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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北灯节
于 2 月 8 日元宵节开
幕袁 来自上海的大型
花灯连续第五年在灯
节上亮相遥

在台北市中心的
北门展演区袁 绚丽又
富科技感的大型花灯
吸引了往来的市民驻
足参观遥 彩灯以上海
地标野东方电视塔冶以
及美丽的天际线为中
心主题袁 搭配活泼可
爱的上海旅游节吉祥
物小鹿野乐乐冶以及老
鼠爸爸尧 老鼠妈妈及
鼠小宝等玩偶遥

东森电视总监姚
静宜介绍袁 彩灯由上
海海峡两岸交流促进
会和上海文化联谊会
共同指导制作袁 在台
湾由东森电视台整合
战略规划部门的团队
协助完成遥 配合今年
的生肖鼠年袁 彩灯主
题为野沪上迎春到袁鼠
你最快乐冶袁在传统花
灯工艺基础上袁 结合
了现代 LED 灯光联
动效果袁 并运用计算
机建模尧3D 打印上色
及舞台灯光效果等新
技术遥

姚静宜介绍袁这
组彩灯由上海方面设
计制作袁 往年上海设
计团队都会到台北现
场指导组装袁 今年由
于特殊的防疫需要袁两岸双方借助微
信视频保持沟通袁 完成了彩灯的组
装遥野元宵节是中国人祈福的佳节袁我
们希望这组彩灯能把台北和上海的
友谊带来的温暖传递给大家袁也希望
大家能携手同心袁共同渡过这个疫情
的难关遥 冶

彩灯将从 2 月 8 日一直展示到
16 日台北灯节闭幕遥 应台中市的邀
请袁上海今年也参加了台中的元宵灯
节袁花灯设在台中市后里花博园区的
友好城市灯区遥

2020 年台北灯节主题为野TO鄄
GETHER WE GLOW袁 转洞台北转
动光冶袁今年首次串联东西区双主场袁
将双主灯设置在南港南兴公园和西
门町遥东区主灯野展风神冶呈现台式独
特风格袁西区主灯为充满童趣的野躲
猫猫冶遥 傅双琪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袁近
日袁我国新提名指定了 7 处国际重要湿
地袁分别是天津北大港尧内蒙古毕拉河尧
黑龙江哈东沿江尧 江西鄱阳湖南矶尧河
南民权黄河故道尧西藏扎日南木错及甘
肃黄河首曲国际重要湿地遥

近年来袁我国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
作袁通过不断完善法规制度建设尧强化
湿地保护修复尧加大生态效益补偿财
政投入等措施袁全国湿地得到有效保
护遥 截至 2019 年底袁我国共有湿地面
积 5360.26 万公顷袁 湿地保护率达到
52.19%遥 目前袁我国共有国际重要湿
地 57 处尧 湿地自然保护区 602 处尧国
家湿地公园 899 个尧 省级重要湿地
781 处袁 以及数量众多的湿地保护小
区袁全国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立遥 此
外袁我国坚持国内湿地保护与叶湿地

公约曳履约相结合袁通过履约和国际
合作袁引进国际湿地保护先进理念和
技术模式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湿地
保护的做法和经验袁开展湿地援外培
训等工作袁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形
象袁为扩大全球湿地保护网络做出了
积极贡献遥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袁当前袁我国湿地总量
仍不足尧整体质量不高尧保护管理有待
加强袁特别是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立法
尚未出台遥 下一步袁将强化湿地保护工
作袁 推进 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曳落
地袁强化湿地分级管理袁切实加大湿地
保护投入袁 完善中央财政湿地补助政
策袁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袁推进乡
村小微湿地保护和建设袁 强化湿地公
园尧湿地保护小区等建设袁全力推进湿

地保护立法袁不断提升我国湿地保护管
理水平遥

据了解袁中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
办公室日前发布了 2019 年度 叶中国
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曳 白皮书袁对
外公布了中国内地 56 处国际重要湿
地监测评估结果遥 白皮书显示袁56 处
国际重要湿地分布在 21 个省 渊区尧
市冤袁其中内陆湿地 41 处尧近海与海
岸湿地 15 处遥 湿地面积 325.96 万公
顷袁自然湿地面积 311.27 万公顷遥 域
内分布湿地植物 2139 种袁 湿地植被
覆盖面积 165.88 万公顷遥分布有湿地
鸟类 244 种遥 据介绍袁叶中国国际重要
湿地生态状况曳白皮书是我国湿地管
理和履约工作的重要依据袁也是国际
社会了解中国湿地保护情况的有效
途径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正
值春节出游高峰袁旅游业务的暂停让企
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遥 在此情况
下袁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旗
下各地中旅尧国旅尧港中旅等旅行社企
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袁对未出发的团队
按政策要求进行游客订单的处理袁为在
途团队积极协调外方资源袁在多家航司
停飞中国航线的情况下保证在途游客
顺利回国袁对内部实施多项防控管理举
措袁助力疫情期间业务平稳过渡并为企
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做好充足准
备遥

重点落实防疫工作的各项要求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切实加强疫情防控的组织领导袁重点落
实好党中央尧中国旅游集团关于防疫工
作的各项要求遥 疫情期间加强员工身体
健康状况监测袁严格执行各地政府返工
前的隔离观察规定遥 对办公场所严格落
实通风尧消毒措施袁返岗工作的每一位
员工进入办公场所前必须行体温测量
并佩戴口罩袁并尽可能减少在办公室值
守人员数量袁做好弹性工作安排遥 加强
对口罩尧 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的采购尧调
度和使用管理袁确保防疫物资的保障和
供应袁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遥

提升企业自身管理能力 做好生产
恢复准备

虽然当前疫情较为严峻袁但相信在

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袁 疫情将得
到有效的控制遥 如果情况乐观袁 预计
旅游业务二季度将逐步起稳袁三季度
是暑期出游旺季和十一黄金周销售旺
季袁 三季度或最迟四季度将迎来业务
需求的充分释放和反弹遥 在业务停摆
期间袁 公司要求各级企业压缩费用减
少所有不必要的支出曰 做好现金流的
管理袁保证企业正常运转曰积极做好
各项员工培训工作袁 提升企业自身战
斗力曰同时大力推进产品研发尧渠道
拓展等相关工作袁 制定配套资源采购
计划袁 对各类业务的服务标准进行优
化和升级袁 积极布局新兴业务市场袁
为疫情过后的业务恢复和市场开拓做
好充分准备遥

积极协调各方渠道进行医疗物资运
送

虽然旅游业务暂时停摆袁但全国各
地旅游人抗击疫情的决心却更加坚定遥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旗下
各地国旅尧中旅尧港中旅等企业协同作
战袁积极调动海外资源袁确保医疗物资顺
利运送至国内曰韩国尧日本尧土耳其等境
外签证中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袁 从 1 月
23 日开始针对防疫工作及时开展境内
外联动袁发动各方力量开展多方调研尧主
动对接遥 通过各种渠道购买尧筹措到数
量可观的疫情防护物资袁通过武汉国旅尧
湖北中旅等身处疫情最前沿的企业袁不
断将一批批急需的医用物资转送到各大
医院袁解决前方医护人员的燃眉之急遥

中国旅游集团实施三项举措
助业务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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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指定
7 处国际重要湿地

迄今共有 57 处
阴郭香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