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云政办函 〔２０１９〕１３２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云南筹备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云南筹备工作方案»已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此件公开发布)



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云南筹备工作方案

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市

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９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 (以下简称交易

会)定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１７日在昆明举办.为做好各项筹备

组织工作,确保交易会顺利举办,制定本方案.

一、交易会日程、活动安排及展馆设置

(一)日程

１１月１２—１３日

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参展单位注册、布展

１１月１４日 (星期四)

０９∶００—１８∶００　参展单位布展

１５∶３０—１７∶００　新闻发布会

１８∶００—１９∶３０　云南文化旅游推介会

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五)

０９∶００—１０∶００　开馆仪式暨南太岛国旅游年闭幕式、嘉宾

巡馆

０９∶００—１７∶００　专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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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工作会议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以自驾车旅游路演形式宣传亚洲命运共同

体澜湄合作活动发车仪式

１１月１６日 (星期六)

０９∶００—１７∶００　专业洽谈会 (上午)、公众参观 (下午)

１１月１７日 (星期日)

０９∶００—１７∶００　公众参观

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总结讲评大会

１７∶００　　 　撤展

(二)活动安排

１新闻发布会

时间:１１月１４日 (星期四)１５∶３０—１７∶００

地点:海埂会堂玉兰厅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负责人,云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国内各代表 (参展)团团长、领队,媒体

记者,主场搭建公司及有关人员等 (约１００人).

２云南文化旅游推介会

时间:１１月１４日 (星期四)１８∶００—１９∶３０

地点:昆明世界园艺博览园中国馆中国厅

主题:自在云南全新体验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云南省有关领

导,国内外副省部级以上贵宾,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港澳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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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海外旅行商,云南省有关部门领导,各代表 (参展)团团

长、领队,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及其他有关人员 (约８００人).

３交易会开馆仪式暨南太岛国旅游年闭幕式

时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五)０９∶００—０９∶３０

地点: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３层 A７馆序厅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云南省有关领

导,国内外副省部级以上贵宾,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港澳台嘉宾

代表,海外旅行商代表,云南省有关部门领导,各代表 (参展)

团团长,企业代表,媒体记者等 (约３５０人).

４中外嘉宾巡馆

时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五)０９∶３０—１０∶００

地点: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A５—A１３馆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云南省有关领

导,国内外副省部级以上贵宾,国际旅游组织官员 (约６０人).

５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工作会议

时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五)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地点:昆明索菲特酒店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领导,云南省有关领导,越

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旅游部门有关领导和代表、有关

旅游城市负责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外办、省友协负责

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青海省玉树市,云南省昆明市、丽江

市、大理市、思茅区、蒙自市、文山市、景洪市、瑞丽市、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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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市、腾冲市、泸水市、临翔区等有关城市代表,有关院校、

协会、企业代表,媒体记者 (约１００人).

６以自驾车旅游路演形式宣传亚洲命运共同体澜湄合作活

动发车仪式

时间:１１月１５日 (星期五)１５∶００—１６∶００

地点: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停车场

人员范围:文化和旅游部、云南省有关领导,老挝、柬埔寨

旅游部门领导,国际旅游组织官员,老挝、柬埔寨驻昆总领事馆

代表,云南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州、市人民政府领导,企业代表,

媒体记者及其他有关人员 (约２００人).

７．专业洽谈会

时间:１１月１６日 (星期六)０９∶００—１２∶００

地点: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３层 A４馆

人员范围:预约买家、参展商代表,云南省有关旅游企业代

表 (约３００人).

(三)展馆设置

交易会设立主题形象及智慧旅游馆、文化旅游商品馆、健康

旅游馆、体育旅游馆、房车露营馆等５个展馆,展览面积约

５００００平方米.

１主题形象及智慧旅游馆:由序馆、州市文化和旅游形象

展示区、智慧旅游展示区、文化和旅游企业展示区等组成.

２文化旅游商品馆:由国际旅游展示区、文创旅游商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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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展示区、州市文创旅游商品展示区、非遗展示区、民族刺绣展

示区、高原特色商品展示区、旅游装备展示区等组成.

３健康旅游馆:由健康生活目的地展示区、中医药健康旅

游展示区、民族医药旅游展示区、养生养老展示区、温泉养生旅

游展示区、健康旅游小镇展示区、休闲度假旅游展示区、健康产

品设备展示区、康体保健展示区等组成.

４体育旅游馆:由州市体育旅游产品展示区、国际体育旅

游产品展示区、大型体育旅游企业展示区、体育旅游装备展示

区、论坛区等组成.

５房车露营馆:由房车展示区 (含自行式、拖挂式、营地

式、越野式、移动别墅、赛车式),露营地木屋、篷房、模块房

展示区,房车露营用品展示区,房车户外用品展示区,露营地旅

游项目体验展示区,房车租赁、维修、美容、改装展示区等

组成.

二、交易会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成立交易会云南执行委员会,统筹做好筹备组织工作.

主　任:陈　舜　副省长

副主任:马文亮　省政府副秘书长

和丽贵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秘书长:石　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成　员:张　灿　省委台办副主任

何亚丽　省接待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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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艾东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杨　昆　省财政厅副厅长

柳明林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督查专员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陈述云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许勇刚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蔡继发　省应急厅副厅长

杨晓源　省审计厅副厅长

杨　沐　省外办副主任

杨　柱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伍　皓　省广电局副局长

张晓憬　省体育局副局长

田虎青　省新闻办专职副主任

赵攀峰　团省委副书记

周　红　省友协会长

朱　毅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范宇航　云南广电台副台长

邹晓岗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蔡嘉明　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　睿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匡建军　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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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明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徐自忠　昆明海关副关长

任晓光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

赵　宇　省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

邹朝华　东方航空云南公司财务总监

高孟平　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

王喜良　昆明市市长

周红斌　昆明市副市长

田　渊　昭通市副市长

袁晓瑭　曲靖市副市长

李劲松　玉溪市副市长

宋光兴　保山市副市长

徐　东　楚雄州副州长

何　民　红河州副州长

马忠俊　文山州副州长

胡剑荣　普洱市副市长

赵家信　西双版纳州副州长

李泽鹏　大理州副州长

李朝伟　德宏州副州长

木崇根　丽江市常务副市长

丁秀花　怒江州副州长

李清培　迪庆州副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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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荣　临沧市副市长

叶云翔　东方环球 (昆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贺荣仙　北京兴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执行委员会下设７个组 (室),人员组成及主要工作职责

如下:

(一)办公室

主　任:和丽贵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副主任:石　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成员由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外办、团

省委、北京兴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办公室内设秘书组、后勤组.负责与文化和旅游部、省直有

关部门和北京兴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的对接联络;负责交易会方

案拟订和报批;承担日常会务、文秘、注册、后勤保障、财务管

理、对外咨询、现场协调、志愿者选拔和培训等工作;负责统筹

协调各组 (室)开展工作,推动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委、省政

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接待组

组　长:石　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副组长:张　灿　省委台办副主任

何亚丽　省接待办副主任

杨　沐　省外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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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红　省友协会长

邹晓岗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张　睿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春明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邹朝华　东方航空云南公司财务总监

成员由省委台办、省接待办、省公安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外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友协、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

司、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接待组内设内宾接待组、外宾接待组、团长领队组、买家接

待组、交通组.负责国内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及重要内宾,有关省

(区、市)参展团团长、领队,外国贵宾的邀请落实、联络对接、

接待保障、考察安排等工作;负责交易会期间交通协调、车辆保

障,机票、车票的订购及接、送机 (站)等工作;负责会期重要

外事活动的联系、安排和协调,云南文化旅游推介会的筹备组织

实施,海外买家接待保障等工作.

(三)新闻宣传组

组　长:田虎青　省新闻办专职副主任

副组长:陈述云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杨　沐　省外办副主任

伍　皓　省广电局副局长

朱　毅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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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宇航　云南广电台副台长

成员由省委台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外办、省广电局、省

新闻办、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广电台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

组成.

负责协调、组织媒体做好交易会及云南文化旅游的宣传报道

工作;负责媒体的邀请、接待及采访安排工作;负责安排有关新

闻发布会;协助编辑出版 «旅游交易会日报»,管理新闻中心等

工作;负责对展览、新闻宣传、资料编印工作中的涉台涉外政策

进行把关;做好中外记者采访报道服务管理工作和中央记者团的

接待工作.

(四)展览组

组　长:石　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副组长:许勇刚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张晓憬　省体育局副局长

成员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东方环

球 (昆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负责主题形象及智慧旅游馆、文化旅游商品馆、健康旅游

馆、体育旅游馆、房车露营馆方案拟订及指定供应商的遴选和认

定工作,负责展览期间展馆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五)活动组

组　长:石　林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副组长:杨　沐　省外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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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红斌　昆明市副市长

成员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外办、省友协、昆明市政府办公

室、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环球 (昆明)国际会

展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负责云南文化旅游推介会、开馆仪式、中外嘉宾巡馆、南太

岛国旅游年闭幕式、以自驾车旅游路演形式宣传亚洲命运共同体

澜湄合作活动发车仪式、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工作会议等活

动的组织实施及礼宾安排.

(六)安全保卫组

组　长:杨艾东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

副组长:蔡继发　省应急厅副厅长

匡建军　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

成员由省公安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应急厅、省国家安全

厅、东方环球 (昆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

人员组成.

负责交易会期间的安全保卫、票证印制发放管理、场馆安全

秩序维护及社会治安综治维稳、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七)综合保障组

组　长:王喜良　昆明市市长

副组长:周红斌　昆明市副市长

柳明林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督查专员

王　勇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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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蜀昆　省商务厅副厅长

许勇刚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杨　柱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徐自忠　昆明海关副关长

任晓光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

赵　宇　省通信管理局一级巡视员

高孟平　云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

成员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昆明海关、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省通信管理局、云南电网公司,昆明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

局,东方环球 (昆明)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

人员组成.

负责昆明市的市容、市貌及交通状况整治,做好机场、场馆

周边及城市主要道路氛围营造工作;负责宾馆饭店、商场、出租

车等窗口行业的治理整顿;负责参展物资的通关、监管以及交易

会期间通信、供水、供电、供气等保障工作;负责交易会食品卫

生安全、疫病防控、展馆及大型活动现场医疗急救等工作;负责

交易会期间的交通管制、道路保通、消防、停车场管理以及维持

展场内外秩序等工作;协调、组织好昆明市各主要景区 (点)的

参观考察和接待服务保障工作.

各州、市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相应工作机构,负责本州、市旅

游市场秩序综合整治,营造良好氛围;组织协调本州、市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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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企业参展布展、宣传推介等工作;做好海内外贵宾及买家线

路考察的组织接待、服务保障等工作.

—４１—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