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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CF 积极筹备香山峰会 构筑会员合作平台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自

2012年 9月成立至今，不断壮大发展，

目前已经拥有 88 个城市会员、47 个

非城市会员单位。本着服务会员的宗

旨，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

量,WTCF 打造了合作平台，让会员之

间能够互惠合作、相互推广、紧密联

系、深入交流。  

2012 年成功召开了首届世界旅游城市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后，会员间寻求合

作平台的愿望十分强烈。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与企业间合作的典范，城市会员美

国华盛顿同非城市会员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在 2014 年 6 月共同举办了北

京-华盛顿直飞航线的首航仪式，旨

在为两国旅客的出行提供了便利。

WTCF 正在不断地努力，希望为会员

们构筑一个能够共同探寻合作新模

式、新机遇的合作平台。 

本届峰会将于 2014 年 9 月 4 日至 5 日在北京丽维赛德酒店召开，来自世界

旅游城市联合会的会员，民航、旅游相关企业和媒体三个分会会员，联合会专家

委员会成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近 600 人将围绕“世界旅游城市：市场与合作”

主题进行讨论。 

为了更好地促进会员间的合作，峰会期间同时举办世界旅游城市巡展暨交易

洽谈会。交易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主要客源市场的国际知名旅行商，旨在促成

业界多方洽谈合作，推动“旅游出行链”产业融合发展。截止到目前，已经有

WTCF 动态 

 

积极构筑会员间交流平台 

国航北京-华盛顿航线首航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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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个国家和地区 82个城市（59个国际城市、23个国内城市）和 45个机构的 125

家会员注册参会。峰会期间，米兰、波士顿等 12 家城市会员单位将借助合作平

台推广宣传其旅游资源和产品。 

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在全球旅

游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下，

致力于走在旅游发展的最前沿，希

望借助新媒体的发展推动旅游资

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携手会员共

同探索旅游发展新模式。峰会期

间，联合会将推出新建的自媒体平

台。这是一个包括官方网站、杂志、会刊资讯和新兴媒体的跨媒介、多终端的综

合旅游服务平台。本届峰会期间,将会有 53个会员城市信息正式上线展示。在未

来的发展道路上，联合会将始终秉承推动旅游城市间相互交流合作、促进世界旅

游市场和旅游文化发展的宗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会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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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步伐 共创旅游发展新局面 

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群，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带动就业，而且与人们的日常

休闲保障息息相关。近年来，游客对出游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反映强烈，加快旅游

业规范化管理迫在眉睫。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即将发布的《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

市场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显示，中国公民出境游在 2013 年

达到 9818 万人次，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而客源群体主要为 30

岁左右的青壮年人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家，更多的是选择亲子类旅游项目。

然而除公共假期外的年假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出行计划。旅游不仅需

要经济条件的保障，也需要时间条件的保障。同时，签证门槛、语言障碍和人身

财产安全等问题也是阻挡游客出行的理由之一。 

WTCF 基于帮助会员城市更好地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搭建互动平台的目的，

提出的深度《报告》同样关注了行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报告》中为

会员们提出了建设性、指导性的建议，包括通过增加会员城市宣传中主渠道的多

语言信息版本，让入境游客更好地了解城市风貌、旅游信息、应急求助信息和特

色风俗等。WTCF 始终强调建立符合旅游业自身发展的规范，力求建立游客满意

通行通识通用的规范体系，希望通过《报告》的发布能为会员们带来参考性和借

鉴性的数据资料，从而促进旅游市场的健康、和谐、多元发展。 

规范化的市场环境是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依托，旅游业全球可持续发展虽然

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与挑战，但只要旅游行业从游客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国际

旅游业建立起合作的意识与交流的平台，并且从当下开始与相关行业密切合作，

旅游业这一阳光型可持续发展产业必将开创出新局面。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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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4UNWTO 奖公开申请启动 

日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开放了第十一届 UNWTO奖的公开申请程序，旨在

鼓励旅游业界中优秀的个人及组织，申请时间截止至2014年10月31日。2015年1

月28日在西班牙举办的 FITUR 马德里国际旅游交易会上公布评选结果并举办颁

奖典礼。（来源：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网） 

中国：香港将举办 2014 亚太游轮会议 

亚太游轮会议是亚洲游轮市场的顶级会议之一，向世界传达亚洲游轮业的声

音，将于2014年11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的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届时，皇家加勒比

游轮有限公司的代表将在会上发表开幕演讲。（来源：Cruise Shipping Events） 

新西兰：瞄准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市场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大陆一直是新西兰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客源国市场之

一，也是第二大客源国。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中国人正在成为新西兰旅游业的潜在

客户群体，据估计，截至 2017 年，新西兰将针对这些潜在客户开发约 5 百万美

元的项目，并将举办一系列的推广宣传活动。（来源： News.com） 

斯里兰卡：在英国启动出租车广告宣传活动 

“游览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旅游局启动的最新营销战略方案，并将在英国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三大城市进行官方旅游网站宣传。通过在三个城市中的

300辆出租车上布放宣传广告，推广斯里兰卡主要景点并宣传“2014年的斯里兰

卡，期待已久的旅程”的主题活动。（来源：Travel Daily News） 

泰国：启动“8月带母亲去旅行”宣传活动 

2014年8月12日泰国母亲节之际，泰国大城府旅游局举办了“8月带母亲去旅

行”大型旅游推广活动，以庆祝泰国诗丽吉王后诞辰。活动内容包括了复古老爷

旅游资讯 



 

5 

 

车展、美食集市、传统音乐表演以及传统技艺展示等。（来源：eTurbo News） 

法国：2013年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 

法国经济部下属的竞争、工业与服务业管理局以及法兰西银行8月11日发布

的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法国共接待外国游客8470万人次，为全球第一大

旅游目的地国。位列法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国分别是美国和西

班牙，去年接待外国游客数量分别为6980万人次和6070万人次。（来源：france24.com） 

墨西哥：2014年旅游业复苏 

由于担心旅游安全等问题，墨西哥的旅游业在过去几年里始终受到消极影

响，但是在2014年里出现明显的好转。墨西哥2013年接待了2370万名游客,较2012

年同比增加了18%。从墨西哥最大的旅游贸易展 Tianguis Turistico 的举办情况

来看,墨西哥旅游业正处于向好的复苏状况。（来源：The Yucatan Times） 

希腊：旅游业积极争取亚太市场 

对包括希腊在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来说，成功地吸引亚洲游客已经成为旅游

业发展的关键点。预计到2030年，全球旅游交通行业内超过50%的增长来源于亚

太地区，中国的出境游人数逐年攀升，游客普遍偏爱在2月、5月和10月等西方国

家旅游淡季出游，希腊方面正积极争取这一重要的客源市场。（来源：Neoskosmos.com） 

PATA：最新报告公示亚洲年轻游客理想旅游目的地 

亚太旅游协会（PATA）于2014年8月11日公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年轻旅客的

崛起》的报告，展示了年青一代如何促进旅游业的增长与发展，旨在探索他们如

何跨越国界去游历世界。来自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

印尼和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的近3000名15-34岁之间的游客参与了在线调查。 

（来源：亚太旅游协会-官网） 

 

 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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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2014游轮狂欢节  

2014年8月1日至3日举办的汉堡游轮狂

欢节，第二天就已经吸引了约35万观众前来

港口参观，盛况空前。8月1日的晚上，巡游

船队在汉堡市内水道中开展了丰富的活动，

并在8月2日晚间进行了船队游行，盛大的游

轮队伍被霓虹灯装点一新，盛大的烟火表演

将游行活动推向高潮。 

（来源：汉堡旅游局-官网） 

大连：庄河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顺利落幕 

2014中国庄河首届环英纳湖国际公路自

行车公开赛于2014年8月2日在美丽的英那河

水库边开赛，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比

利时、日本、韩国、俄罗斯、冰岛以及中国

的27支车队的312名赛手在比赛中分组角逐。

本届环湖赛沿英那河水库和转角楼水库绕圈

举行，每圈26公里，共有10余个爬坡点和急转点。作为中国北方最具成长力的生

态旅游城市，本次赛事的举行也为庄河这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休闲度假胜地

再添一抹亮色。（来源：大连旅游局-官网） 

惠灵顿：维萨惠灵顿特色美食街8月开幕 

新西兰地区最负盛名的美食节日，维萨惠灵顿

特色美食节于2014年8月15日至31日期间举办，惠

灵顿在此期间变身成为美食天堂，迎接众多游客共

享美食盛宴。厨师以及食品生产商们在这两周的时

间里，倾情为游客们打造了各式菜品、竞赛和活动。 

（来源：惠灵顿旅游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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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荣获世界旅游奖“欧洲旅游城市先锋”

殊荣 

瑞士日内瓦日前在2014年世界旅游奖中，荣获“欧

洲旅游城市先锋”殊荣。这一奖项是根据其在全球旅游

业中的突出表现而评选出来的。这是日内瓦首次获得此

奖项，标志着日内瓦作为旅游城市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

可。（来源：Breaking Travel News） 

洛杉矶：富兰克林峡谷公园观满月 

美国当地时间 2014年 8月 1日晚上 6:30，

大批游客前往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峡谷公园观

赏满月，月光下的美景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

者。富兰克林峡谷公园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最

适合观赏夜景的地点之一，完美的地理优势让

这里成为观景胜地。（来源：洛杉矶旅游局-官网） 

首尔：2014首尔开放周 

在2014年首尔开放周上，参与者可以尽情

地享受露营、音乐和多种文化活动所带来的乐

趣，今年于8月29日和30日在首尔广场、清溪

川广场以及市民大厅举办。本届开放周的压轴

活动是“探索首尔建筑”和“首尔音乐节”。 

（来源：首尔旅游局-官网） 

雅加达：东运河节9月启动 

2014 年 9 月期间，雅加达将把东运河节

打造为最富标志性的庆典节日之一。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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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仅有热闹的集市，还有丰富的演出活动，活动包括了艺术文化表演以及展

示年轻人创造力的乐队游行节目等，将吸引众多参与者前来感受独特的文化体

验。（来源：雅加达旅游局-官网） 

里斯本：2014夏日狂欢节 

里斯本2014夏日狂欢节从7月将持续到9

月，精彩纷呈的演出节目将里斯本打造成巨大

的露天舞台，轮番上演夏日音乐盛宴。来自葡

萄牙本土以及世界各地的乐队齐聚于此，预计

将吸引众多游客及观众到来，为周边产业带来

商机。（来源：里斯本旅游局-官网） 

杭州：首届清凉葡萄节带热径山镇  

进入 8 月后，杭州市径山镇山果湾生态休闲农庄的

葡萄进入成熟季，借此良机，径山镇顺利举办了首届清

凉葡萄节开幕活动，主推“山果湾农庄采葡萄、双溪漂

流戏水欢乐”一日游，力求把 2014“美丽径山之旅”推

向一个新高潮。此次清凉葡萄节从 8 月初开始，将一直

持续到 9月份。（来源：杭州市旅游局-官网） 

厦门：2014中国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即将开幕  

2014 中国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

9月 6日拉开帷幕，将在白鹭洲公园白鹭女神

广场如期开幕，这是厦门第三次举办中秋旅

游嘉年华。本届中秋旅游嘉年华以“欢乐中

秋，好运厦门”为主题，推出“登科运、口

福运、幸福运、财富运、平安运”五大运气主题。（来源：厦门市旅游局-官网） 

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下午参观游客推出特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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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将在2014年9月12日至14

日期间，针对下午两点后参观的游客推出特价

票优惠活动。特价票价格为30元人民币（约合

4.9美元），仅为正常票价的一半，可以在故

宫内游览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

皇家宫殿，但门票不包括观看个别展览。（来

源：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官网） 

洛杉矶：港口迎来著名大黄鸭 

8月20日，世界上最大的橡胶浴室玩具，

大黄鸭现身美国洛杉矶。这一巨大的橡胶鸭

子穿过洛杉矶港的文森特·托马斯大桥，从

一艘军舰旁游过。当日，已经周游了澳洲悉

尼、日本大阪、巴西圣保罗、荷兰阿姆斯特

丹、中国香港等多个城市的大黄鸭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参观。大黄鸭由荷兰艺术

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创作，其可爱造型一经推出即广受欢迎。（来源：lowell sun） 

拉巴特：2014年世俱杯将如期在摩洛哥举行 

国际足联于2014年8月21日宣布，2014年世界冠军俱乐部联赛（世俱杯）将

如期在摩洛哥举行，从而澄清了此前因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可能改变比赛地点的

传闻。2014年世俱杯将于12月10日至20日在摩洛哥的拉巴特和马拉喀什举行。 

（来源：Star Africa） 

米兰：世博会已售500万张门票 吸引中

国游客近百万 

日前，米兰世博会组委会负责人发布消息

称，2015年米兰世博会门票已经售出500万张，

其中有300万张门票被亚洲人买走，中国人购买的门票已经接近100万张。8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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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大利总理伦齐表示希望能在世博会开幕前完成1000万张门票的销售目标，并

且最终能实现销售2400万张门票、吸引2000万游客的目标。 

（来源：China Daily） 

 

 

凯宾斯基酒店管理集团：在刚果设立新酒店 

自2014年1月在日内瓦签署了11年的管理协议后，凯宾斯基酒店管理集团从8

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对刚果弗勒夫凯宾斯基酒店的管理合同。酒店内237间客房，

包括42间套房在内的房间已经可以在凯宾斯基的官网上进行预订。 

（来源：凯宾斯基酒店-官网） 

日航饭店：为会员精选度假村秋冬度假套餐 

日前，日航饭店在官网推出了秋冬度假特惠活动，凡是入住凯海兰度假村酒

店、马可纳高尔夫海滩度假村以及巴厘岛日航酒店的 One Harmony 会员，均可享

受套餐优惠计划。优惠活动将于2014年12月底结束优惠活动，部分酒店将于九月

份结束。（来源：日航饭店-官网） 

香格里拉大酒店：天津隆重开业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第85家酒店2014年8月8日在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隆

重开业。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位于河东新区、海河之滨，拥有302间客房，可以

俯瞰海河沿岸19世纪标志性历史风貌建筑。酒店与天津嘉里中心连成一体，是市

内唯一一家与大型购物中心相连的国际五星级豪华酒店。（来源：Breaking Travel News） 

 

美国运通:网上直播固定收益投资人电话会议 

酒店住宿 

行业动态 

旅游活动 

http://travel.163.com/keywords/9/9/9999683c91cc62c9/1.html
http://travel.163.com/keywords/9/8/968691cd/1.html
http://travel.163.com/keywords/9/8/968691cd/1.html
http://travel.163.com/keywords/5/2/592791525e9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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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知名的全球性服务公司美国运通于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8月7日下午3

点举行了固定收益投资人电话会议，并将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会上，公司执行

副总裁和财务主管针对公司的资本和资金管理情况进行汇报。公众可以通过美国

运通投资者关系官网全程观看会议，实时了解最新的公司运营状况。 

（来源：美国运通-官网） 

万事达卡：召开专家会议 探讨诈欺及安全问题 

万事达卡一直致力于打击信用卡诈欺问题，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万事达

卡风险管理研究院（ARM）为深入研究应对措施，8月5日至8日期间在马来西亚的

吉隆坡召开了亚太地区年度全球风险管理会议。此次会议聚集了业内安全和支付

领域的专家学者，着眼于研究探讨诈欺等安全风险问题对业界的影响。 

（来源：万事达卡-官网） 

DFS 集团：香港 T广场发售爱马仕香氛沐浴系列  

世界领先的奢华品旅游零售商 DFS 集团

（DFS）日前推出了著名奢侈品牌爱马仕旗下的

NOVELLA 香氛沐浴系列，将成为旗下 T 广场内

又一主打品牌，为到店的购物者提供更多选择。

此次推出的套装系列包装精美，适合作为礼物

馈赠亲友，所以将主攻来港旅游购物的客户群

体。（来源：DFS Group） 

歌诗达邮轮：为乘客独家上演“观星者”活动  

2014年8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英仙座流星魔幻表演秀在歌诗达新里维埃拉号

和新罗曼迪卡号上为乘客们精彩上演，这是歌诗达邮轮为乘客们独家定制的表演

节目。此项名为“观星者”的表演秀，主要针对歌诗达旗下的“新”字头系列邮

轮，旨在为乘客带来更多不同凡响的娱乐体验。（来源：歌诗达邮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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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携程与 Priceline 结成全球战略伙伴 

中国携程旅行网与美国 Priceline 集团宣布，双方将深化现有的商业合作以

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Priceline 将通过可转债形式向携程投资5亿美元，携

程同意 Priceline 在未来一年内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其股票。本次合作的形式是基

于两家公司过往在酒店住宿存量上的交叉促销而来。（来源：携程旅行网-官网） 

合作：中青旅携手工商银行 启动信用卡优惠活动 

7月18日至10月31日，中青旅旗下遨游网携手中国工商银行共同推出信用卡

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在遨游网预定北京出发的新加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

塞舌尔、斐济和夏威夷等线路，并使用北京工行信用卡在线支付，即可享受立减

1000元/人的优惠，在境外刷62开头银联卡最高返600元礼品卡。 

（来源：中青旅-官网） 

途易集团：壮大邮轮舰队 

由德国途易集团及挪威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RCCL）共同创立的途易邮轮日

前宣布了最新的拓展计划，旗下迈希夫邮轮舰队在2017年之前，将从现有的三艘

增加至六艘。目前，途易邮轮在德国市场发展势头良好，此举旨在逐步地扩大声

势并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来源：途易集团-官网） 

美国国际旅游公司（ATI）：参加 2014 年美国全

国旅游协会（NTA）年会  

美国国际旅游公司（ATI）参加了2014年8月7--9日

在美国俄罗冈州波特兰市举行的 Contact 年会。Contact

是 NTA 专门为旅游公司组织的年度休整活动，旨在让大

家在轻松的环境下开拓思路并寻求生意机会。活动包括

旅社中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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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类小规模聚会、合作伙伴交流、讲座、政府关系基金募捐活动、餐宴等各种

丰富的项目。（来源：美国国际旅行社-官网）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推出环球“1+1”度假套票 

近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推出了环球“1+1”度假套票优惠套餐活动。度假

套票分为三个类别，分别是欧洲套餐、美洲套餐以及澳洲套餐，乘客在购买上述

三个区域的指定线路机票后，再选择新加坡、泰国等亚洲指定目的地航线，实现

单票价格畅游双地。此优惠活动的销售日期将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来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 

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中国广州至纽约直飞航线 

8月6日凌晨2:37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广州—纽约首航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起飞，于当地时间5：34分到达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这是中国民航历史上

最长的直航航线，单程航距达到13500公里。（来源：中国南方航空-官网） 

 

 

5%：6月份全球客运量增长依然强劲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日前宣布，全球6月份的客运量较上月相比需求量

增长适度放缓，但仍然强劲。2014年6月载客率下滑了0.2个百分点,下滑至81.5%，

但客运能力(可用客运运能)增长了5%仍是值得鼓舞的，这意味着旅客需求的疲软

状况正在消退。（来源： eTurbo News） 

5.3%：2014年上半年保加利亚旅游业增长 

保加利亚2014年上半年的国际旅游收入出现增长，据统计显示,同比2013年

增长了5.3%。世界旅游组织数据显示，保加利亚的旅游业收入占该国 GDP 的

数字纵览 

 

航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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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相关部门近期还推出了到2030年的战略推广计划， 旨在通过大力发展可

持续旅游市场改善保加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来源：Argophilia Travel News） 

6%：德国创 1992年以来入境停留数 6月同期最高记录 

德国作为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日前公布了2014年上半年旅游收入统

计情况，共计游客入境停留天数为3280万天。政府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的

外国游客入境停留天数增长了6%，是自1992年以来的最好记录。（来源：eTurbo News） 

8%: 2014年上半年英国入境游市场同比最强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是英国有史以来入境游人

数同比最高的时期。从2014年1月至6月期间,共有1640万人次入境英国，较2013

年同期增长了8%的同时刷新了往年同期记录。（来源：eTurbo News） 

19.6%：墨西哥入境游客数增长 19.6%   

入境游在墨西哥发展态势良好，在2014年上半年同比增加19.6%。2014年8

月12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年1月至6月间共有1420万入境游客到达墨西

哥，消费达84亿美元。（来源：abc News） 

18 万：加拿大成为古巴主要客源国 

截至2014年6月，已有超过181260名加拿大游客入境古巴,尽管在数量上较去

年同期的183850人次有所下降，但加拿大仍然是古巴入境游市场的主要客源国。

入境人数排在加拿大之后的客源国分别是英国、德国、墨西哥、西班牙和意大利。

（来源： eTurbo News） 

580 万：2014 年迪拜受中国游客青睐  

据迪拜方面数据显示，在2014年上半年里共接待了580万名中国游客，较上

年同期增长约1%。2014年前六个月里，酒店以及酒店式公寓等相关产业共实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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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31.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0.9%。（来源：eTurbo News） 

675 万:三亚上半年旅游发展态势强劲  

得益于主题游产品的持续热销和旅游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三亚旅游2014年上

半年成绩喜人，接待游客675.49万人次，总收入152.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1.04%

和16.67%。2014年上半年针对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资源优势，推出家庭亲子、婚庆

蜜月、夏令营、毕业旅行等产品，形成了日趋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 

（来源：Malaysia Sun） 

 

 

 

 

 

 

 

 

 

 

 

寄语： 

《世界旅游城市资讯》中英文版自创办以来，至今已成功出版了5期月刊和

26期周刊。本刊始终着眼于旅游发展的最前沿，努力为会员们网罗来自全球各地

的最新旅游动态，并分享会员间的最新资讯。本刊得到了多方会员的鼎力支持，

包括北京市、雅典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中国银联等在内的多个会员单位都积

极地提供资讯信息，为丰富刊物的内容贡献了力量。在此，对于积极提供信息的

会员们表达由衷的感谢，并衷心希望有更多的会员积极参与，在这个平台上同其

他会员分享最新动态及热点新闻。 

 

 

信息邀约：为更好地服务会员，现向全体会员单位广泛诚征信息以及

对本刊物的意见和建议，请发送至 newsletter@wtcf.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