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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会员参加 4.18 国际古迹遗址日“文化遗产与

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的通知 
 

 

协会各团体会员单位、个人会员： 

为响应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2017 年 4.18 国际古迹遗址

日“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这一主题，面向社会公众宣传

普及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探讨文物保护与可持续旅

游双赢的理念和策略，由协会主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江

门市旅游局承办、广东省文物局为支持单位、今日头条为支

持媒体的“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将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怀士堂（广州市海珠区

新港西路 135 号）召开。会议邀请国内文化遗产与旅游方面

的高层专家，通过主题报告和专家对话沙龙的形式共同探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鼓励会员积极参加此次活动。 

 

附：会议通知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17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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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 

会议通知 

 

一、背景与目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简称 ICOMOS）1965 年成立于波兰华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专业咨询机构。1983 年联合国教科文第 22届大会通过将每年的 4月

18 日定为 ICOMOS“国际古迹遗址日”。 

2017年，联合国大会宣布 2017年为国际“可持续旅游促进发展”

年，推进旅游业通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17个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在此背景下，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定为“文

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 

为响应这一主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组织召开“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高峰论坛，召集国内顶级专家共

同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面向社会公众宣传普及遗

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会议主题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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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承办单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江门市旅游局 

支持单位：广东省文物局 

支持媒体：今日头条·下一站传媒 

 

四、会议概述 

（一）论坛形式 

（1）主题报告 

（2）专家对话沙龙 

（二）会议地址：中山大学南校区怀士堂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号） 

（三）会议时间：2017 年 4月 18 日 

（四）参会对象：文化遗产、旅游管理院校师生、科研人员，文化遗

产旅游地经营管理者，文物、旅游行政管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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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议程计划 

2017 年 4 月 18 日（周二） 

8:30-9:00 嘉宾及与会人员签到 

9:00-9:05 主持人开场，介绍到场嘉宾（主持人：郑军，中国

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处处长） 

9:05-9:10 童明康致辞（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理事长、研究员） 

9:10-9:15 龙家有致辞（广东省文物局局长） 

9:15-9:20 中山大学校领导致辞 

9:20-9:30 论坛开幕仪式：嘉宾书法题字 

主题报告 主持人:张朝枝（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9:30-10:00 

 

主题报告 1：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旅游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

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10:00-10:30 

 

主题报告 2：村镇型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商业化问

题 

（保继刚，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旅游学

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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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0 

 

主题报告 3：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去和未来 

（柴晓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11:00-11:30 

 

主题报告 4：书法景观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张捷，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11:30-12:00 

 

主题报告 5：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博物馆与遗产旅

游 

（安来顺，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

会秘书长） 

12:00-12:05 午歇，主持人介绍下午议程 

12:30-14:00 工作午餐（自助餐形式） 

14:30-14:40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柴晓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院长） 

14:40-15:10 

 

主题报告 6：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的双赢－以敦煌

为例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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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40 

 

主题报告 7：中国文物旅游的特点及发展评价 

（苏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

副主编） 

15:40-16:10 

 

主题报告 8：开平碉楼托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邝积康，广东省江门市旅游局局长） 

16:10-16:25 茶歇 

16:25-18:10 
专家对话沙龙: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协调共

赢 

18:10-18:30 主持人活动总结，闭幕 

18:30-19:3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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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家简介 

吕舟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

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建

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

圆明园学会副理事长。一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

研究和实践工作，主持大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规划、保护设计工作。 

 

报告题目：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旅游 

 

 

保继刚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旅游学院院长、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旅游教育分会会长，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测中

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世界旅

游组织专家委员会、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

员，《旅游论坛》特邀主编、《地理科学》副主编、

《人文地理》副主编，多个国内外顶级期刊编委。主

要研究旅游地理和旅游规划、旅游地理学基础理论、

资源定量评价等。 

 

报告题目：村镇型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商业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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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研究馆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多年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及考古学研究，负责文物保护、

考古等方面的业务管理及研究工作。主持或参与长城

资源调查、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

研究”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项，发表论著数十

篇部。 

 

报告题目：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去和未来 

 

 

张捷 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中国

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旅游管理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旅游休

闲与全球变化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地质学会洞

穴委员会副主任，《Tourism Geographies》编委，美

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名誉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

业委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

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信息地理和书法地理、旅游景

观，遗产旅游，声景观等。 

 

报告题目：书法景观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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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来顺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 

 

研究馆员，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

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博物馆》杂志编委会

副主任，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

授。多年从事文化遗产、博物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报告题目：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博物馆与遗产旅游 

 

 

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研究馆员，敦煌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中国

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亊长，第八、九、十、

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亊敦煌石窟考古、保

护和管理工作。 

 

报告题目：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的双赢－以敦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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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副主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

社副总编辑，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评审专家组委员。主

要研究人口、资源、环境政策中的保护地、环境与健

康等综合性较强的领域。主持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研究、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研究、主体功能区划

相关资源环境战略研究等课题，完成全国人大和国务

院法制办交办的立法修法咨询四十余项。 

 

报告题目：中国文物旅游的特点及发展评价 

 

 

邝积康 广东江门市旅游局局长 

 

广东省江门市旅游局局长，曾任开平碉楼申报世

界遗产办公室副主任、开平市旅游局长、开平碉楼旅

游发展公司总经理。2009 年因在碉楼申遗工作中的突

出贡献被省政府记一等功。 

 

报告题目：开平碉楼托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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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会嘉宾名单 

序号 职务 姓名 所在地区 

1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

会理事长、研究员 
童明康 北京 

2   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 刘洋 北京 

3   广东省文物局局长 龙家有 广东 

4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柴晓明 北京 

5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 上海 

6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博物馆协会秘

书长 
安来顺 北京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

副主编 
苏杨 北京 

8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

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吕舟 北京 

9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

长 
保继刚 广东 

10   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张捷 南京 

11   广东省江门市旅游局局长 邝积康 广东 

12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馆长 华峰林 福建 

13   《世界遗产》杂志社  北京 

14   《遗产与保护》杂志社  北京 

15   《今日头条》媒体  广东 

16   中国文物报  北京 

17   中国旅游报  北京 

 

  





温馨提醒 

 

根据中山大学相关规定，从 2017年 4月 10起加强校园出入管理，请参会者

提前自行打印邀请函，持邀请函出入校园参加本次论坛。驾车参会者请提前三个

工作日将车牌号和入校时间发给会务联系人（梁世谦 13265339239）。 

 

会场指引地图 

 

会场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怀士堂（小礼堂） 

可选路线：南门-怀士堂（小礼堂）、北门-怀士堂（小礼堂）、东门-怀士堂（小

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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