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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2018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论坛”）自2012年首办至今，已经成为 
汇聚世界领袖、旅游部长、国际商业翘楚和顶尖旅游业专家的年度
盛事。“论坛”是首个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出发，审视全球旅游 
经济形势的高端交流合作平台，致力推动公私营合作，以开创旅游 
宣传、投资和合作机遇。

2016年底，“论坛”的成效及贡献获李克强总理点名表示认同及肯定， 
支持澳门特区每年举办“论坛”更成为十九项中央政府提出的惠澳措施
之一。在澳门迈向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过程中，“论坛”一直为特区 
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及推动作用。

作为「2018中国－欧盟旅游年」官方合作伙伴，「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将
迎来欧洲联盟（「欧盟」）为于2018年10月23至24日在澳门举行的第七届 

「论坛」的伙伴地区，向当今全球增长最快和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 
中国，推介欧盟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产品。今届「论坛」以「新时代战略伙伴 
新动力互利共赢」为主题，持续发挥务实的旅游交流平台作用;通过举办一系
列主要活动，包括路演，组织代表团出访，以及为期两天，涵盖主题发言及讨论 
环节，双边会谈，商务配对，展览，工作坊和文化联谊活动的「论坛」，致力推动 
中国和欧盟国家，就增加中欧旅客流，展开高层次对话;以增进欧盟国家对访欧 
中国旅客的了解，并提升中国和欧盟在旅游及相关经济领域的合作。

此外，2018年“论坛”也迎来广东省作为主宾省，聚焦拥有超过6,800万人口、本地 
生产总值高达1.39万亿美元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响应中央政府发展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规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转向整体发展效率的提升，并让广东省九个城市、 
香港和澳门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2018中国—欧盟旅游年」官方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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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旅游和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欧盟”）由28个成员国组成，在2017年 
成为亚洲区外第二大最受中国出境旅客欢迎的目的
地。去年，欧盟区吸引了超过600万中国旅客，同比 
增长达65%。中国旅客对欧洲的建筑和博物馆、个性
化旅游体验兴趣日浓，更乐于发掘仍鲜有中国旅客 
到访的欧洲旅游目的地。

中国和欧盟之间增加签证便利和航班连接，持续推动
未开发目的地的旅游交流。签证便利化协议讨论已在
2017年5月启动，未来更多中国城市将增设欧盟国家
签证申请中心。 

此外，中国和欧盟正就扩大现有的双边航空协议展
开讨论，势将增加两个地区的航班交通连接和联系， 
让每家欧盟航空公司从这次合作中受益。目前欧盟和
中国之间有150条不同航线，每月提供2,500个航班，
欧盟将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吸引新老中国旅客到访， 
寻求新体验。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东省的九个城市、香港和澳门 
两个特区组成的大都会；是由中国中央政府为进一
步提升该地区整体经济效益和生产力而倡议建设的 
城市群。现时，粤港澳大湾区的本地生产总值高达
1.39万亿美元，是世界第四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中，包括了广州、深圳、 
澳门和香港等主要经济枢纽，以及珠海、佛山、中山等
高速发展城市。各市的综合经济增长和合共6,800万
人口，将形成全球最大的中国出境旅客市场。

大湾区内的区域基建和交通连接发展，亦将带动出境 
和境内旅游需求。2018年竣工的港珠澳大桥就是 
一个例子；这条全长55公里的大桥将为该区将带来 
庞大的贸易、投资和旅游机遇。澳门作为历史悠久的
中西文化交汇中心，又是国家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閒
中心”的国际旅游城市，定将协助促进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成为主要的中国出境引擎和入境旅游目的地。



 

83个

8000+人

2012 2013 2014

影响全球旅游业的盛会
自2012年首办至今,世界旅游经济
论坛已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最受瞩
目的旅游业盛事,广获政府和企业
领导者所参与。

增长驱动增长：
旅游与经济发展的 
互惠互动

前瞻性思考的旅游业界交流平台

促进经济活力：
放眼旅游产业

伙伴国家/地区
葡萄牙
西班牙

合作中国省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
海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海上丝绸之路 －  
由澳门出发

伙伴国家/地区
哈萨克斯坦

合作中国省区
江西(主宾省) 
福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山东

6年内出席人数

国家及地区出席



 

83个
437位

105个 4170万美元

10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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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一带一路 －
释放文化旅游经济 
新动力

伙伴国家/地区
太平洋联盟
( 智利、哥伦比亚、 
墨西哥和秘鲁)

合作中国省区
浙江(主宾省)
福建
天津

区域合作互联互通  
旅游经济共商共建

伙伴国家/地区
中东欧十六国

主宾省
贵州

消费的蜕变 － 
构建旅游经济新蓝图

伙伴国家/地区
法国

主宾市
北京

中国市政代表及
30个内地省市代表团

世界知名讲者，包括政府
高层代表、知名企业首席
高管及学术权威等出席

国际媒体价值

中外记者及媒体伙伴到场
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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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节目表(暂定)
官方指定场地： 美獅美高梅, 澳门

2018年10月22日
- 代表抵达及注册
- 实地考察港珠澳大桥 (*须预先登记)

2018年10月23日
- 论坛2018开幕典礼
- 专题环节及主题致辞:
 - 2018年合作地区介绍－欧洲联盟
 -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合作环节：面对面，部长与各界私营首席执行官对话
 - 欧盟/中国会议
- 欢迎晚宴（*只限获邀参会嘉宾）
- 论坛展览 暨 商务配对

2018年10月24日
- 专题环节及主题致辞：
 - 大湾区环节
 - 支持单位环节
 - 2018年主宾省介绍－ 广东
- 闭幕典礼
- 论坛展览 暨 商务配对

2018年10月25日
澳门世遗精选游(*须预先登记）



安德烈‧乔丹集团  首席执行官   吉尔伯托‧乔丹
美国运通集团   前全球商务旅游服务总裁   白施礼
悦榕酒店及度假村  首席执行官   亚毕德‧巴特
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毅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总裁   于宁宁
萧邦    联席总裁兼艺术总监   卡罗琳‧薛佛乐
Club Med   总裁   亨利‧吉斯卡‧德斯坦
佳士得亚太区   主席   高逸龙
携程旅行网   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范敏
DFS 集团    主席及行政总裁   邵峰立
迪拜控股   旅游及酒店主管   罗乐思
杜布罗夫尼克之珠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维琴科‧布拉加伊奇
欧洲通    首席执行官   霍迪华
阿提哈德航空公司  国际事务副总裁   维杰‧庞罗沙密
复星国际   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梁信军
巴黎机场管理局   执行副总裁及首席客户官  劳雷‧波美
Grupo Security 集团  董事局主席   弗朗西斯科‧茜尔瓦‧茜尔瓦
海航旅游集团   董事长   张岭
仲量联行   酒店及旅游部主席   贺德铭
佳天美（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山崎道德
瑞士旅业集团   首席执行官   彼得‧迈耶
波兰航空公司   首席执行官及管理董事会主席    拉法尔·米尔卡斯基
蚂蚁短租   首席执行官   申志强
美利亚酒店集团   市场销售及亞太区执行副总裁   路易斯‧德尔奥尔莫
去哪儿网   首席执行官   谌振宇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总裁   刘平春
信德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何超琼
Siam Piwat 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查塔堤‧查切库尔
塔特拉山度假村集团  董事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   博胡什．拉瓦提
赫兹集团   全球策略与企业发展高级副总裁   那仁‧斯里尼瓦桑
途易集团   名誉主席   米歇尔 弗伦策尔
猫途鹰    行业关系总监   海伦娜‧伊根
Value Retail Management  首席执行官   蒂萨‧宝莉

历届部分参会
旅游业界讲者
按公司英文名称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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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旅游部事务协调副部长   亚历杭德罗‧思嘉维
巴林  巴林文化及文物部部长   谢赫‧梅‧宾特‧穆罕默德‧阿勒哈利法
波斯尼亚和 对外贸易和经济关系部部长   米尔科‧沙罗维奇
黑塞哥维那 
柬埔寨   柬埔寨王国首相   洪森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商贸、工业及旅游部副部长   桑德拉‧霍尔德‧泰勒
克罗地亚  旅游部部长   达尔科‧洛兰钦
中国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   王钦敏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
法国  旅游部部长   马蒂亚斯‧费科尔
中国香港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匈牙利   外交及贸易部旅游事务部长专员    博罗什‧埃迈谢
伊朗  副总统兼文化遗产、手工艺品与旅游组织主席   马苏德‧苏里塔尼法尔
印尼  前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部长   冯慧兰
哈萨克斯坦 投资与发展部副部长   铁穆尔‧托卡巴耶夫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
中国澳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大会主席   何厚铧
中国澳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署特派员；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荣誉主席   叶大波
中国澳门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谭俊荣
墨西哥  墨西哥旅游发展局首席执行官   鲁道夫‧洛佩斯
缅甸   酒店旅游部部长   翁孟 
葡萄牙  旅游国务秘书   阿道弗‧努内斯
罗马尼亚 旅游部副部长   克里斯蒂娜‧约内拉‧塔蒂亚塔
南非  前旅游部部长   范‧肖克沃克
西班牙   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世界旅游经济论坛荣誉主席    

塔勒布‧瑞法依
塞尔维亚 贸易、旅游和电信部副部长   雷纳塔‧平索
阿联酋  杜拜政府商业暨旅游业推广处旅游发展及投资执行董事 
  尤瑟夫艾哈迈德‧卢塔赫
英国   英国旅游局主席   罗德里格斯
越南  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副部长   胡英俊

历届部分参会
部长及政府官员
按国家及地区英文名称顺序排列



作为国际旅游业界的年度盛事，论坛搭建了重要
的会议、展览及交流平台，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支援 
服务，包括宣传、推广、考察等等，让与会的旅游及 
相关业界持分者有机会跟各地的旅游及经济部长、
政府官员、投资者、金融机构和中外媒体交流，建立
联系，开拓创新业务合作。

论坛设有专业商务配对服务；于会期间为参展商
和参会者缔造洽商机会，撮合项目及投资者，开拓
新的业务及伙伴关系。服务对象包括旅游营运商、
投资者、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各种旅游相关的
组织。2017年，该服务成功组织了400场商务会议， 
为逾100家本地及海外企业缔结合作机会。

商贸及展览

商务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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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经济论坛
2018年10月23-24日，澳门

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每年邀请多个国家的旅游和经济部长，以及
极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决策者和学术界人士参与，共同探讨全
球旅游经济的趋势和发展，切勿错过这国际旅游业盛会。

登记及查询，请联络世界旅游经济论坛秘书处

澳门宋玉生广场398号中航大厦11楼
电话：+853 8296 3600  电邮：info@GTERC.org

赞助及媒体查询：
电邮：gteforum@mazarineap.com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以获得最新论坛动态及行业资讯

www.GTE-For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