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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介绍大会介绍

世界遗产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政府间组织，成立于 1976 年 11

月。它由 21 个成员国组成，负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的实施。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决定哪些遗产可以录入《世

界遗产名录》，对已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本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21 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 , 巴林 , 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 , 巴西 , 中国 , 埃及 , 埃塞俄比亚 , 危地马拉 , 匈牙利 , 

吉尔吉斯斯坦 , 马里 , 尼日利亚 , 挪威 , 阿曼 , 俄罗斯联邦 , 圣基茨和

尼维斯 , 沙特阿拉伯 , 南非 , 西班牙 , 泰国 , 乌干达。主席团共 7 人，

包括主席、报告员和五名副主席。本届主席团构成为：主席田学军先生，

报告员 Miray Hasaltun Wosinski 女士，以及分别来自巴林、危地马

拉、匈牙利、西班牙、乌干达的 5 名副主席。

第 44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简称世界遗产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主办，东道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办。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

国际旅行限制，大会在福州设立主会场，以线上为主方式举办。中国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 44 届世

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先生将在福州主持会议。

大会会期为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31 日，7 月 20 日休会一天。委员

会全体会议将从 7 月 17 日开始，每日 17 时 30 分至 21 时 30 分（北

京时间）举行；主席团会议将于 7 月 16 日 21 时至 22 时以及 7 月

18 日至 30 日每日 17 时至 17 时 30 分（北京时间）举行。



大会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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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7 月 5-9 日 18:00-21:0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6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7 月 7-13 日 18:00-21:0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4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7 月 15 日 20:00-21:30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

7 月 16 日

16:15-16:50 中庚喜来登酒店 福建省领导会见

16:55-17:50 中庚喜来登酒店 福建省、福州市政府欢迎
晚宴

19:00-20:30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歌剧院 开幕式

21:00-22:0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席团会议

7 月 17 日

9:00-9:30 梁厝 1 期地块 “世遗林”植树活动

14:00-17:00 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参观考察

17:30-21: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委员会全体会议

20:00-21:30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

大会日程安排大会日程安排

* 部分活动仅限特定邀请对象参加，以上信息如有变动，以现场安排为准。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7 月 18 日

17:00-17: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席团会议

17:30-21: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委员会全体会议

20:00-21:30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

7 月 19 日
17:00-17: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席团会议

17:30-21: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委员会全体会议

7 月 20 日
8:30-15:30 永泰嵩口历史文化名镇 参观考察

20:00-21:00 台江旅游码头 闽江夜游

7 月 21-30 日
17:00-17: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主席团会议

17:30-21:30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委员会全体会议

7 月 31 日

17:30 起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委员会全体会议

大会
结束后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多功能厅 闭幕式



场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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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一层平面图Plan Floor 1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会议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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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二层平面图Plan Floor 2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二层会议室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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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四层平面图Plan Floor 4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四层会议室平面图



参会签到

现场签到地点

现场注册中心开放时间

现场签到流程

代为签到、证件领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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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签到参会签到

现场签到地点 

现场注册中心设置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西侧篷房，将为参会人
员提供签到、证件和物料领取及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
                                                                                                                                                                                                                                      

现场注册中心开放时间 

7 月 15 - 16 日 8:00-24:00

7 月 17 - 31 日 10:00-21:00 (7 月 20 日不开放）

现场签到流程 

参会人员需持本人注册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及注册成功邮件，经核
验后签字确认，领取参会证件。同时，会议报到时需出示健康码，健康
码为绿码且健康状况无异常方可办理报到手续。签到完成后，参会人员
可乘坐现场注册中心至官方指定酒店的大会班车前往下榻酒店。

如出现证件丢失、更换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前往现场注册中心信息
咨询窗口寻求帮助。
                                                                                                                                                                                                                                      

代为签到、证件领取流程 

由于会议安保级别较高，为保证证件能够准确有序的发放给参会人员，
代领人需携带公函、本人身份证件前往现场注册中心办理证件领取手
续。在证件发放区完成嘉宾签到并签字确认，提交代领人公函至工作
人员处留存后，方可领取该嘉宾证件。



会场服务

会场

会议期间交通安排

住宿酒店

 用餐服务

医疗服务和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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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服务会场服务

会场

大会主会场为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会展岛。

开幕式场馆为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位于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东大
道。

                                                                                                                                                                                                                                      

会议期间交通安排

会间接驳

提供会议活动场地与大会指定酒店间的摆渡巴士 ,

具体参见酒店大堂乘车处指示牌。

送机、站

提供各大会指定酒店发往机场、火车站的摆渡巴士。

服务时间

7 月 17 日 7:00-22:00

7 月 18 日 7:00-14:00

每 30 分钟一班。

7 月 19 - 31 日 7:00-22:00

8 月 1 日 7:00-16:00

每一小时一班。
请嘉宾提前到酒店内的大会服务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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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酒店

为世遗大会参会嘉宾安排 2 家酒店住宿，分别是中庚喜来登酒店、中
庚聚龙酒店。

嘉宾在注册中心完成签到后，工作人员将告知入住酒店。嘉宾乘坐摆
渡车到达酒店后，凭本人身份证件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或由陪同人员
持嘉宾身份证件到酒店前台代为办理入住。

嘉宾保障酒店地址：

中庚喜来登酒店地址：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 23 号

中庚聚龙酒店地址：福州市仓山南江滨西大道 203 号

酒店咨询台

中庚喜来登酒店和中庚聚龙酒店将设咨询服务台，提供相应配套服务，
包括食宿保障、交通保障、医疗保障及会务咨询。
                                                                                                                                                                                                                                      

用餐服务

此次活动嘉宾的餐饮安排在各住宿酒店。

中庚喜来登酒店

地点：负一层盛宴西餐厅  时间：

早餐 7:00-9:30   

午餐 11:00-13:30  

晚餐 16:30-19:00

中庚聚龙酒店

地点：负一层香汇西餐厅  时间：

早餐 7:00-9:30    

午餐 11:00-13:30  

晚餐 16:30-19:00

嘉宾可在办理酒店入住手续后领取餐券，根据餐券在指定时间到酒店指
定地点用餐。

                                                                                                                                                                                                                                      

医疗服务和疫情防控

1. 参会人员按照要求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和开幕式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

2. 参会人员会议期间落实好自我防护，所有室内会议活动均须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保持防控安全距离，加强自我健康监测，每日定时于大
会 APP 提交健康信息，有异常健康状况及时向大会筹备办报告。

3. 大会现场、接待酒店设有医疗点 , 配备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应急服务。

4. 积极履行自我异常症状报告职责。个人出现任何不适症状，第一时
间和驻点医护人员取得联系。

5. 积极配合大会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会场服务会场服务



媒体服务

新闻中心

新闻发布厅

新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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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服务

新闻中心 

位于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 104，是为媒体提供的工作场所。在此，
媒体人员可使用互联网和打印机。
                                                                                                                                                                                                                                      

新闻发布厅 

位于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层 102 室
                                                                                                                                                                                                                                      

新闻材料 

会议网站 https://www.44whcfuzhou2021.cn/cn.shtml（中文版）和
https://whc.unesco.org/en/sessions/44COM（英文版）将提供大会
的正式新闻稿、照片和观看现场直播。新闻稿和照片将定期更新并供下
载。

主要活动安排

 开幕式

“世遗林”植树活动

 闭幕式

 边会

 展览展示

参观考察

《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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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

时间

7 月 16 日（星期五）19:00-20:30
                                                                                                                                                                                                                                      

地点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歌剧院
                                                                                                                                                                                                                                      

活动介绍

开幕式包括领导致辞和文艺演出环节。
有关开幕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live.44whcfuzhou2021.cn

“世遗林”植树活动

时间

7 月 17 日（星期六）9:00-9:30
                                                                                                                                                                                                                                      

地点

梁厝 1 期地块
                                                                                                                                                                                                                                      

活动介绍

“世遗林”植树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凸
显本届大会“绿色世遗”理念。植树区总面积约 15 亩，种植榕树和山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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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

时间

7 月 31 日（星期六）晚上 （大会结束后，约 30 分钟）
                                                                                                                                                                                                                                      

地点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多功能厅
                                                                                                                                                                                                                                      

活动介绍

闭幕式议程以现场安排为准。

面向未来的世界遗产教育
                                                                                                                                                                                                                                      

主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
                                                                                                                                                                                                                                      

承办单位

UNESCO 亚太地区世界遗产研究与培训中心
                                                                                                                                                                                                                                      

日期

7 月 17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3

边会

*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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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会边会

*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世界自然遗产与生物多样性：滨海候鸟栖息地的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承办单位

盐城市人民政府、天合公益基金会
                                                                                                                                                                                                                                      

协办单位

福建省林业局、福州市林业局
                                                                                                                                                                                                                                      

日期

7 月 17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1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

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指导单位

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
                                                                                                                                                                                                                                      

日期

7 月 17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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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会边会

*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中非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建设
                                                                                                                                                                                                                                      

主办单位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优先和对外关系部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承办单位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国家遗产中心
                                                                                                                                                                                                                                      

日期

7 月 19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1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的研究与保护
                                                                                                                                                                                                                                      

主办单位

国家文物局
                                                                                                                                                                                                                                      

承办单位

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指导单位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日期

7 月 18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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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会边会

*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空间技术助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主办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
                                                                                                                                                                                                                                      

日期

7 月 19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3

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护地协同保护
                                                                                                                                                                                                                                      

主办单位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承办单位

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协调委员会、中国丹霞世界自然
遗产专业保护委员会、天合公益基金会
                                                                                                                                                                                                                                      

协办单位

福建省林业局、湖南省林业局、重庆市林业局、福州市林业局
                                                                                                                                                                                                                                      

日期

7 月 26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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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会 展览展示

展览时间

 7 月 16 - 31 日
                                                                                                                                                                                                                                      

地点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歌剧院外厅
                                                                                                                                                                                                                                      

介绍

本次展览共分为“全球世界遗产风采”、“世界遗产在中国”、“世界遗产
在福建”三个部分。

展览以“人文世遗”、“数字世遗”、“绿色世遗”为原则，体现世界遗产的“人
文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展示世界遗产的风采和人类积极主动的保护
行动。

“全球世界遗产风采”展区：
展示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风采。
“世界遗产在中国”展区：
融合极具中国特色的元素，向世界展现我国在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机制
建设、保护实践创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探索
与成就。 
“世界遗产在福建”展区：
融合福建、福州的地方特色元素，展示福州的文化遗产保护、福建的世
界遗产和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项目的风采。

* 以上边会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世界遗产引领作用”的回响 - 从福州到喀山的遗产保护实践
                                                                                                                                                                                                                                      

主办单位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

                                                                                                                                                                                                                                      

承办单位

福州市人民政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日期

7 月 28 日
                                                                                                                                                                                                                                      

时间

15:30-17:00  90 分钟
                                                                                                                                                                                                                                      

地点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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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考察参观考察

参观考察线路：
序号 主要线路

6 冶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唐代马球场遗址、镇海楼，总时长 2 小时）

7 于山风景名胜公园（戚公祠、炼丹井、状元峰、总时长 3 小时）

8
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烟台山公园、闽海关税务司官邸、爱国路

2 号，总时长 3 个小时）

9
乌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乌山亭、摩崖题刻、道山亭、黎公亭、石林

景区、先薯亭、清王壮愍公祠  时长 2.5 小时）

10
嵩口历史文化名镇（古渡口、民俗馆、鹤形路、龙口厝、黎照居，

总时长 3 小时）

参观考察主要线路介绍可查看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文化参观版块：
https://www.44whcfuzhou2021.cn/cn/culturaltours.html

线上预约方式 

通过东道国官网预约

网址：https://www.44whcfuzhou2021.cn/
                                                                                                                                                                                                                                      

线上预约时间 

2021 年 7 月 14 日 00:00 至 7 月 30 日 00:00 前截止（参观考察需至
少提前 1 天登录个人中心预约）
                                                                                                                                                                                                                                      

参观考察线路：
序号 主要线路

1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严复故居、小黄楼、水榭戏台、省非遗博

览苑，总时长 3 小时）

2
中国船政文化景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罗星塔公园，总时长

3 小时）

3
闽江夜游（途经：台江码头、闽江大桥、泛船浦教堂、台江万达金

融街 3D 灯光秀、花海公园、过鼓山大桥后折回，总时长 1 小时
10 分钟）

4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尚书庙、永德会馆、罗氏绸缎庄、曾氏祠堂，

总时长 3 小时）

5
鼓岭旅游度假区（宜夏别墅、加德纳纪念馆、鼓岭老街，总时长

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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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坊巷》沉浸式演出

时间

7 月 15 日、17 日、18 日，20:00-21:30
                                                                                                                                                                                                                                      

地点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
                                                                                                                                                                                                                                      

活动介绍

世遗大会期间在三坊七巷推出沉浸式互动演艺节目 , 邀请知名主持人杨
澜担任观演导游大使。节目以闽都文化为基石，结合闽剧表演、非遗展示
等手法，采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在三坊七巷北口牌坊、风雨廊、水榭
戏台、光禄吟台等场景开展沉浸式演绎，向嘉宾充分展示福州及三坊七
巷历史人文魅力。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 演出信息如有变更，以现场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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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时间

2021 年 7 月 5-9 日 (5 天主题议程 / 每天 3 小时 , 18:00-21:00 北京时
间 )
                                                                                                                                                                                                                                      

地点

线上平台为主 , 论坛 zoom 平台由福州提供，中方参与人员在福州海峡
国际会展中心 406 室参与会议。
                                                                                                                                                                                                                                      

主办方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青年教育
项目）
                                                                                                                                                                                                                                      

承办方

福州市人民政府
                                                                                                                                                                                                                                      

论坛主题

世界遗产和可持续生计
                                                                                                                                                                                                                                      

介绍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是世界遗产教育计划（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的旗舰活动之一。在这个促进跨文化学习与交流的平台上，
青年专家和遗产专家汇聚一堂，探讨共同关切，发掘自身在遗产保护领
域的新角色。该论坛将聚焦遗产对社会和人民生计的重要性，探索其在
实现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方面的巨大潜力，以助力人类社会在
各方面均实现可持续生计。

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World Heritage
Young Professionals Forum

FUZHOU, CHINA 2021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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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时间

2021 年 7 月 7-13 日 (5 天主题议程 / 每天 3 小时 , 18:00-21:00 北京时
间 )
                                                                                                                                                                                                                                      

地点

线上平台为主 , 论坛 zoom 平台由 ICCROM 提供，中方参与人员在福州
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04 室参与会议。
                                                                                                                                                                                                                                      

主办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方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UNESCO 世界遗产中心、ICCROM-
IUCN 世界遗产领导力项目
                                                                                                                                                                                                                                      

承办方

福州市人民政府
                                                                                                                                                                                                                                      

论坛主题

世界遗产治理——做好管理变化与延续性的准备
                                                                                                                                                                                                                                      

介绍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于 2017 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的第 41 届世界遗
产委员会大会上创立，至今已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的固定组成部分
之一。为实现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OUV）更有效的保护，提高遗产
管理者对世界遗产决策过程的认识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本年度
的论坛旨在继续为国际领域的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赋能。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FUZHOU, CHINA 2021

World Heritage 
Site Managers’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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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距市中心约 55 公里。拥有福州火车站和福州南站两大火车站。地铁 1 

号线呈南北走向，串联福州火车站和福州南站。地铁 2 号线呈东西走向，与 1 号线在南

门兜站换乘。福州市内主要的长途汽车站有 3 个。

气候

福州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夏季以晴热天气为主，7 月平均气温为

29-30℃，气温较高，建议穿着清凉透气的衣物。紫外线强度为强量级，户外活动需采取

防晒措施。敬请通过关注“福州气象”官方微博、微信等途径获取最新的天气预报。

语言

福州当地语言是中文，前台工作人员会说英语。

时间

福州当地使用北京时间（比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早 8 小时）。

通信网络

本地的通讯服务稳定可靠，2G、3G、4G、5G 制式手机均可使用。多数手机可以在不同

设置模式下使用多个网络的漫游服务。拨打长途电话可通过国际直拨电话拨打或通过接

线员接转电话拨打。多数酒店均可提供电传和传真服务。

电源

电源是 220 伏特、50 赫兹，使用两插或三插电源插头，在使用电器前请检查。

福建简介

福建，简称“闽”，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东隔台湾海峡与台湾省相望。陆域东西最宽约

480 千米，南北最长约 530 千米。全省大部分属中亚热带，闽东南部分地区属南亚热带。

土地总面积 12.4 万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13.6 万平方千米。陆地海岸线长达 3752 千米，

居全国第二位；海岸线曲折率 1:7.01，居全国第一位。森林覆盖率居全国首位。

福州简介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建城于公元前 202 年，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是首批 14 个对外

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海上丝绸之路门户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三片区

之一。福州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福州市具有典型的古城风貌，

闽江穿城而过，市内有三山（乌山、于山、屏山），成为“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独

特城市。又因九百多年前就遍植榕树，“绿荫满城，暑不张盖”，故又有“榕城”的美称。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简称海峡会展中心）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会展岛上，占地面积

67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4.06 万平方米，建筑综合体布局呈“V”字形，由会议中心连

接左右各两个展馆组成，是国内目前单体面积最大的展馆之一，展览会议场地综合面积

在国内居于前位。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位于三江口片区，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历时 3 年建造。以

福州市花茉莉花为造型，每个“花瓣”是一个功能厅，分别为 6 个电影厅的影视中心、

艺术博物馆、1000 座的音乐厅、1600 座的歌剧院、700 座的多功能戏剧厅。花瓣间由一

片巨大的广场相联通，江畔另设 3 座花瓣形观景平台，极具梦幻效果。

本地服务信息本地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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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要活动联系人本地服务信息

紧急电话号码

警察 :110   火警 :119   急救 :120

药房

在福州，您可以在药房直接购买到非处方药，如您要使用法律规定的处方药，必须由医

生开具相关处方。

禁烟区

福州所有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吸烟通常限定于户外。

志愿者服务

本届世遗大会志愿者，面向在榕高校学子和社会招募选拔共两百余名，分布于海峡国际

会展中心、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及各指定酒店，为世遗大会提供礼仪接待、媒体服务、注

册咨询、会务保障、展务保障、酒店保障和综合保障等志愿服务。

序号 主要活动 姓名 组别 联系电话

1 开幕式

周  兰 综合协调组 15960029679

陈娇贞 综合协调组 13906903570

陈  甦 注册与数据服务组 13799365663

郑美玲 宣传报道组 13559193926

2 闭幕式

周  兰 综合协调组 15960029679

黄  颖 综合协调组 18558711011

陈  甦 注册与数据服务组 13799365663

黄  群 宣传报道组 15960163626

3
主席团会议
委员会会议

谢丽航 会议工作组 13705942795

谢  晖 会议工作组 13666051191

4 边会
吴晓玲 会议工作组 13850175130

吴  甦 会议工作组 13705061207

5 官网
翁  沂 注册与数据服务组 15059449472

官  爽 注册与数据服务组 15059451473

6 翻译及外宾接待
王建平 外事礼宾组（口译） 13509369003

潘东晖 外事礼宾组（笔译） 1380952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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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要活动联系人大会主要活动联系人

序号 主要活动 姓名 组别 联系电话

11 后勤保障

林彬 后勤保障组
（闭幕式晚宴） 18065075888

戴凌宇 后勤保障组
（交通保障） 13906926116

周子涵 后勤保障组
（交通保障） 13811120231

何兴 后勤保障组
（机场迎送） 13799334567

朱晓理 后勤保障组
（火车站迎送） 13905000862

陆玉丽 后勤保障组（喜来
登酒店食宿保障） 13950392704

陈煌 后勤保障组（聚龙
酒店食宿保障） 13489147610

高聪 后勤保障组
（快餐保障） 13178116242

张桂英 后勤保障组
（茶歇保障） 13799971789

黄欣 后勤保障组
（食品安全） 13685007708

唐焱辉 后勤保障组（特种
设备保障） 18150792180

12 安保维稳
陈  宇 安保维稳组 13400576099

陈梓辛 安保维稳组 18159199559

13 志愿服务
刘  伟 志愿服务组 13405912168

李裕天 志愿服务组 13859010102

序号 主要活动 姓名 组别 联系电话

6 翻译及外宾接待
陈彬霖 外事礼宾组

（礼宾接待） 13859083349

朱冬梅 外事礼宾组 13705073353

7 宣传报道
黄  群 宣传报道组 15960163626

林君彦 宣传报道组 13600864990

8 展览展示
翁洁铃 展览展示组 13960914376

刘  峥 展览展示组 13860626363

9
场馆保障
（电力及
网络等）

何  平
（海峡会展

中心）
场馆提升组 13305013720

林向前
（海峡艺术

中心）
场馆提升组 13405906316

10 世遗林

黄  颖 综合协调组 18558711011

张溪昌 综合协调组 13950392991

林建军 古厝集团 13960776444

周永恒 古厝集团 13635287521

11 后勤保障

邓先启 后勤保障组联络员 13860675699

石琰 后勤保障组联络员 15980233295

林丽婷 后勤保障组
( 开幕式晚宴） 1596002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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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要活动联系人

序号 主要活动 姓名 组别 联系电话

14 医疗保障

陈剑峰 医疗保障组 13950253777

陈友轩 医疗保障组 13559195631

杨世达 医疗保障组 13313783526

15 参观考察

洪晓煜 参观考察组 15960185998

鄢榕华 参观考察组 13625088515

杨海宏 参观考察组 13705074275

16 沉浸式演出
洪晓煜 参观考察组 15960185998

陈锦芳 古厝集团 13960982112

17
世界遗产青年论
坛 / 世界遗产管

理者论坛

舒伟涛 论坛工作组 18046066818

杨卡 论坛工作组 13665060163

程丹 论坛工作组 13860625372

林楚 论坛工作组 13509337835

郑榕琛 论坛工作组 13850121997

叶凌凌 论坛工作组 15080492338

祁晓熳 论坛工作组 17750411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