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14〕44号

郑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2014中国 (郑州) 世界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郑州市总体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2014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郑州市总体方

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1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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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中国 (郑州) 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郑州市总体方案

2014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以下简称市长

论坛)将于2014年11月15日—17日在我市举行。为确保筹备

工作顺利开展,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中

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工作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

〔2014〕147号)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 《国务院关

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31号)为指

导,借助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平台,大力加强我市与国内外著

名旅游城市的友好交流,全面展示郑州形象,提高郑州在国内外

的影响力;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塑造国

际旅游城市形象,促进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试验区建设与发展。

二、总体设计

名称:2014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时间:2014年11月15日—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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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国家旅游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河南省人民

政府

支持单位:世界旅游旅行理事会、亚太旅游协会

承办单位: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政府外侨办、郑州市人民

政府

参加人员:国家旅游局、河南省领导,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世界旅游业理事会、亚太旅游协会官员,主要旅游客源国政

府旅游管理机构官员,国内外著名旅游城市市长,部分省 (自治

区、直辖市)旅游局局长,国内外知名旅行商、投资商、航空公

司负责人,主流媒体记者。市长论坛参会总人数控制在300人以

内,国 (境)外参会旅游城市市长和市长代表不超过100人。

三、论坛主题

(一)论坛主题

旅游·城市发展软实力

(二)专项讨论议题

1.发展旅游休闲经济,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2.大旅游产业的互联互通与国际旅游目的地打造;

3.科技助力旅游,推动城市智慧发展。

四、主要活动

(一)省领导、市领导会见参会主要嘉宾

时间:11月15日下午3时—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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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长论坛开幕式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

展河南省观测站授牌仪式

时间:11月15日下午5时30分—7时30分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三)市长论坛大会

时间:11月16日全天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第一阶段:国家旅游局领导、河南省领导、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官员致辞或作主旨演讲。

第二阶段:参会著名旅游城市市长作主题演讲。由与会旅游

城市共同倡议,成立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联盟。

第三阶段:专题讨论。

(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及河南旅游招商引资专题

说明会

时间:11月16日下午5时—6时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内容:结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成果及规划展示

以及河南旅游风采展示,介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投资环

境及招商项目、河南旅游业发展情况及招商项目以及相关的优惠

政策,搭建洽谈合作平台,打造中原经济区发展核心增长极。

参加人员:河南省领导、与会的国内外嘉宾、郑州市及郑州

航空港区管委会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企业负责人及

—4—



主流媒体记者等。

(五)“河南风采”文化旅游体验

时间:11月16日晚8时30分—10时

地点:河南省艺术中心

参加人员:与会的国内外嘉宾

(六)世界旅游城市风采秀

时间:11月17日上午9时—11时30分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内容:围绕论坛主题,进行旅游城市风采展示,促进国内外

旅游城市交流与合作。

(七)世界旅游城市展示

时间:11月15日—17日

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内容:以 “智能城市·智慧旅游”为主题,展示旅游城市及

其关联产业的科技智能应用成果,为旅游业界和公众提供体验未

来城市生活和了解全球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平台。设立专区,展示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规划、建设成果及河南旅游业发展情

况。

(八)参观考察活动

11月17日

下午:赴开封考察

晚上:观看实景演出 《大宋·东京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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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上午:赴洛阳考察

下午:赴登封考察

晚上:观看实景演出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11月19日

与会人员返程

五、郑州市承担的主要工作

根据省组委会工作方案分工,2014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期间,我市主要承担如下工作:

(一)市领导在市长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二)邀请30—50名国内优秀旅游城市 (不含直辖市和计划

单列市)市长参加论坛。

(三)国外对口友好城市官员的邀请工作。

(四)境外参会城市市长及1名随员的境内食宿行接待工作。

国内参会市长及1名随员在郑的接待安排工作。

(五)论坛开幕式和论坛大会场地租赁并承担相关费用。

(六)参会代表在郑考察活动的安排及省内考察活动的车辆

安排工作。

(七)活动期间郑州市市容市貌整治,在相关路段和窗口单

位设置宣传和欢迎标语,营造氛围。

(八)协调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做好各项会议保障工作。

(九)参会代表在郑活动期间的医疗卫生、交通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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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六、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筹备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

2014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郑州市执行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执委会),负责郑州市承担任务的总体策划、组织、

协调、衔接和落实工作。市执委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马 懿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 主 任:王 哲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吴忠华 副市长

张俊峰 副市长

杨福平 副市长 (执行主任)

秘 书 长:杨福平 副市长 (兼)

副秘书长:王春山 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冯卫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

张晓英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张杰锋 市旅游局局长

成  员:黄 卿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

吴福民 郑东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崔绍营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赵书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王丽艳 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

李陶然 市政府外侨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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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睿 市财政局局长

范建勋 市接待办主任

张书军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赵新民 市城管局局长

王霄鹂 市文广新局局长

吴耀田 市交通委主任

顾建钦 市卫生局局长

李元中 市安监局局长

周 铭 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

余遂盈 市商务局局长

张胜利 市园林局局长

牛瑞华 市信访局局长

张艳华 团市委书记

何宏波 市旅游局副局长

乔 耸 登封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建武 新郑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新亭 荥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红伟 新密市人民政府市长

潘开名 中牟县人民政府县长

陈宏伟 金水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红民 二七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鸿勋 中原区人民政府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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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强 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区长

黄 钫 惠济区人民政府区长

宋 洁 上街区人民政府区长

陈 彦 市会展办主任

许广佑 郑州火车站地区管委会主任

王政涛 郑州供电公司总经理

李 斌 武警郑州消防支队支队长

殷勇杰 中国移动郑州分公司总经理

李占伟 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总经理

昝建民 中国电信郑州分公司总经理

市执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厅,王春山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冯卫平、张晓英、张杰锋为常务副主任,刘睿、范建勋、

李陶然、王丽艳、张书军为副主任。

市执委会下设综合协调部、活动运行部、礼宾接待部、文化

宣传部、安全保卫部和活动保障部六个工作部。

七、各工作部任务分工

各部具体职责中排名首位的责任单位为该项工作的第一责任

单位。各部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人,实行集中办公。集中办公地点

设在嵩山饭店。

(一)综合协调部

牵头领导:杨福平

牵头单位:市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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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单位: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市接待办、市政府外

侨办、市公安局

具体职责:

(1)做好与省组委会综合协调部的对口衔接,及时了解掌握

省组委会最新工作安排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2)以市政府名义邀请30—50个国内主要优秀旅游城市市

长参加论坛,并做好所邀嘉宾统计汇总工作 (责任单位:市政府

办公厅、市旅游局)。

(3)以市政府名义邀请国外对口友好城市官员参加论坛,并

做好所邀嘉宾统计汇总工作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

外侨办)。

(4)负责论坛活动中涉及郑州市相关活动的衔接、协调工

作;及时了解掌握各项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督办各项任务的落实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厅、市旅游局、市政府外侨办)。

(5)负责协调安排市领导出席论坛大会之外的活动及活动讲

话稿的起草、翻译工作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市政府外侨办)。

(6)负责市领导陪同省领导会见论坛嘉宾的协调工作;负责

市领导单独会见论坛嘉宾的协调安排工作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

公厅、市接待办、市外侨办、市旅游局)。

(7)负责与市执委会成员单位的联系协调工作;负责执委会

办公室各部之间的协调工作,督促落实市执委会各项决定;负责

审定各部工作方案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厅、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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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负责论坛执委会各部经费预算、经费落实、开支审核和

支出管理工作。安排郑州市负责接待的参会嘉宾接待费用 (责任

单位:市财政局、市旅游局、市接待办、市政府外侨办、市委宣

传部、市公安局、市城管局)。

(9)负责论坛活动有关证件的统计、制作、请领、分发工作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旅游局、市政府外侨办、市接待办)。

(10)负责市长论坛纪念品的设计制作和管理 (责任单位:

市政府办公厅、市旅游局)。

(11)负责论坛资料和文件的整理汇编 (责任单位:市旅游

局)。

(12)负责落实市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二)活动运行部

牵头领导:杨福平

牵头单位:市旅游局

主要责任单位:市旅游局、市政府外侨办、市商务局、市会

展办、登封市政府

具体职责:

(1)做好与省组委会活动运行部的对口衔接,及时了解掌握

论坛活动运行的最新动态信息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2)负责制定市执委会总体方案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3)负责市领导在论坛大会上的主旨演讲稿撰写和演示文稿

设计制作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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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负责市领导主旨演讲文稿和幻灯片的翻译 (责任单位:

市政府外侨办)。

(5)配合省组委会做好世界旅游城市展示活动 (责任单位:

市旅游局)。

(6)配合省组委会做好 “世界旅游城市风采秀”活动的策划

及组织实施,充分体现郑州元素,突出少林功夫展示 (责任单

位:市旅游局、登封市人民政府)。

(7)负责论坛期间的招商引资工作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

市旅游局)。

(8)负责论坛期间在 《中国旅游报》、《河南日报》、《郑州日

报》刊发郑州旅游专版介绍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9)配合省组委会做好论坛开幕式及论坛大会会场租赁及协

调工作 (责任单位:市会展办)。

(10)负责从省组委会领取论坛嘉宾证件、会务手册等资料,

转交礼宾接待部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11)负责落实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三)礼宾接待部

牵头领导:王春山

牵头单位:市接待办、市政府外侨办

主要责任单位:市接待办、市政府外侨办、市旅游局、各对

口接待单位、团市委、登封市人民政府。

具体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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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好与省组委会礼宾接待部的对口衔接,及时了解掌握

论坛嘉宾的接待工作的动态信息 (责任单位:市接待办、市政府

外侨办)。

(2)统筹协调国外旅游城市市长及随员的接待工作,制定方

案并组织实施;协调督促各县 (市、区)、开发区等对口接待单

位落实境外旅游城市市长及随员的具体接待任务 (责任单位:市

政府外侨办)。

(3)统筹协调国内旅游城市市长及随员的接待工作,制定方

案并组织实施;协调督促市直有关部门等对口接待单位落实国内

旅游城市市长及随员的具体接待任务 (责任单位:市接待办)。

(4)负责参会嘉宾在郑的食宿安排;负责在郑及省内考察活

动期间的车辆保障工作 (责任单位:市接待办)。

(5)按照接待工作方案分工,做好国外旅游城市官员及随员

的接待工作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6)按照接待工作方案分工,做好国内旅游城市市长及随员

的接待工作 (责任单位:市直各有关部门)。

(7)负责选调、培训、组织导游人员参加接待服务,并统一

导游人员服装 (责任单位:市接待办、市旅游局)。

(8)负责拟定外语志愿者服务工作方案并协调落实 (责任单

位:市政府外侨办)。

(9)根据外语志愿者服务工作方案,组织外语志愿者的选

调、培训,并做好服务保障 (责任单位:团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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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负责论坛会务手册、宣传品、纪念品等资料物品的分

发工作 (责任单位:市接待办、市政府外侨办、各对口接待单

位)。

(11)负责嘉宾在我市考察的线路确定、组织实施及联络协

调工作 (责任单位:市政府办公厅、市接待办、市政府外侨办、

市公安局、市旅游局)。

(12)负责做好参会嘉宾在登封期间的考察接待工作 (责任

单位:登封市人民政府)。

(13)负责落实市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四)文化宣传部

牵头领导:王哲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主要责任单位:市文广新局、市政府外侨办、市旅游局、市

外宣办

具体职责:

(1)做好与省组委会文化宣传部的对口衔接,确保省市对外

宣传时间、内容、形式上的统一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

(2)负责组织市属媒体对论坛活动进行集中宣传报道 (责任

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

(3)围绕论坛活动,做好我市外宣工作 (责任单位:市委宣

传部、市外宣办)。

(4)负责中英文宣传标语口号的拟定、翻译,树立我市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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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外侨办)。

(5)负责协助省组委会做好参会媒体记者的接待服务工作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接待办)。

(6)负责我市组织的媒体记者证件领取发放工作和接待衔接

工作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旅游局)。

(7)负责提供我市城市宣传品 (责任单位:市外宣办)。

(8)负责落实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五)安全保卫部

牵头领导:吴忠华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主要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信访局、武警

郑州消防支队

具体职责:

(1)做好与省组委会安保后勤部的对口衔接,制定详细安保

工作方案,周密部署各项安保工作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2)负责论坛活动的国家安全、现场安保、防暴恐、消防、

交通引导等工作,维护各项活动秩序,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责任

单位: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武警郑州消防支队)。

(3)负责论坛活动场所、酒店及活动沿途的安全保障工作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4)负责道路交通保障工作,指挥活动现场车辆停放,维护

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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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活动期间的信访工作,杜绝群体性和突发性上访事

件发生 (责任单位:市信访局)。

(6)负责落实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六)活动保障部

牵头领导:张俊峰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主要责任单位:市城管局、市园林局、市卫生局、市交通

委、市旅游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市安监局、市会展办、郑东

新区管委会、郑州火车站地区管委会、郑州供电公司、中国移动

郑州分公司、中国联通郑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郑州分公司

具体职责:

(1)做好与省组委会安保后勤部的对口衔接,全面了解掌握

各环节的后勤保障要求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2)负责论坛活动现场及活动线路周边环境集中整治;负责

论坛活动期间市容市貌整治,营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责任单位:

市城管局、市园林局、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火车站地区管委

会)。

(3)在论坛活动涉及的市区醒目位置设置中英文宣传、欢迎

标语 (责任单位:市城管局)。

(4)负责参会嘉宾入驻酒店的食品安全、卫生检疫及活动现

场的医疗救护工作,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责任单位:

市卫生局、市食品药品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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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对论坛活动场所相关设施进行安全

检查 (责任单位:市安监局)。

(6)负责全市宾馆、酒店行业治理和旅游景区的环境整治工

作 (责任单位:市旅游局)。

(7)负责规范出租车、公交车的管理,提供优良服务;有条

件的出租车、公交车上要设置中英文宣传、欢迎标语;协助保障

活动期间高速公路畅通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

(8)负责论坛现场的管理和服务,确保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各

种设施的完好以及供水、用电需要 (责任单位:市会展办)。

(9)负责活动期间各类活动场所的电力和通讯服务保障工作

(责任单位:郑州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郑州分公司、中国联通郑

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郑州分公司)。

(10)负责落实市执委会安排的其他任务。

八、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本届中国 (郑州)世界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由国家旅游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河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比起前三届,本届世界旅游组织作为主办单位的介

入,进一步提升了活动规格,将对我市今后扩大对外开放,增进

国际交流产生深远影响。各县 (市、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充分认识举办此次活动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做好各项

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2.抓好筹备,务求实效。本届论坛筹备时间紧、任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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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各部门要在执委会的统一安排下,抓紧抓好筹备工作。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将任务明确到具体部门和具体人员,精心筹

备,严密组织,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3.明确责任,抓好落实。要根据各自的分工和职责,尽快

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市政府将对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成效进行督查,对组织不力、标准不

高、出现重大问题的单位将进行通报批评。

4.节俭办会,树立形象。要严格执行中央和我省、我市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节俭、朴实、务实办

会。要突出活动创意,简化活动形式,优化活动流程,注重活动

质量,提升活动水平。

 主办:市旅游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三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10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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