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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庆祝中国旅游日主会场、第十五届徐霞客开游节开幕式暨诗画浙江惠民旅游周启动仪式昨晚举行。图为副省长成岳
冲宣布开幕。 （记者 惠广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昨
日，中国（宁海）首届汽车休闲文化
节暨汽车市场发展趋势论坛在宁海
汽车生活广场开幕。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执行会长刁建申、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真民、副县长王海华出席
开幕式。

此次汽车休闲文化节，不仅将
打造一场汽车业界的高端峰会，更

给市内外的消费者带来一次全方位
的动态汽车体验，成功吸引了国内
外知名车企、品牌和众多的汽车周
边企业参加。活动除了举办汽车市
场发展趋势论坛外，还推出二手
车、平行进口车、品牌SUV展销活
动以及卡丁车体验活动。

近年来，宁海县汽车产业发展
如火如荼，新能源汽车从无到有，

汽车零部件晋级百亿量级，智能汽
车基地入围全省首批特色小镇。为
进一步深推汽车市场的健康和谐发
展，宁海还加快建设汽车生活广
场、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全力打
造浙东最大的综合型汽贸城，并创
新推出了“云车淘”的商业模式。
据悉“云车淘”是一个二手车交易
服务平台，通过统一宣传推广、统

一检测认证、统一质保延保、统一
出库入库、统一联营结算、统一金
融授信的闭环模式，有效形成标准
化的市场服务入口和创业入口，通
过O2O和C2B2C创新型的商业模
式实现车商与市场的共同成长，将
有力助推汽贸产业乃至宁海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

中国（宁海）首届汽车休闲文化节开幕
汽车市场发展趋势论坛同时举行

本 报 讯 （记 者 潘 璐
璐） 昨日上午，县旅游服务中
心揭牌仪式在宁海火车站站前
广场举行，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王军海出席仪式。

仪式后，王军海还听取了旅
游服务中心的功能介绍，参观了
与中心同时启用的旅游巡回法
庭和旅游警察办公室。

据悉，县旅游服务中心建筑
面积 600 平方米，总投资额约
300万元，包括宁波市旅游咨询
宁海分中心、县旅游服务中心、
县旅游执法办公室和宁海旅游
大数据中心，是我县首个集旅游
咨询、旅游宣传、旅游投诉等功
能为一体的公益性、综合性旅游

咨询服务机构。中心内设七个
功能区块，游客可以在此观看宁
海旅游宣传视频，咨询旅游路
线、餐饮住宿等旅游信息，还能
买到宁海特色的农副产品、工艺
品等。宁海旅游大数据综合平
台共投资 500万元建成，在实用
性、全面性、共享性等方面，走在
了全市乃至全省的前列。将大
数据以最直观的可视化形式展
现，实现行业管理、服务游客、营
销决策和旅游业态与产品的创
新做出科学依据提供强有力支
撑，为全面实现宁海县旅游国际
化、高端化、精品化建设，将宁海
打造成全国“全域旅游”发展标
杆奠定了基础。

县旅游服务中心揭牌

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昨日下午，徐霞客游线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前沿理论讲座举行。会议
邀请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
长林显鹏教授作主题为“中国体育
特色小镇建设的基本思路”的讲
座。县政协副主席杨象轮主持。

林显鹏教授一直致力于体育
事业发展有关方面的研究，主持和
参与过的部委级以上课题 15项、
发表学术论文 18篇、参编学术专
著 4部。特别是在大众体育研究
领域久负盛名，撰写过《国际大众
体育发展趋势》、《中国养生体育与

大众体育发展》、《中国全面健身计
划——回顾与展望》等多篇有关大
众体育发展的文章，主持了“国际
大众体育数据库”及“中国大众体
育网”的建设工作。林教授在讲座
中讲解了体育特色小镇的概念，分
析了当前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并
介绍了国内外体育特色小镇的成
功案例和建设的基本思路。他提
出，建设体育特色小镇要注重功能
的叠加，打造“产业、文化、旅游、居
住”为一体的特色小镇。要整合众
多管理团队和人才，只有把消费者
留住，才能产生消费行为。

徐霞客游线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前沿理论讲座举行
专家在会上分享中国体育特色小镇建设的基本思路

本报讯 （记者 胡琦） 昨日
上午，近三十名中国当代徐霞客齐聚
强蛟镇横山岛，参加首届宁海湾中国
当代徐霞客展，共同商讨成立中国当
代徐霞客俱乐部，将横山岛打造成为
中国第一座“霞客岛”。中国青年报
社副总编辑董时，县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娄黛敏出席活动和揭碑仪式。

活动当天，中国当代徐霞客们先
游览了宁海湾，到达横山岛后又参观
了首届宁海湾中国当代徐霞客展。该
展览展现了当代徐霞客的风采与事
迹，同时还展示了当代徐霞客们过去
出游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藏物件，以
及出版的游记书籍，体现了当代徐霞
客们将霞客精神融入时代的丰富内

涵。
在霞客俱乐部（霞客岛）筹备座

谈会上，当代徐霞客代表各抒己见，
从霞客文化的国际化、建好当代徐霞
客品牌、引领健康的旅游观念等方面
表达了对筹备成立霞客俱乐部、建设
霞客岛的多方意见与建议，和将霞客
岛打造成当代徐霞客的家园和乐园的
美好愿景。

娄黛敏在活动中表示，通过霞客
俱乐部、霞客岛筹备契机，希望与会
同仁共同关注和支持宁海湾的旅游保
护开发，把宁海湾建成霞客精神、霞
客文化的首要承载地，提升“当代徐
霞客”与宁海的品牌形象，让更多的
人走进宁海、领悟霞客精神内涵。

首届宁海湾中国当代徐霞客展举行
霞客俱乐部（霞客岛）筹备座谈会同时召开

本报讯 （记 者 方 景 霞）
昨日下午，2017同程旅游（中国宁
海）全国旅行商大会召开，全国重
要旅行社、徐霞客节点城市代表及
旅行商汇聚宁海，共商宁海及节点
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积极促成霞客
游线申遗，共谋更快、更好地打造
长三角最佳生态休闲旅游目的
地。省旅游局副局长许澎、市旅游
局局长李浙闽，县领导林坚、金勇
等出席会议。

旅行商大会是徐霞客开游节
的重要项目活动。自 2013年首届
宁海旅行商大会举办以来，我县通
过五届大会，促进了与 60余家旅
行商、投资商的合作共赢，推动了
总投资近 160亿元的 35个旅游项
目的签约落地，见证了 16条霞客
游线节点城市旅游产品线路的发
布推介，实现了超 500万旅客的客
源共享。

李浙闽在致辞中说，在全国旅
游界的共同努力下，“5·19”中国旅
游日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度不断
提高的重要节日，也是旅游界共谈
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
旅游人展现风采、发挥作用、创造
价值的重要平台。宁海旅游正是
得益于这个平台，在旅游业全面发
展上创新思路、推陈出新、引领发
展。作为开游节的发源地，宁海本
着开放、合作、发展、共赢的理念，

携手同程旅游，共同举办全国旅行
商大会，希望与会嘉宾能够进一步
登高望远，真诚合作，努力实现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

林坚代表县委、县政府，对省
市旅游局一直以来对宁海的关心
支持，同程旅游对本次大会的合作
承办，各位旅行商、投资商、霞客游
线节点城市代表的踊跃参与表示
感谢。他说，宁海美，美在最优质
的生态，美在最自然的山水，美在
最生活的文化，美在最静美的乡
村，美在最时尚的休闲，真诚期待
各位旅行商、投资者，能像同程旅
游那样选择宁海、力推宁海，热切
期盼与旅游界的各位同仁、霞客游
线上的兄弟城市一起，共享旅游经
济，分享旅游之美。

大会发布了宁海全域旅游品
牌 IP形象“宁宝”；同程旅游、上海
统领、江苏百顺三家平台与县旅委
签订万人团的拓展签约，并完成了
霞客小镇、王干山综合开发、望山
生活等多个旅游项目签约。会上，
我县还联合江苏、云南等霞客游线
城市共同开启了“我想去宁海”线
上网络活动启幕仪式。

大会还播放了《静城宁海》VR
宣传片，展示了宁海旅游大数据中
心上线试运行，开展了以“遇见徐
霞客 宁海静是美”为主题的验客
分享。

全域旅游品牌IP形象发布 “我想去宁海”线上活动启幕

2017同程旅游（中国宁海）全国旅行商大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昨日，2017寻找“徐霞客游线标志
地”现场终审会举行。经过现场评
审、专家合议等环节，云南省富民
县、江西省安福县等 9个城市成为
第三批徐霞客游线标志地。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有，浙
江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加元，云南省
政协文史委主任高德明，天津市政
协文史委主任祝宝钟，全国政协委
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
兼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李荣启，云南大学教授、
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陈庆江和

来自徐霞客游线节点地代表，县领
导杨勇、尤玲娟、杨象轮参加终审
会。会议由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
原哲主持。

县委书记杨勇在会上致辞。他
说，独行者快，众行者远。从2012年
宁海提出围绕徐霞客游线申遗以来，
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我们
齐心协力、知难而进，徐霞客游线标
志地寻找和认证也有了新突破，之前
我们已经成功认证两批、13个城市，
今天这个大家庭又将增添新成员。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我们不断凝聚共
识的结果，是我们深化旅游、文化和
经济各个领域合作的结果。借此机

会，我们衷心希望更多的游线城市踊
跃参与到标志地认证的行动中来，衷
心希望广大游线城市互联互通、同向
同行，成为霞客游线这条大珠链上熠
熠发光的珍珠，推动霞客游线申遗工
作行稳致远，推动霞客精神薪火相
传、星火燎原。

经过现场考察、评审团合议，
专家组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
县、江西省安福县、江西省黎川县
以及云南省的西山区、富民县、古
城区、泸西县、宾川县、沾益区等
9个县区的标志地，其中包括阿庐
古洞、巴平、鸡足山、武功山、丽
江古城、棋盘山等，并将鸡足山和

珠江源设为徐霞客游线的“特殊纪
念地”。参与终审的专家认为，这
些标志地是徐霞客游线上的地标，
有可靠资料证明确曾为徐霞客游历
考察过的、能够反映徐霞客科考行
为、彰显其科学探索精神或在徐霞
客科考线路中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
文化或自然遗存点。

据介绍，徐霞客游线标志地寻
找行动由宁海县人民政府推动，中
华文化促进会、人民政协报社、中国
徐霞客研究会联合发起，旨在推动
沿线地方政府梳理研究徐霞客线路
遗产情况，促进徐霞客游线遗产资
源的保护和利用，以最终造福百姓。

2017寻找“徐霞客游线标志地”现场终审会举行
9个城市成为第三批徐霞客游线标志地

本报讯 （记者 赵燕） 昨
晚，浙江省庆祝中国旅游日主会
场、第十五届徐霞客开游节开幕式
暨诗画浙江惠民旅游周启动仪式在
宁海国际会展中心广场举行。浙江
广电青年主持走基层同时走进宁
海，近百名主持先后登场，为观众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

应邀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
有：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中华文
化促进会副主席郭杰，湖北省政协
副主席王振有，浙江省政协原副主
席陈加元，宁波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关定，云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高
德明，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省徐霞客研究会会长张国斌，浙江
省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许澎，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祝宝钟，云
南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郑明，全国
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
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专家李荣启，云南大学

教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陈
庆江，云南省政协常委、昆明市政
协副主席夏静，全国政协教科文卫
体委员会办公室原巡视员张文珊，
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原哲，中国
青年报社副总编辑董时，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孙善学，云南
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陈麟，湖北省
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林习珍，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
员会副主任封蒋，福建省南平市政
协副主席余建坤，宁波市旅游局党
委书记、局长李浙闽，浙江广电集
团直属党委专职副书记周建洪，宁
波市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挺。

县委书记杨勇致欢迎辞，县领
导林坚、徐真民、尤玲娟、李贵军
出席开幕式。

参加本次活动的还有省、市有
关部门和单位领导，部分友好市县
领导，宁海县四套班子领导，国内
外企业家代表、全国高校大学生代

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代表。
杨勇代表中共宁海县委、宁海

县人民政府，代表 63万宁海人民，
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
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他
说，宁海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古
城，有着1700多年的建县史，曾涌
现出方孝孺、胡三省、柔石等历史
名人。宁海是一座宜居宜业的活力
新城，作为宁波市首个国家生态
县、唯一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以及全国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已连续15年进入全国
经济发展百强县，用实际行动有力
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宁海更是一座大气包
容的开放之城，以“宁静致远、海
纳百川”之名迎接四海宾朋、八方
来客。

宁海旅游业能发展到今天，撬
动的是《徐霞客游记》开篇地这个
支点。

（下转第2版）

文化盛宴 旅游盛举 发展盛会

浙江省庆祝中国旅游日主会场第十五届徐霞客开游节开幕式暨诗画浙江惠民旅游周启动仪式举行
浙江广电青年主持走基层同时走进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