车旅游协会 秘书长

张建融 浙江省旅游民宿产业联合会 秘书长

金   锋 浙江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

张   彬 浙江省乡村振兴专委会
秘书长 / 浙江大学特聘客座教
授、双创导师

符燕国 浙江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李罕梁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老师

徐林强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教授

季   靖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教授

陈业玮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教授

肖庆国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教授

姚海琴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教授

朱一多 资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

徐稚恒 资阳市人民政府 工作人员

赖 明 资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郭世伟 资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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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单位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新华通讯社

新华网

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民日报旅游频道

人民网

中国日报

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

经济日报 - 中国经济网

经济观察报

工人日报

澎湃新闻社

未来网

中国青年网

千龙网

环球时报在线

上海电视台全纪实旅游频道

浙江电视台

香港卫视中文台

澳亚卫视

旅游卫视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中国交通广播

中国旅游报

旅业传媒

旅讯

浙江省参会人员

姓名 单位 职务

张鸿斌 杭州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俞沈江 萧山区旅游局 局长

薛迓冰 上城区风景旅游局 局长

夏 艳 下城区经济和旅游局 副局长

卢红军 江干区旅游局 副局长

张建华 拱墅区商务局 副局长

王欣玮 杭州市西湖区风景旅游局 局长

金文钦 滨江区商务局 副局长

常秀兰 余杭区旅游局 局长

陆建荣 富阳区旅游体育局 局长

凌 理 临安区旅游局 局长

方新东 桐庐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张飞燕 淳安县千岛湖风景旅游委员会 主任

李浙闽 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俞 峰 宁波市海曙区旅游局 副局长

王力波 宁波市鄞州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王黎明 宁波市北仑区旅游局 局长

李夏英 宁波市镇海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冯晓虹 奉化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袁明全 象山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李岳定 余姚市旅游局 局长

张建勋 慈溪市风景旅游局 局长

林仙菊 宁海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陈 申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与湖区管理局 副局长

岑柏峰 宁波杭州湾新区旅游局 局长

王爱香 温州市旅游局 局长

盛启勋 平阳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陈志良 乐清市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戴春光 温州市楠溪江风景旅游管委会 主任

张晓燕 泰顺县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单位

新旅届

北京旅讯科技有限公司

执惠旅游

劲旅

旅行社资讯

品橙旅游

旅游商业观察

旅业报

大旅游

中外会展

凤凰网

腾讯大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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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惠文 温州市百丈漈 - 飞云湖风景旅游管委会 副主任

江步华 瑞安市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林晓波 苍南县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黄升良 温州雁荡山风景旅游管委会 副主任

沈 跃 龙湾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林海轮 洞头区风景与旅游发展委员会 党委书记

李 鹤 温州市瓯海区旅游局 副局长

干永福 湖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王惠良 莫干山管理局 局长

杨力平 德清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盛宏伟 长兴县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罗福娣 安吉县风景与旅游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吕建樑 吴兴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党组成员

邱建敏 南浔区旅游局 副局长

顾金芳 嘉兴市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张永明 嘉兴市南湖区服务业发展局（旅游局）                                              副局长

沈佳红 嘉兴市秀洲区发展和改革局（旅游局） 副局长

谈萍莉 嘉善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

周其明 平湖市旅游局 局长

张 妩 海盐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朱红刚 海宁市旅游局 副局长

俞少杰 桐乡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顾守菊 桐乡市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韩彬翔 绍兴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韩春华 绍兴市越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旅游局） 副局长

陆晓巍 绍兴市柯桥区旅游局 局长

赵明刚 绍兴市上虞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郑轩扬 诸暨市旅游局 副局长

竺柏海 嵊州市旅游局 局长

卢关荣 金华市旅游局 局长

洪樟明 金华市婺城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周 斌 金华市金东区旅游局 局长

蓝 峰 兰溪市旅游局 局长

金光亮 东阳市旅游局 党组成员

龚剑峰 义乌市旅游与会展管理委员会 主任

徐广涛 永康市旅游局 局长

陈 璠 浦江县旅游风景管理局 局长

何益如 武义县旅委 副主任

陈 辉 磐安县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石春松 新昌县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刘建平 衢州市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施 萍 衢州市柯城区旅游委员会 主任

杜莹莹 衢州市衢江区旅游委员会 主任

徐建丰 衢州市龙游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姜淑芬 江山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朱建红 衢州市常山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金树明 衢州市开化县文化旅游委员会 主任

曹 泓 舟山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张臣达 定海区旅游局  局长

张 伟 普陀区旅游委  主任

俞海啸 岱山县旅游局  局长

周明明 嵊泗县旅游委  主任

潘美云 台州市旅游局 副局长

苏玉良 椒江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王国辉 黄岩区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钟立新 路桥区旅游局 副局长

刘 勇 临海市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施珍娟 温岭市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洪海红 玉环县风景旅游管理局 副局长

朱银国 天台县旅发委 副主任

张学军 仙居县生态文明旅游管理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江天伟 三门县风景旅游管理局 局长

唐奇峰 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旅游局 局长

罗孝林 丽水市旅游委员会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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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海 莲都区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胡武海 龙泉文旅委 主任

孙一栋 青田县旅游委员会 副主任

章炳龙 青田县旅游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朱振华 云和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范修亮 庆元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施德金 缙云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邱根松 遂昌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王心阳 松阳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蓝利明 景宁县旅游委员会 主任

杭州市介绍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和经济、文化、科教中心，是世界第六大都市群——中国长三角南翼

的中心城市，距上海170公里，行政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940万。

杭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旅游资源丰富，拥有西湖和中国

大运河（杭州段）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素有“人间天堂”“东南佛国”“丝绸之府”“中国

茶都”	“购物天堂”“美食之都”的美誉。2017年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全球15个旅

游最佳实践样本城市。区域内有旅行社767家，A级景区89个，民宿近3000家，旅游咨询

点123个，旅游厕所135座。2017年杭州共接待境内外游客16286.63万人次，其中入境游

客402.2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041.34 亿元。杭州也是中国著名会展之都，在国际会

议与大会协会（ICCA）每年发布的全球会议目的地城市排行榜上，杭州已连续五年（2011-

2015）位居大陆城市第三，2015年更是跻身全球百强。

当前，杭州旅游休闲业正紧抓“后峰会，前亚运”机遇，全面推进旅游国际化和旅游全

域化，实施“拥江发展”战略，加大产业融合力度，提升旅游经济质量效益，为加快建设国

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和国际会议目的地城市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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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介绍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萧山临江

近海、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区域总面积1420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综

合实力连续多年位居浙江省各县市区首位，在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区

排名中名列第五。201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7.49亿元，财政总收

入318.19亿元。

近年来，萧山紧抓“后峰会、前亚运”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省“大湾区”“大

花园”建设和杭州“拥江发展”战略，务实创新、奋发有为，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知名度和美誉度有效提升。萧山旅游围绕“华东会客厅”“国际

会展地”品牌形象，加快从“无中生有、小题大做”到“从有到优、大有作为”

的转变步伐。2017年实现旅游增加值83.8亿元，推进旅游、会展两轮驱动。

依托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独特优势，会展业数量和质量实现双重跨越发展，举

办各类规模展览62个、各类会议8000余个，会展业直接营收超10亿元。

2017年 12月 17日，世界旅游联盟总部正式落户湘湖，成为了萧山旅游发

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极大推动了萧山旅游国际化进程。

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介绍

酒店地处杭州市萧山区中央商务区，为开元旅业集团旗舰五星级豪华商务会议酒店，47

层 218米耸立天宇，以卓尔不凡的尊贵气派屹立于萧山CBD中心。酒店作为 2016年G20

杭州峰会指定接待酒店，成功完成全球境外媒体领证中心、境外媒体接待、中央电视台接待

任务。营业至今，酒店已蝉联中国饭店业最高奖项“中国饭店金星奖”，多次获得中国酒店“金

枕头”奖、“十大最受欢迎商务酒店”等诸多奖项。2016年 2月 14日因一场以“点亮温暖，

为84岁老人圆梦”为主题的情人节公益活动享誉全国，被千万网友称为“最有爱五星级酒店”。



温馨提示

着装要求：

世界旅游联盟理事会、年会和“湘湖对话”均需着商务正装。

8日晚招待会请着商务正装或民族服装。

用餐信息：

请所有参会代表凭餐券和参会证件于三层地中海餐厅用餐（8日晚招待会

凭请柬入场）。

会议手册内所有信息更新截止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如有变更，请以现场情况为准。

关注 WTA

Gentle Reminder

Dress Code   

Business for WTA Council Meeting, Annual Meeting and “Xianghu 

Dialogue”. 

Business or national for the welcome reception on the 8
th
.

Dining Information  

All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have dinner at Café Mediterranean on the 

third floor with coupon and badge (the welcome reception on the 8th is on 

invitation).

Information as of September 4, 2018, subject to change.

Follow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