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新领军者年会
“夏季达沃斯”在亚洲
创新：势在必行
2013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中国·大连

媒体指南
行为准则
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营造开放、透明的环境，以促进与会者和媒体记者融洽交流。然而，新领军者年会本质上是非
公开会议。所有媒体记者、摄影师及摄制组应严格遵守大会规章，避免干扰会议的进行。任何记者如被发现不遵循
媒体指南或行为过激、无理僭越，违规者本人及其所在团队的全部成员将即刻被取消参加本次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
其它活动的资格。

资格审核和媒体签到
欲参加 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的记者和媒体技术人员（摄像师、音响师及摄影师等）均需通过世界经济论坛的资格
审核。会议现场不受理临时注册。
请注意以下重要细节：





在线媒体注册已经关闭。所有资格审核结果以世界经济论坛最终确认为准。出于安全考虑，会议现场不受理临
时注册。
媒体签到——已通过资格审核的记者可于 9 月 10 日 14:00 开始前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签到（地图：Dal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记者在签到时将领到通行证、最终会议日程安排、最终参会人员名单及其他资料。
通行证不可转让、换用。违规者将被取消参会资格。

重要场所位置
会议场地
Dal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大连市中山区港浦路 3 号
电话：+ 86 411 3997 3333
传真：+ 86 411 3968 0733
网站： http://www.dl-icc.com

媒体入口
媒体记者仅可从媒体入口进入会议中心。从注册处至会议中心有不间断运营的免费穿梭电车。请要求司机师傅停靠
在媒体入口。
媒体中心和广播电视媒体区
媒体中心和广播电视媒体区位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开放时间为早上 08:00 至晚上 21:00。
会议厅和新闻发布厅
所有会议厅，新闻发布厅以及新领军者村位于会议中心三层，具体请参考会场内指示牌。
重要须知：会议中心三层仅如下场地对媒体开放：公共区域、全会厅、卢加诺厅、达沃斯厅、演播厅（Studio
Room），日内瓦厅和新闻发布厅。论坛厅（Forum Room）仅于 9 月 13 日（星期五）向媒体开放。新领军者村对
媒体开放，但需提前与论坛媒体组预约拍摄许可。行业合作伙伴区域（The Industry Partners Lounge），工作空间
（Workspace）以及创想实验室（Ideas Labs）不对媒体开放。

证件类型
橙黄色证件 供媒体报道记者使用，可参加所有公开场次会议。包括以下区域：全会厅（Plenary）、达沃
斯厅（Davos Room）、卢加诺厅（Lugano Room, 电视会议厅）、演播室厅（Studio Room）、论坛厅
（Forum Room）（仅限 9 月 13 日），日内瓦厅和新闻发布厅。
带紫色条纹的橙黄色证件 供媒体技术人员使用。该证件持有者无需参加全会厅、达沃斯厅、卢加诺厅、
Studio Room、Forum Room 以及日内瓦厅的会议。
如该证件持有者需要进入上述会场，请前往位于媒体中心的媒体咨询台联系世界经济论坛媒体组工作人员。

此类型证件持有者如欲进入上述会场须根据场内具体座位数量而定。上述会场门口将有工作人员控制媒体
技术人员入场数量。橙黄色证件以及带紫色条纹的橙黄色证件均可进出媒体中心。

会场准入










公共区域 位于会议中心一层及三层。
全会厅在该会议厅进行的会议均为公开场次并有网络直播。无需提前注册，但座位有限。视频信号由欧洲广播
联盟提供。
卢加诺厅在该会议厅进行的会议由各国媒体组织与机构共同主办。无需提前注册，但座位有限。这些会议为公
开场次并有网络直播，但不提供视频信号。会议视频资料版权归相关媒体组织所有。如欲获得这些会议的视频
资料，请自行与相关媒体组织联系。
达沃斯厅在该会议厅进行的会议均公开发布并有网络直播。无需提前注册，但座位有限。视频信号由欧洲广播
联盟提供。
演播室厅在该会议厅进行的会议均为公开场次，但不提供视频信号。
日内瓦厅在该会议厅进行的会议均为公开场次，但不提供视频信号。请注意由于空间小，只有 5 个媒体预留席
位。如欲参加这些会议，请提前一天于 18:00 前到位于会议中心一层的媒体咨询台注册。
论坛厅该会议厅只有在 9 月 13 日（星期五）进行的会议为公开场次。无视频信号提供。请注意由于空间有限，
只有 5 个媒体预留席位。如欲参加这些会议，请提前一天于 18:00 前到位于会议中心一层的媒体咨询台注册。
新闻发布厅新闻发布会供媒体参加，为公开场次。新闻发布厅提供音频信号。

如需视频信号请与欧洲广播联盟联系。电话：+86 10 6538 8068，传真：+86 10 6538 8008，邮箱：
tian@eurovision.net 。
重要须知： 参会媒体在会议期间不能提问。如有问题，请留待新闻发布会或采访时提出。

公开发布会议
全会厅

对媒体开放

卢加诺厅
达沃斯厅
演播室厅
日内瓦厅
论坛厅

对媒体开放
对媒体开放
对媒体开放
只预留 5 个座位 – 需提前注册
仅在 9 月 13 日对媒体开放；只预

仅可在会议开始后的前 5 分
钟摄像
禁止摄像
禁止摄像
禁止摄像
禁止摄像
禁止摄像

禁止摄影
禁止摄影
禁止摄影
禁止摄影
禁止摄影
禁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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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留 5 个座位 – 需提前注册
对媒体开放

允许摄像

允许摄影

重要须知：参会媒体如被发现在任何会议中进行摄影摄像活动，将会被取消参加本次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其它活动
的资格。

TV Rotation（拍摄许可）
任何媒体记者如欲进入新领军者村需提前与媒体组联系获得拍摄许可。
若广播电视媒体技术人员（摄像师、录音师）欲进入三层参会人员活动的新领军者村，需提前申请临时进入程序，
最多可在新领军者村停留 15 分钟。
 如欲进入新领军者村拍摄，所有摄像团队的工作人员都应至少提前 24 小时与世界经济论坛媒体组预约获取每
次 15 分钟的拍摄许可。自 20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4:00 起，请与 Lai 女士联系预约拍摄许可。电话： +86
15840880825。
 拍摄的范围仅限于会议中心一层与三层的公共区域以及新领军者村指定区域。
 只允许两名电视媒体工作人员同时进入拍摄。
 进入新领军者村后，可在该区域进行拍摄和采访。请各位媒体记者尽量避免干扰参会者交流。

媒体中心
世界经济论坛为记者提供设施完善的媒体中心。






平面媒体中心和广播媒体区位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开放时间 08:00-21:00。
媒体中心配有电话、无线网络、联网电脑及中文键盘、传真机和电源插座。论坛主办方免费提供电话传真机，
可拨打当地电话及发送有限数量的国际传真。
媒体中心配有播放主会场现场画面的大屏幕。
论坛主办方免费提供简易午餐、咖啡、茶及软饮料。
请勿将私人物品放在媒体中心无人照管。论坛主办方对遗失物品概不负责。

重要须知： 媒体中心及媒体设备均位于一层。新领军者村位于三层，旨在为新领军者提供聚集地以便进行临时会议
和双边交流。该区域的茶歇和午餐仅供参会者使用。我们在媒体中心为记者提供了类似的茶点。

摄像、电视和摄影人员
 论坛仅授权国际通讯社拍摄会议照片。除此之外论坛不接受任何其他摄影师资格申请。
 重要信息: 参会媒体（非电视台摄像人员）如被发现在任何会议中进行摄影摄像活动或有任何其他不遵守媒体指
南的行为，将会被取消参加本次会议和世界经济论坛其它活动的资格。
 公开场次会议（全会厅、达沃斯厅以及卢加诺厅）的视频信号由官方主播媒体代表世界经济论坛提供。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免费提供公开场次会议的公共视频信号，但这些服务需要技术准入费用。
 仅可在新闻发布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过程中摄像和/或录音。论坛将为电视台的摄像机和摄像师分配固定位置。
 每次全体会议均会在后排安排记者的座席。
 电视摄像人员和摄影记者应在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到场，以便安置设备。
 因拍摄区域在大会议厅后面，请携带足够倍数的长焦镜头。
关于无线网络的重要提示
鉴于无线网络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而目前的无线技术能力有限，因此我们善意提醒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
请勿携带个人无线网络接收设备。这些个人设备会干扰有限的现场频道，并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公共无线网络免费服
务的质量。参加会议期间，您若无法连接至无线网络或登录因特网，可以向媒体服务处的信息技术人员寻求协助。

会议主播方
大连电视台为本次新领军者年会的官方主播媒体。欧洲广播联盟（Eurovision）将提供转播技术支持与广播媒体工
作间。咨询具体技术问题，请联系杨含女士（vivian.yang@weforum.org）
获取会议影像及预订广播媒体工作间，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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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乐女士
欧洲广播联盟
电话:+86 10 6538 8068
传真:+86 10 6538 8008
邮箱：tian@eurovision.net

声明政策
世界经济论坛要求在所有与新领军者年会相关的所有报道中提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称。
 平面/广播/图片/在线媒体
所有报道新领军者年会的文章、采访或照片均应同时提及“世界经济论坛”和“新领军者年会”。如欲创建“世界
经济论坛”网站的链接，请发邮件至 website@weforum.org
 电视
所有报道新领军者年会的节目或电视访谈均应提及世界经济论坛或者在画面上显示论坛标识。如您需要世界经济论
坛标识或背景，请联系高级媒体经理Maxwell Hall先生（maxwell.hall@weforum.org）电话: +86 15840880691

更多信息
语言
会议官方语言为英语。所有全会场次将提供中文普通话和日语同声传译。
着装规定
请着商务装或商务休闲装出席会议。
签证
我们建议您尽早联系您所在地中国使领馆咨询签证事宜。如需参会证明信，请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前联系戴谛女士
（di.dai@weforum.org）。
住宿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政策，所有媒体成员需自行预定大连的酒店。大连市为此提供如下推荐酒店名单，如有兴趣请点
击下面的链接 click here。

咨询更多信息，请联系论坛媒体组 （从 2013 年 9 月 6 日后）
马奕斐女士
媒体助理
电话：+86 106599 9521
手机：+86 15840880872
邮箱：yifei.ma@weforum.org

戴谛女士
媒体助理
电话：+41 (0)22 869 1405
手机：+86 15840880560
邮箱：di.dai@weforum.org

杨含女士
高级媒体经理
电话：+86 10 6599 9595
手机：+86 15840880860
邮箱：vivian.yang@weforum.org

新领军者年会相关链接















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http://wef.ch/amnc13
需求主要会议洞察http://wef.ch/amnc13insights
浏览会议图片http://wef.ch/amnc13pix
观看在线直播会议http://wef.ch/live
通过Twitter 关注论坛http://wef.ch/twitter及 http://wef.ch/livetweet （twitter用户请使用 #WEF标记与会议相
关留言）
在论坛的twitter名单上关注参会嘉宾如何在twitter上发言http://twitter.com/davos/WEFChina
阅读论坛博客http://wef.ch/blog
成为论坛的 Facebook好友http://wef.ch/facebook
通过 Google+ 关注论坛http://wef.ch/gplus
通过iPhone关注论坛http://wef.ch/iPhone
在优酷上观看会议视频 http://wef.ch/youku
在微博上关注世界经济论坛，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davos 腾讯微博 http://t.qq.com/da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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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论坛新浪微博账号

http://t.sina.com.cn/d
avos



读取论坛腾讯微博账号

http://t.qq.com/davos



通过微信关注论坛，请
加“达沃斯 Davos”

关于世界经济论坛 2013 年新领军者年会的全部信息请访问 www.weforum.org/newchamp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