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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1日上午，以“创意
黄山 智汇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黄山
发 展 大 会 盛 大 开 幕 并 举 行 了 主 旨 大
会。副省长周喜安，上合组织秘书长弗
拉基米尔·诺罗夫，市委书记凌云分别
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主持。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肖善武，市政协主席路
海燕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朱策作黄山投资发展推
介。黄山发展顾问，各国驻上海总领事
馆总领事等官员，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
有关国家驻上海总领事馆代表，上海市
杨浦区和杭州都市圈城市、长三角城市
经济协调会、杭州都市圈协调会等有关
方面领导、嘉宾 250余人相聚新安江畔，
感受创意黄山、美在徽州的独特韵味，
展望智汇未来、崛起赶超的壮美图景。

周喜安代表安徽省人民政府对大
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参会的各位来宾
表示欢迎。他说，“生态型”是黄山发展
最珍贵的本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把生态
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好，让绿水青
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国际化”是黄山发展最坚定的方向，要
把开放作为塑造新优势、新动能的关键
要素，坚持全方位开放合作，强化“双招
双引”，打造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性交
流合作平台和机制，不断提升开放型经
济发展水平。“世界级”是黄山发展最鲜
明的特征，要坚持高点定位，对标世界
眼光、国际标准，加快打造宜业宜游宜
居城市，构建与黄山生态环境相适应、
与徽州文化底蕴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
系，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带动力的世界级
产业集群。

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在致辞中说，安
徽是中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
黄山市拥有壮丽的黄山山脉、美丽的新
安江和众多历史古迹，令中外游客惊叹
不已、纷至沓来，也赋予诗人和艺术家无
尽的创作灵感。近年来，随着高铁时代
来临、交通能级提升，黄山市正加速融入
长三角一体化，旅游业是其中的重要一
环。旅游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很重要的
一个发展方向，我们愿意协助旅游业和
其相关行业企业建立直接联系，不断加
大投资力度，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
速智慧旅游进程，助力黄山成为上海合
作组织空间国际旅游中心。

凌云在致辞中说，黄山地处皖浙赣

闽四省通衢，镶嵌在中国最富庶长三角
南翼，正以黄山、徽州两个顶流 IP 破冰
出圈，全面刷新外界固有认知和印象，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开黄山、重塑黄
山。这是一方山水人文胜地，冠绝天下
的自然风光、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闻
名世界的旅游资源，构筑了黄山独特的
城市文化高度，赋予这座城市特有的气
质风貌，成就了一座拔节向上、澎湃向
前的活力之都。这是一方开放发展高
地，随着高铁时代全面来临、交通能级
显著提升，黄山成为长三角第五大高铁
枢纽，与全国几大经济圈时空距离大大
缩短，从过去的偏居一隅阔步走向时代
的新风口，“到黄山去”成为一种现象和

趋势。这是一方追梦圆梦福地，诚邀大
家关注黄山、投资黄山，助力链接国内
国际一流资源，推动更多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在此流动汇聚，我们将打
造顶格倾听、顶格协调、顶格推进的营
商环境，成就每一份创意创新创造。期
待以会交友、聚友拓圈，吸引更多朋友
宣传黄山、走进黄山、加持黄山，让古老
的徽州大地焕彩重生，在新时代走出大
黄山的新气象。

孙勇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今天的大
会，是一场思想与智慧的精彩碰撞，迸
发出创新的火花、闪耀着创意的光芒，
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收获良
多、受益匪浅。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11 月 21 日下午，世界创
意经济峰会“国际黄山”论坛举行。论
坛聚焦“世界眼光看黄山”“创意创新促
黄山”“面向全球推黄山”举行了主旨演
讲和圆桌对话。市委书记凌云致辞，上
海市合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强鹏程，东
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长三角创意
委主任陈革分别致辞。市委副书记、市
长孙勇和长三角创意委秘书长沈蕾共
同启动世界创意经济峰会“国际黄山”
论坛。市领导范荣晖、朱策、程红，长三
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会员城市及长三角
IDC国内外合作机构代表等出席。

凌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嘉宾
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黄山发
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她说，我们身
处创意经济的时代，黄山作为国际旅游
城市，创意更是不可或缺的动力引擎，
我们正在抢抓机遇、借力东风，全面推
进创意黄山建设，全力打造创意创新之

城。创意成就经典，融入黄山的历史血
脉，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便是徽州先人
的创意经典，我们将根植这片创意无限
的沃土，把黄山打造成为展示中国最新
创意的平台、国际创意交流的阵地、创
意创新者共同的精神故乡。创意成就
品质，驱动黄山的当前发展，这里创意
资源激荡澎湃，创意事业蓬勃发展，创
意声音响彻四海，创意创新正成为黄
山竞跑长三角、加速崛起赶超的核心
竞争力，推动黄山从不动声色的静静
开放到有声有色的精彩绽放。创意成
就梦想，激活黄山的未来可能，以政策
扶持集聚一流人才，以环境营造成就
创意创新，以交流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我们将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胸襟、开
拓的姿态，汇聚全球创意资源，呵护更
多创意梦想，成就一座全球创意加持的
现代化新黄山。真诚期待大家多走走、
多看看，多提真知灼见，多多宣传黄山，

热忱欢迎大家来黄山考察洽谈、交流合
作、投资兴业，共同感受黄山魅力、分享
黄山机遇、绘就黄山新颜！

强鹏程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
水平的提升，人民对品质生活的需求越
来越高，精神产品正在成为未来发展的
主要方向，创意经济必然会茁壮成长。
黄山是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与生俱
来是一座创意之城、梦想之城，相信通
过此次峰会的举办，凝聚各方智慧，必

将为创意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灵感，为创
意黄山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陈革表示，东华大学正协同长三角
创意委共建长三角创意经济研究院，推
动在纺织新材料、智能制造、商业品牌、
新经济等创新领域的学科教学成果落
地。愿意发挥东华大学在创意学科领域
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与创新优势，为黄
山创意产业发展提供研发、设计等创新
服务，为创意黄山战略落地贡献力量。

“传统文化‘出圈’密码是什么？”
“城市设计格局与尺度在哪里？”……
论坛上，有关专家学者、公司高管、青
年精英等聚焦主题，作了主题演讲，结
合黄山道班项目、音乐、中医等话题进
行对话交流，探讨如何用年轻的方式
讲好黄山故事并向全球传播，共同为
推进创意黄山建设和创意产业发展贡
献智慧。

·胡利龙 叶有辉·

本报讯 11 月 20 日至 21 日，第三
届黄山发展大会如期而至，在新安江畔
盛大绽放。来自政界、商界以及媒体领
域的嘉宾们齐聚一堂，交流前沿理念、
碰撞思想火花、共绘合作愿景。

本届大会以“创意黄山 智汇未来”
为主题，主要活动包括主旨大会、中国
黄山（纽约）文化旅游云推介、“创意黄
山·中电杯”首届电竞大赛暨黄山文创
小镇电竞嘉年华活动、“创意黄山青春
young”第二季暨黄山发展大会青年创意
发展论坛、夜间经济考察等。

主旨大会上，我市与意大利美娜佐
市缔结友好交流城市关系；长三角创意
委黄山分中心暨长三角（黄山）创意经
济研究院揭牌，该研究院是黄山市人民

政府与长三角创意委的重要合作项目，
由上海无畏创意经济区域合作促进中
心与黄山市文投集团共同组建，将以建
设“创意黄山”智库为核心，搭建链接国
内国际发展资源的合作交流平台和推
动“创意黄山”重点项目落地的对接运
营平台，共同推进黄山全球会客厅、人
才交流培训及城市标准认证三项重点
任务；“海聚英才·揭榜挂帅”揭榜，安
徽泰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健
康生物科技（黄山）有限公司、黄山市
向荣新材料有限公司、黟县有农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黄山市尚义橡胶制品
有限公司、黄山金石木塑料科技有限
公司、黄山旺荣电子有限公司等 7 家
发榜企业分别与来自合肥工业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安
徽工程大学、黄山学院、安徽科技学院
的 7 位专家教授达成合作；大会集中
签约“双招双”项目 52 个，长三角区域
占 76.8%，其中招商引资类项目 44 个，
涉及数字创意、生命健康、新材料和绿
色软包装、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汽车电
子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等 产 业 ，总 投 资
207.9 亿元，将为黄山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积蓄强大势能。

中国黄山（纽约）文化旅游云推介
活动是本届发展大会的一项重要分项
活动，也是纽约地区疫情爆发以来首次
举办的旅游推介会，更是中美旅游和人
文交流复苏的一次标志性活动。活动
主办方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

直致力于海外交流合作和品牌宣传，下
步，将聚焦“创意创新”，围绕“实施皖美
旅游行动”，结合实际推进“创意黄山、
美在徽州”城市品牌全球推广计划，积
极在柏林、伦敦等一系列国际重要城市
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2019 年以来，我市抢抓国家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机遇，连续举办
两届发展大会，推进重点产业发展、重
要平台建设、重大项目合作。两届发展
大会以来，累计签约项目共 227 个，项
目总投资超 1300亿元，截至目前，落地
项目 137 个，到位资金 192.2 亿元。21
位行业领军人物、知名企业家受聘为黄
山发展顾问，围绕产业发展、创意创新、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文化
传承等领域，为黄山经济社会发展把
脉问诊、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贡献了很
多新思路、新方案，引荐了一批新资源、
新项目。

·刘 晨·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开黄山重塑黄山

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盛大举行
周喜安诺罗夫凌云致辞 孙勇主持 肖善武路海燕等出席

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成果丰硕

集中签约项目 52个引资逾 200亿

本报讯 11 月 20 日上午 9 时，“创
意黄山 美在徽州”中国黄山（纽约）文
化旅游云推介活动以视频会议形式，在
黄山和纽约两个会场同时启动，黄山及
纽约政界、商界、旅游业界及主流媒体
代表“云端”相聚，共同感受创意黄山、
美在徽州的独特韵味。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黄屏，
市委书记凌云，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
市领导杨龙、吴文达，市政府秘书长陈
立青等出席活动。

凌云在致辞中说，黄山地处神奇的
北纬 30 度线，像一枚美丽的红枫叶镶
嵌在中国最开放的长三角，有着黄山和
徽州两个独特 IP，正以一座世界名山的
高度、历史名城的厚度，与国际对话、向
全球邀约。邀请你赴一场山水之约，冠
绝天下的黄山是《阿凡达》哈里路亚山
的灵感之源，清澈透底的新安江展现了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东方美
学，斑驳千年的徽派建筑映衬出一川烟
雨、万家灯火。邀请你赴一场人文之

约，走向世界的徽州文化堪称中华传统
文化的精致样本，千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八千处历史文化遗存、百万件文书
文献，整座城市犹如一座没有屋顶的博
物馆。邀请你赴一场时代之约，中国最
富庶的长三角南翼门户、加速崛起的中
部成员、“一带一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
正在形成，黄山正吸引天下英才，汇聚
全球资源，展现出无穷魅力、无比活力、
无限潜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记者胡利龙报道 11 月
20 日下午，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媒体
见面会在屯溪举行。市委书记凌云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孙勇介绍我市
举 办 两 届 发 展 大 会 以 来 ，在“ 双 招 双
引”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效。市领导杨龙、朱策，市政府秘书长
陈 立 青 出 席 。 来 自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中国新
闻社、央广网、浙江电视台、安徽日报
社、安徽卫视等 20 余家媒体的记者参
加见面会。

凌 云 向 与 会 媒 体 表 示 欢 迎 和 感
谢。她说，连续三年举办黄山发展大
会，每次都会吸引众多客商和优质资
本。进击的黄山，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
风采，这里珍藏着绝佳山水，传承着璀
璨文化，延续着奋斗精神，自然与人文
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处处展现出自信风
采、十足底气。开放的黄山，飞扬的是
一种自励的风尚，当高铁纵横取代江河
交织，带着全新的时代奔涌而来，各类
商 协 会 和 企 业 纷 纷 走 进 黄 山 ，每 年
7000 多万人次游客流连黄山，世界的
目光齐聚黄山，“到黄山去！”正在成为
一种现象和趋势。青春的黄山，激扬的
是一种自强的风向，我们将锚定省党代
会确立的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城市战略定位，坚

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倾心倾
力打造山水人文之城、创意创新之城、
开放枢纽之城、青春活力之城、美丽幸
福之城，努力把蓝图变成现实、把愿景
化为实景。真诚希望媒体朋友帮助讲
好黄山故事、传播黄山声音，向世界展
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新黄山。

孙勇说，两届发展大会以来，我们
坚持以会交友，黄山发展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为开展务实合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坚持以会聚智，黄山发展的“专家
库”越来越强，他们为黄山发展把脉问
诊、出谋划策、牵线搭桥，贡献了很多新
思路、新方案，引荐了一批新资源、新项
目。坚持以会兴业，黄山发展的“动力
源”越来越足，累计签约项目 227个、总
投资超 1300亿元。

坚持以会安商，黄山发展的“生态
圈”越来越好，制定出台科技创新、战新
产业、高新产业、总部经济、外商外资等
系列扶持政策，推深做实“四千工程”和

“四送一服”，全力创优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以会赋力，黄
山发展的“加速度”越来越快，2019 年
在省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位居全
省第五，2020 年位居全省第三、创历史
最好成绩，今年 1-9月全市生产总值同
比增长 11.3%，增速为 2013年以来同期
新高。

第三届黄山发展大会媒体见面会举行

黄山新形象引人注目
进击的黄山，张扬的是一种自信的风采；开放的黄山，飞扬的是一

种自励的风尚；青春的黄山，激扬的是一种自强的风向

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11月 20
日下午，市委书记凌云，市委副书记、市
长孙勇与应邀出席第三届黄山发展大
会的瑞士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高奕
帆、韩国驻沪总领事馆领事孟训在、泰国
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王希文一行
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杨龙、程红等参
加。

凌云对各位嘉宾来黄参会表示欢
迎，她说，黄山正按照省党代会决策部

署，聚焦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
旅游目的地城市战略定位，倾情倾力打
造“五个之城”。希望各位嘉宾通过此
次大会进一步了解黄山、推介黄山，促
进旅游、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实现互
利互惠、共赢发展。

高奕帆等表示，黄山山川秀美、文
化厚重，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宣传推
介 黄 山 ，推 进 友 好 合 作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本报讯 记者祁俊报道 11月 20
日晚，市委书记凌云，市委副书记、市长
孙勇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
尔·诺罗夫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外办
主任雍成瀚，市领导杨龙、程红等参加。

凌云对诺罗夫一行来黄参加第三
届黄山发展大会表示欢迎。她说，黄
山自然风光优美，文化底蕴深厚，旅游
资源丰富，城市充满活力和生机。上

海合作组织是有威望、有影响力的地
区性国际组织。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
机，进一步深化交流，推动与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间经贸、人文、产业、旅游等
领域务实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诺罗夫表示，期待与黄山市进一步
加强交流沟通，拓展深化与上合组织成
员国经贸、旅游等领域合作，推动实现
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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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你共赴山水人文时代之约

中国黄山（纽约）文化旅游云推介活动开启

推进多领域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凌云孙勇与多国驻沪领馆嘉宾举行工作会谈

深化合作交流实现共赢发展
凌云孙勇与上合组织秘书长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文见二版）

创意成就经典成就品质成就梦想

创意是黄山不可或缺的动力引擎
世界创意经济峰会“国际黄山”论坛举行

图为签约现场 叶有辉/摄

我市首届电竞大赛圆满落幕

寻求合作拓宽领域汇聚资源为黄山注入活力新元素
凌云孙勇与客商举行工作会谈

11 月 21 日晚，“创意黄山·中电杯”黄山市首届电竞大赛在市城市展示馆落下
帷幕。

据了解，此次电竞大赛旨在推进“电竞+旅游”模式创新和线上线下的体验融
合，激发城市新活力，打造创意黄山城市新名片。

叶有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