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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让生活更美好 

 
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 

暨第二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目的地联盟峰会 

活动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强城市群，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交汇，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长江经济

带的引领发展区，是中国城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2016 年 5月 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 2030 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除江浙沪外，安徽合肥都市

圈也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的范围从“两省一市”扩展到 “三省一市”。 

2017 年全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为 827122 亿元，人均约 8800 多美元。但作

为长三角核心区的上海、南通、泰州、扬州、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

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 16 座城市， 2017 年的经济总量

就达 137901.68 亿元，占全国的比重 16.67%；人均 GDP约 1.85万美元，超过了

世界不少发达地区。 

    再看扩容后的长三角 26城，2017 年实现 GDP为 165172.42 亿元。占全国的

比重约 19.97%。长三角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占全国 1%土地面积、5.8%的人口，

创造了全国近 1/5 的 GDP。在国际上横向比较，和整个印度相当。 

目前，长三角还是中国高速轨道交通最为密集、便捷的区域，贯通大长三

角的高铁时代扑面而来，由于时空距离的缩短，长三角城市群真正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同城化时代。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网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正在深刻改变所有

“长三角人”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 



长三角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领跑全国的同时，该地区现代旅游业

也得到了迅猛发展，日益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新兴朝阳产业，以及传播城市品牌

影响力、美誉度的重要载体。 

长三角素有中国旅游“金三角”之称，目前年接待境内外游客量数以亿计。

近年来，为了适应人们对“慢生活”特色旅游的新需求，长三角旅游业正加快从

传统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质变。 

自 2012年至 2017年，长三角投资发展论坛组委会联合相关媒体和机构主办

了三届以“慢生活”为主题的旅游峰会。峰会邀请相关官员、专家学者和长三角

各地旅游目的地的代表，围绕“慢生活旅游”的内涵和外延、“慢生活旅游”体

系打造、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等相关话题共同深入探讨，并推选出了一批长三角最

佳慢生活旅游名城、古镇、度假区、最美乡村及特色小镇等，在推进长三角慢生

活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三角各地既有良好的旅游产业基础，又拥有旅游消费愿望强烈、旅游消费

实力强劲的旅游消费群体。目前，长三角各地争相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利用

“旅游+”思维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旅游产业体系。 

鉴于此，澎湃新闻网、长三角投资发展论坛组委会与长三角经济社会研究会，

拟定于2018年 10月联合举办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暨第二届长三角慢生

活旅游目的地联盟峰会，同期开展“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系列评选活

动。 

本届峰会将以“旅游，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围绕“全域旅游”如何打造；

如何巧借“旅游+”，构筑大旅游产业体系；如何构筑完善的“慢生活”体验系统，

让游客在旅途中充分体验“美好生活”的多维度享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

引导和促进长三角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本次峰会将邀请前三届峰会推选出的长三角最佳慢生活旅游名城、古镇、度

假区、最美乡村及最具魅力旅游特色小镇等旅游目的地代表共同参加，进一步促

进长三角各旅游目的地加强信息交流分享、经验借鉴学习、营销合作联动，有效

推动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共荣共赢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系列评选活动将于本次峰会筹备期间同

期开展。本次评选范围为泛长三角（含上海、浙江、江苏三省市和安徽省沿长江

各地市）区域，以推荐、自荐与组委会直选相结合的方式，对照科学严格的评价

体系，由国家有关部门与沪苏浙皖四省市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以及全

国 10家主流媒体 20位资深旅游记者组成的媒体评审团筛选，综合专家评审委员

会与媒体评审团计分及网站调查数据，最终评定产生 “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

假名城”10家，“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10家， “长三角最具



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10 家及“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10 家。评

选结果将于2018年10月举办的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暨第二届长三角慢

生活旅游目的地联盟峰会上揭晓，并由境内外及长三角 50 家主流媒体广泛发布

报道。 

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暨第二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目的地联盟峰会，

及同期开展的“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系列评选活动，组委会职能由长

三角投资发展论坛组委会行使。根据活动组委会安排，与各地的联络工作由澎湃

新闻网长三角新闻中心承担。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澎湃新闻网 

          长三角投资发展论坛组委会  

长三角经济社会研究会 

承办单位：澎湃新闻网长三角新闻中心 

          主办地人民政府 

支持媒体：《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安徽日报》《中国县域经济报》《21

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旅游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

晨报》《金陵晚报》《解放日报》《城市导报》《东方航空报》《华夏时报》《浙

商杂志》《市场导报》《钱江晚报》《都市快报》《安徽商报》《市场星报》《工

商导报》 新华网 人民网 中国新闻社 中国江苏网 江苏电视台 东方网 上海

电视台纪实频道 凤凰网 腾讯网 新浪网 搜狐网 安徽财经网 浙江在线 浙江

之声 安徽旅游在线等 

网 络 合 作 伙 伴 ： 长 三 角 城 市 网 (www.csjcs.com) 、 乐 活 长 三 角

（www.lehuo361.com） 

微信公众号合作伙伴：富贵门、长三角城市网、长三角视野 

二、奖项设置 

综合专家评审委员会与媒体评审团评估计分及网络调查数据，最终产生

“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10 家，“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

地”10 家，“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10 家及“长三角最具魅力

旅游度假酒店”10家。 

三、评选要求 

1、本次评选的推选范围：含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沿长江各地市在内泛

长三角区域的各地旅游城市及特色旅游目的地、旅游度假酒店。 

2、由参选地提供当地最新图文介绍资料。 

http://www.csjcs.com/


3、由参选地根据“评估标准”，提供有关能说明小镇或旅游目的地“旅游特

色”要素的申报材料，以及申报地所具有的综合实力、蕴含魅力、发展潜力及影

响力等说明资料。 

四、奖项评审指标体系 

现经有关权威学者专家的综合考量，并参照国际通行模本，特制订本次评选

的如下评估标准： 

一、“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评估标准及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计分 

一 拥有良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原生态山水美景，优质

的绿化环境、水环境、空气质量，低噪音、低光污染）。 

25% 25 

二 拥有独具地方个性的旅游特色（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

文化风情、传统手工艺旅游产品和饮食文化等），能给

游客带来独特的休闲度假体验。 

20% 20 

三 拥有完善的旅游服务配套体系，拥有禁止机动车通行

的特色步行街区，能较好地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娱购。 

20% 20 

四 旅游特色产业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并占有较高比重。 

20% 20 

 五 民风纯朴诚信、热情好客，旅游市场管理规范有序，

游客宾至如归。 

15% 15 

 

二、“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评估标准及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计分 

一 拥有良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原生态山水美景，优质

的绿化环境、水环境、空气质量，低噪音、低光污染）。 

20% 20 

二 拥有个性鲜明的健康养生旅游特色产业，能给游客带

来独特的康养度假体验。 

25% 25 

三 拥有完善的康养旅游服务配套体系，能较好地满足游

客的吃住行游娱购。 

20% 20 

四 坚守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向。 15% 15 

五 民风纯朴诚信、热情好客，旅游市场管理规范有序，

游客宾至如归。 

20% 20 

 

 

 



三、“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评估标准及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计分 

一 拥有良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原生态山水美景，优质

的绿化环境、水环境、空气质量，低噪音、低光污染）。 

25% 25 

二 拥有个性鲜明的民俗文化风情（良好的文化传承、独

具个性特色的民俗风情）。 

20% 20 

三 独具地方特色的土特产品和饮食文化。 20% 20 

四 坚守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向，保护支持当地传统产

业发展。 

15% 15 

五 原居民生活形态保持完好，环境宁静安祥，民风纯朴

诚信、热情好客。 

20% 20 

四、“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评估标准及权重： 

序号 指标 权重 计分 

一 酒店所在地拥有良好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原生态山水

美景，优质的绿化环境、水环境、空气质量，低噪音、

低光污染）。 

20% 20 

二 酒店服务功能齐全，能给游客带来良好的度假体验，

并享有良好的美誉度，客人满意度达 90%以上。 

25% 25 

三 酒店餐饮独具特色，能较好地体现当地的美食文化。 20% 20 

四 酒店建筑外观与所处自然环境和谐协调，具有审美品

味。 

15% 15 

五 酒店服务周到热情，管理规范有序，让游客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 

20% 20 

 

五、活动流程 

本次评选将以旅游城市、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度假酒店的个性特色和“慢生活”

体验品质为主要价值取向，以参评地的综合实力、蕴含魅力、发展潜力、影响力

为标杆，以公正、公开、权威为原则，在全面展示、科学评价的基础上，使其在

长三角脱颖而出。 

2018 年 4月评选正式启动。 

对照本次评选的评估标准和价值指数，以推荐、自荐与组委会直选相结合的

方式，确定参加推选“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

度假康养目的地”、 “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长三角最具

魅力旅游度假酒店”的全部名单。 



由组委会根据参评标准筛选出入围“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长

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

地”、“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的名单。 

根据科学严格的评价体系，由权威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和由全国及长

三角地区 10家主流媒体 20位资深旅游记者组成的媒体评审团分别评估计分。综

合专家评审委员会与媒体评审团计分及网站调查数据，最终产生“长三角最具魅

力旅游度假名城”、“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 “长三角最具

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的当选名单。 

由澎湃新闻网派出优秀的记者团队，对获奖地及相关单位进行深入发掘总

结，并为获奖地进行宣传推广。 

2018 年 10 月，在“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暨第二届长三角慢生活旅

游目的地联盟峰会”上，发布“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城”、“长三角最具

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 “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村目的地”、“长

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荣誉榜单，并为获奖地及相关单位颁奖。 

 

六、获奖单位价值回报： 

本次评选为以公平、公正、权威为原则的公益性评选活动。如参 

评单位当选，将享有以下宣传推广价值回报。 

A 方案： 

·最终获奖单位将分别获得组委会授予的“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

城”、“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或“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

村目的地”、“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奖杯和证书。 

·本次评选的获奖名单将在澎湃新闻网等长三角主流媒体上发布。 

·澎湃新闻网给予获奖单位一篇专题形象宣传报道。 

·由《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

徽日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新安晚报》等长三角主要媒体，及新华网、

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全国著名报刊、

网站，发布、报道评选结果。 

·颁奖典礼及论坛现场可为获奖单位播放 VCR宣传短片，并发放宣传资料。 

·长三角最大的综合门户网站长三角城市网，以及旅游宣传推广专业网站“乐

活长三角”将为获奖单位制作专题，进行全面宣传推介。 

·由“富贵门”、“长三角城市网”、“长三角视野”三个微信公众号为每个获

奖单位各提供一期推广服务。 

宣传推广费：20万元整 



B 方案： 

·最终获奖单位将分别获得组委会授予的“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名

城”、“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康养目的地”或“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乡

村目的地”、“长三角最具魅力旅游度假酒店”奖杯和证书。 

·本次评选的获奖名单将在澎湃新闻网等长三角主流媒体上发布。 

·由《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

徽日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新安晚报》等长三角主要媒体，及新华网、

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全国著名报刊、

网站，发布、报道评选结果。 

·颁奖典礼及论坛现场可为获奖单位播放 VCR宣传短片，并发放宣传资料。 

·长三角最大的综合门户网站长三角城市网，以及旅游宣传推广专业网站“乐

活长三角”将为获奖单位制作专题，进行全面宣传推介。 

·由“富贵门”、“长三角城市网”、“长三角视野”三个微信公众号为每个获

奖单位各提供一期推广服务。 

宣传推广费：15万元整 

 

第四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峰会 

暨第二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目的地联盟峰会组委会 

地址：上海市延安中路 839号澎湃新闻网内 

组委会官方网站：www.csjcs.com 

组委会联系人：殷祝平 17715260235 

 

 

 

 

 

            

                                      长三角投资发展论坛组委会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