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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纺联函[2018] 145 号

各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省市协（商）会及有关单位： 

当前各地产业集群正处于升级发展的重要时期，集群的产业

形态、规模结构都在快速地发展变化。各集群地区的政府、行业

协会，对发展纺织产业又有了许多新的经验与规划。为了贯彻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工作总方针，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确定的八项重点工作和三大攻坚战，结合新时代纺织行

业新定位，把握新方向，总结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的情况，振

奋精神，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纺织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和纺织产

业的持续发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定于 9 月 15 日，在河北省

容城县召开以围绕“高质量发展推动纺织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为

主题的 2018 年全国纺织产业集群工作会议。现将会议内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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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18年 9月 14日报到，15日全天的会议，16日 

参观。 

    会议地点：河北省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会议中心。 

二、 会议主要内容 

  1.  14 日全天报到。由于 15 日上午 2018 雄安马拉松赛等

活动，白洋淀高速出口、马拉松沿线路段将封闭，希望代表尽

可能在 14日晚到达。 

2．15日上午参加“雄安时尚峰会”。 

3．15日下午参加“产业集群工作会议”。 

4．15日晚可自选参加雄安新区中小学生装（校服）设计邀

请赛。 

5． 由于会议同期容城县将举办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

节一系列的相关活动，代表可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16 日-17 日的

参观活动。（活动日程安排见附件 3） 

三、参会人员 

1．纺织产业集群试点地区主要负责人，企业代表，每地区

2-3人； 

2．有关省市纺织（服装）协（商）会 1-2 人； 

3．受邀请单位代表； 

4. 获奖的单位或企业代表； 

5．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及专业协会、事业单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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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闻媒体单位等。 

四、会议报到食宿及交通安排 

1．会议报到地点：分别在住宿酒店大堂设立会议报到处。 

2．住宿酒店：由于会议同期将举办文化节，因此需要将代

表们分 3个酒店安排，具体酒店的信息见附件 2。 

3．交通建议 

（1）由于河北容城县没有直达的机场，代表可 13日乘飞机

抵达北京，第二天从北京南站乘坐 D6655或 D6657 次动车，时间

1 小时 20 分到达“白洋淀”站；或从北京西站乘坐高铁、动车

到达“保定东”站，车次可选择的比较多。 

（2）14日抵达首都机场的代表，可乘会务组提供的接站大

巴车到达住宿酒店（需要代表们在机场稍加等候，首都机场乘车

到容城县 175公里，车程大约 2小时 30分钟）。 

4．接站 

接站工作统一由文化节组委会负责，参加集群工作会议代表

组委会统一安排分 3 个地方接站：1）北京首都机场 T3 和 T2 航

站楼旅客到达出站口，从 14日中午 12:00开始，到 19:00结束，

志愿者在到达航班出站的地方，举着会议的牌子接站；2）白洋

淀高铁站；3）保定东高铁站。代表们出站后请寻找“2018 全国

纺织产业集群工作会议”接站牌和志愿者。 

五、其他 

本次会议不收取会议费，代表交通食宿费用均自理。因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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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同时进行，人员较多，

基础设施有限。为了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如住宿安排、就

餐安排、接送站、参观等，请务必将参会回执于 8 月 31 日前传

真或邮件至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集群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张京炜 010-85229523  

郑治民 010-85229314 

传真：010-85229551  

    邮件：zfql@cntac.org.cn 

附件：1. 2018年全国纺织产业集群工作会议报名回执 

2. 会议酒店房间预订表

3. 会议同期举办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的活动

安排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2018年 8 月 6日印发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8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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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意事项： 

1. 为保证会议准备工作有序进行，请完整填写以上信息，并 8 月 31 日前

将回执发至邮箱：zfql@cntac.org.cn。 

2. 需要预定住宿房间的代表请做好标注，我们统计后报给酒店。 

3. 会议不收取会务费，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参会单位   

代表姓名 性  别 职  务 手机号 

        

    

    

联系人 性  别 职  务 手机号 

        

抵达日期  

需要接站请填写抵达具体

车次或航班号（高铁站、机

场名称） 

 

离开日期  

需要送站请填写离开具体

车次或航班号（高铁站、机

场名称） 

 

用餐计划 是否参加 15日晚宴 是（ ）；否（ ） 

参观计划 是否参加 16日参观  是（ ）；否（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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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预订信息 

入住日期 离店日期 姓名 ★联系方式 酒店名称 
预订

房型 
房间数量 

       

       

       

       

★特别提示 

  由于会议规模较大，分别安排了 3 家酒店接待，每个酒店房型及档次不同，遵循先 

订、先到的原则，以最终到达酒店办理住宿为准 

会议酒店： 
1. 安新县锦泰温泉度假酒店（距离会场最近） 

单标间：￥ 350 元/间        套间： 698 元/间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锦泰路 1号  电话：0312-5203999 

2. 白洋淀凯盛国宾温泉度度假村 A栋（距离白洋淀最近）  

单标间：￥ 430 元/间        套间：800元/间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安新县大王镇旅游东路   电话：0312-5118666 

3. 美泉世界温泉假日酒店（酒店设施较新） 

单标间：￥ 380 元/间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雄州路陈台南， 

电话：0312-615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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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活动日程表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9 月 15 日

（周六） 

7:30-10:30 白洋淀火车站广场 雄安马拉松 

9:00-10:00 雄安时尚一号秀场 开幕式暨金顶秀 

10:00-12:00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多功能厅 
雄安时尚峰会 

14:00-18:00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多功能厅 

2018年全国纺织产业集群 

工作会议 

19:30-21:00 雄安时尚一号秀场 
雄安新区中小学学生装（校服）

设计邀请赛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科技展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品牌展 

9:00-17:00 容城体育馆南街 京津冀大学生创意集市 

9 月 16 日

（周日） 

09:30-10:20 雄安时尚一号秀场 时尚运动主题秀 

10:30-11:00 北服容城园 howroom 
时尚定制中心、原创中心等揭

幕活动 

14:00-17:00 北服容城园中央秀场 时尚定制沙龙 

19:00-20:00 雄安时尚一号秀场 时尚定制主题秀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科技展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品牌展 

9:00-17:00 容城体育馆南街 京津冀大学生创意集市 

9 月 17 日

（周一） 

9:00-11:00 北服容城园中央秀场     非遗文化沙龙 

19:00-21:00 雄安时尚一号秀场 时尚盛典暨颁奖晚会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科技展 

9:00-17:00 容城体育馆 时尚品牌展 

9 月 9 日-  

17 日 
10:00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北服容城园 
时尚经典电影展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