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
暨 2011 海南（香港）經貿·旅遊·文化活動周

總體方案
2011 年 7 月 15 日修訂

一、

活動名稱：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
暨 2011 海南（香港）經貿·旅遊·文化活動周

二、

主題：五洲鄉情聚香江 百川匯海共發展

三、

日期、地點：2011 年 12 月 4-7 日、香港灣仔博覽道 1 號香港會展中心

四、

主辦機構：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海南商會

五、

支持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六、

活動內容
（一） 新聞發佈會/媒體座談會
時間：11 月 18 日
地點：香港君悅酒店中廳
承辦：省政府新聞辦公室、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公司
規模：約 50 人，包括海南媒體 20 人，港、澳、臺及海外駐港媒體記者 30 人
內容：向香港各界發佈“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暨 2011 海南

（香港）經貿·旅遊·文化活動周”的具體內容及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情況。

（二） 啟動禮暨大型歌舞表演
時間：12 月 4 日晚上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5B&C 廳
主辦：香港海南商會
協辦：海南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
演出單位：海南省歌舞團
演出節目：大型詩歌舞「海南島」
規模：香港各界代表、旅港海南鄉親、大會義工約 5,000 人

（三） 海南國際旅遊島新貌攝影圖片展
時間：12 月 4 日-7 日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5B&C 外廳
承辦：省政府新聞辦公室、香港文匯報國際公關顧問公司
內容：展示海南改革開放及國際旅遊島建設以來的成就。在大會主會場外迎賓大廳 2,000 平方米空
間，搭建一組設計新穎大氣、主題清晰、內容豐富、有震撼力的圖片展覽，加深與會嘉賓對海南國際旅
遊島建設的感性認識。

（四） 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理事會議
時間：12 月 5 日 15：00－17 : 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二樓會議室 N206-208
承辦：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秘書處
出席：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理事鄉團代表
內容：召開理事鄉團和各代表團團長、領隊預備會議，通報大會日程、議程和主席團名單

（五） 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理事會議
時間：12 月 5 日 15：00－17 : 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二樓會議室 N209-210
承辦：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秘書處
出席：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理事
內容：召開各青年代表團團長預備會議，通報青年大會日程、議程和主席團名單。

（六） 聯合開幕式
時間： 12 月 5 日下午 17:30－18:35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5B&C 廳
主辦：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海南商會
承辦：省外事僑務辦公室、省商務廳、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
規模：中央有關部委、香港特區政府、中央駐港機構、香港相關重要企業、旅遊業界代表，海南省
政府代表團全體成員、經貿代表團部分成員以及與會瓊籍僑胞約５,000 人。
內容：省領導發表演講、邀請中央有關部委領導、香港特區政府代表、香港海南商會負責人以及知
名香港企業家代表等各方代表致辭，並共同啟動“聯誼兩會”暨“2011 海南（香港）經貿·旅遊·文化活
動周”活動開幕式。開幕式上表演歌舞劇《海南島》精彩片斷（開場時和結束前），展示海南歷史風貌
與獨特文化。

（七） 「香江之夜」──歡迎晚宴暨海南省歌舞團文藝表演
時間：2011 年 12 月 5 日下午 19:00－21: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三樓大會堂
主辦：海南省人民政府、香港海南商會
承辦：省外事僑務辦公室、省商務廳、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
規模：出席開幕式的全體代表，約 2,500 人
內容：中式圍桌，席間穿插歌舞表演（伴樂及抒情歌舞為主），由海南省電視臺及香港媒體主持人
共同主持

（八） 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全體大會
時間：12 月 6 日 8：30－12：3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展覽廳 5B＆C
規模：海南省政府代表團成員、部分特邀嘉賓、世界各地海南鄉親（約 2,500 人）
程序：
08：30 香港警察樂隊奏樂歡迎，各代表團進場按劃分區域就座
08：40 各代表團入場儀式
09：00 聯誼／青年大會全體大會
1、升旗
2、宣讀賀電、賀函
3、聯誼大會主席致開幕詞
4、青年大會主席致開幕詞

5、主禮嘉賓致詞（每人 10 分鐘）－中央涉僑部門領導、省領導、香港特區政府領導
10：15

聯誼大會理事鄉團團長發言（每位限 5 分鐘）

11：15 青年大會部分代表團團長發言（每位限 5 分鐘）

（九） 海南旅遊專題推介會
時間: 2011 年 12 月 6 日上午
地點: 香港國際會展中心 N201
牽頭單位：省旅遊發展委員會
內容：以“陽光海南度假天堂”為主題，推介海南的濱海度假、水上（下）運動節、熱帶雨林、民
俗風情、主題公園等特色旅遊產品，通過媒體和聯誼大會宣傳、促進境外旅瓊遊客量的穩定增長。議程
包括主持人致開場詞，介紹與會領導、嘉賓及媒體，省領導致辭、香港旅遊署或旅發局領導致辭、省旅
發委領導推介、三亞市推介（郵輪、遊艇、國家海岸-海棠灣等）、文昌市推介文昌航太主題公園專案、
陵水縣代表推介陵水海洋主題公園專案、海南豪陽國際旅行社推介線路組合產品。為活躍氣氛，開場擬
安排黎苗民旅風情舞蹈表演，並播放海南旅遊宣傳片，中間穿插有獎問答環節。推介會現場設計擺放全
省 18 個市縣的大型噴繪，讓與會者感受到椰風海韻的魅力。

（十） 香港海南商會招待午宴
時間：12 月 6 日 12：30－14：1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三樓大會堂
規模：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約 2,500 人
程序：
12：30

海南省歌舞團歌舞表演助興（8 分鐘）

12：38

歷屆聯誼大會活動剪影（由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秘書處提供）

12：50

特邀嘉賓發言（名單待定）

13：10

交換紀念品

（十一）

海南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專題推介會

時間: 20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
地點: 香港國際會展中心 N201
牽頭單位：省工業與資訊化廳
內容：利用在香港舉辦經貿活動的契機，對我省戰略新興產業進行招商推介，吸引境外企業家來瓊
投資。重點推介我省高新技術、電子資訊、裝備製造、生物制藥、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產業。擬請省工業
和資訊化廳介紹我省優惠政策，請海南生態軟體園、海口高新區進行園區招商推介，請相關行業協會和
園區進行產業和項目推介，請重點企業進行企業或產品推介，並與嘉賓互動交流。推介會根據需要安排
專案簽約儀式。

（十二）

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專題論壇

時間：12 月 6 日 14：45－16：3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展覽廳 5D
主辦：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秘書處、香港海南商會
人員：參加聯誼大會代表（約 1,000 人）

（十三）

世界海南青年大會專題論壇

時間：12 月 6 日 14：45－16：3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二樓會議室 N206-208

主辦：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秘書處、香港海南商會
人員：參加青年大會代表（約 200 人）

（十四）

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會第一次理事會議

時間：12 月 6 日 15：00－16：45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二樓會議室 N211-212
人員：聯誼大會理事鄉團代表（每個理事鄉團 3-5 人）
內容：審議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聯合公報以及閉幕典禮程式安排

（十五）

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第一次理事會議

時間：12 月 6 日 15：00－16：45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二樓會議室 N209-210
人員：世界海南青年大會理事
內容：審議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聯合公報及閉幕典禮程式安排。

（十六）

歡送晚宴

時間：12 月 6 日 17：30－19：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三樓大會堂
規模：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約 2,500 人

（十七）

「海南島之夜」──第十二屆世界海南鄉團聯誼大會、第三屆世界海南青年大會

閉幕式暨瓊劇欣賞
時間：12 月 6 日 19：30－22：0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5B&C 廳
規模：海南省政府代表團成員、部分特邀嘉賓、世界各地海南鄉親（約 5,000 人）
程序：
19：00 與會代表進場
19：30
1、分別宣讀聯誼/青年大會聯合公報
2、聯誼大會執行主席致閉幕詞
3、青年大會執行主席致閉幕詞
4、分別進行下一屆會議舉辦的交接儀式（聯誼/青年大會圓滿閉幕）
20：30 瓊劇欣賞－《下南洋》
承辦：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
演出單位：海南省瓊劇院
規模：全體代表、海南省經貿代表團成員、香港各界友好社團代表
22：00 全日活動結束

（十八）

海南西部開發專題推介會

時間: 2011 年 12 月 7 日上午
地點: 香港會展中心 N201
牽頭單位：省發展改革委
配合單位：西部六市縣政府、洋浦經濟開發區管委會
內容：實施加快海南西部地區開發建設戰略，是省委為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和統籌全省區域發
展做出的重大決策，對我省長遠發展，具緊迫而重要意義。本次推介旨在為西部市縣吸引發展資金，推

進項目建設，助力跨越式發展。擬請省領導致辭，省電視臺主持人以訪談形式邀請省發展改革委、儋州
市、澄邁縣、東方市、臨高縣、昌江黎族自治縣、樂東黎族自治縣和洋浦經濟開發區主要領導上臺交流
推介。省發展改革委介紹海南西部地區開發建設規劃及優惠政策；儋州市重點推介那大、白馬井旅遊區、
蘭花種植等專案；澄邁縣重點推介海南生態軟體園資訊產業、老城經濟開發區新材料產業等項目；東方
市重點推介新能源產業等項目；臨高縣重點推介遊艇製造等專案；昌江縣重點推介昌江國家級迴圈經濟
示範園區新型鋼鐵、生態建材和棋子灣、霸王嶺等旅遊區項目；樂東縣重點推介鶯歌海、尖峰嶺旅遊區、
香蕉深加工等項目；洋浦經濟開發區重點推介煉化、造紙、油氣儲備等新型工業項目。

（十九）

區域中心城市建設--海口綜合推介會

時間: 2011 年 12 月 7 日下午
地點: 香港會展中心 N201
牽頭單位：海口市政府
內容: 國務院近期發佈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將包括海南在內的北部灣地區列為重點開發區
域，標誌著該地區成為支撐全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之一。規劃同時提出增強南寧、海口的要素集聚
能力、綜合實力和輻射能力，建成區域性中心城市。圍繞這個目標，海口需要進一步加大招商選資力度，
通過香港和聯誼兩會平臺推介一批對城市建設、產業發展起支撐作用的“十二五”重大招商項目，提升
城市形象和綜合服務功能，努力形成具有海口特色的產業集群。本次推介會旨在宣傳海口區域中心城市
的目標定位、發展遠景，推介海口“十二五”規劃發展的重點專案，綜合展示海口的城市形象和實力，
提升投資者對投資海口的信心，力爭在項目簽約上取得新突破。具體推介方案由海口市政府組織策劃並
實施。

（二十）

瓊劇演出

時間：12 月 7 日 19:30－21:30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展覽廳 5B&C
承辦：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
演出單位：海南省瓊劇院
規模：出席“聯誼兩會”暨經貿活動的全體代表、香港各界友好社團代表及旅港海南鄉親
（約 5,000 人）

（二十一） 高層會談、商務會晤和項目考察
時間：2011 年 12 月 6－8 日
承辦：省外事僑務辦公室、省商務廳
內容：根據省領導在港日程，適時安排省領導與香港特區政府高層、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會談。與
香港商界知名企業家進行商務會晤，進一步聯絡感情，強化溝通，尋求深化合作，為我省國際旅遊島
建設廣泛積累人脈資源。會見形式包括早餐會、交流酒會或會晤等。活動期間擬安排省領導及代表團
有關成員考察對我省經濟社會發展有借鑒作用的專案。如葵涌碼頭，香港濕地公園，香港鐵路有限公
司等。

（二十二） “同根文化•同源鄉情”海南文化周
日期：2011 年 12 月 4－7 日
地點：香港會展中心五樓 5B&C 廳、三樓大會堂
主辦：省文化廣電出版體育廳、香港海南商會
支持機構：香港旅遊發展局
內容：擷取海南本土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精華（如瓊劇）
，旨在加深廣大僑胞與港澳同胞對海南文
化的瞭解，達到傳承、推廣本土文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