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2017湖泊休闲嘉年华启动
仪式暨“乐视体育”杯全民帆船赛

汇聚各类帆船举办全民帆船
体验赛、航海明星面对面、冠军教
你学帆船、水手之夜、帆船摄影比
赛等活动，同时联合乐视及全国性
媒体进行报道和传播。

时间：7月7日-14日；
地点：环湖南岸线帆船港湾
（二）激情一夏东钱湖营地嘉

年华
举办泡泡泳池派对、营地帐篷

集市、踏青春骑行荟、东钱湖皮划
艇趣玩赛等主题活动，配合各类互
动活动以及露天电影活动形成嘉
年华体验区。

时间：7月8日-14日；
地点：上水帐篷营地
（三）国际篮联大师预选赛

国际篮联大师赛是由国际篮
球联合会（ＦＩＢＡ）创办的世界
最高水平的三对三赛事，嘉年华活
动期间举办国际篮联大师预选赛
宁波站，内容包括三对三小组赛、8
强赛、投篮大师赛、扣篮大师赛、冠
军决赛等赛事及颁奖仪式，并向大
众开放观赛。

时间：7月8日-9日；
地点：水上乐园
（四）“钱湖家宴”魅力展
组织东钱湖主要酒店，创作具

有东钱湖时令食材特色的一款“钱
湖夏宴”品牌菜肴，在各自酒店展
示和营销。邀请网络红人、美食达
人共同参与，并通过宁波电视台

《美食美客》栏目做电视台展播。
时间：7月7日-14日；
地点：东钱湖

（五）东钱湖龙舟文化会
举办龙舟民俗文化会、“同舟

同心·圆梦钱湖”东钱湖全民龙舟
赛，龙舟竞渡赛、东钱湖龙舟文化
展示，东钱湖生态水利展示，通过
龙舟赛的活动举办，让大众体验东
钱湖龙舟、湖泊文化，展示东钱湖
水域生态治理成果。

时间：7月8日-14日；
地点：陶公岛景区
（六）国际青年体验营
联合新媒体总部资深媒体人、

自媒体大号、网络红人、行业大咖、
国际友人、游客代表组成国际青年
体验营，共同参与湖泊休闲嘉年华
活动，活动以环湖南岸线主线活动
为核心，在度假助理的带领下深度
体验帆船、骑行、露营、美食、皮划
艇等活动，同时通过网络直播、新
媒体报道等方式向国内外游客推
介东钱湖旅游。

时间：7月8日-14日；
地点：东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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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顺帆航海帆船队
成立于 2013 年，协助许多船

队在各项大赛屡创佳绩，目前已
累计参加超过上百次航海比赛，
如“2013 年中国杯”“2014 年海帆
赛”“2014年司南杯”等。

上海梭鱼队
成立于 2016 年年初，组建当

年获得海尚俱乐部联赛总成绩第
九，在 2017 年赛季中目前排第
五，获 2017 上海“景洪城投杯”帆
船赛第 15名。团队在 2017年开始
逐步参加全国性比赛。

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
主要由两名现役国家队队员

牵头，且两人年龄均为 19 岁。其
中，师俊杰曾获 2016 年 8 月亚帆
联杯上海站Nacra 17级第三名；
杨学哲曾获 2015年 9月国际帆联
世界杯帆船赛青岛站 Nacra17 级
别第六名。

上海淀山湖人帆船队
曾获 2015 上海杯帆船赛第

三名，2016 太湖杯帆船赛公开组
第三名，2016 烟台北方俱乐部杯
第二名。

荷兰游牧虎帆船队
于 2011 年春成立，在英国马

丁船长（Martin Clark）、荷兰马
丁船长（Martin Hingst）和中国
赵丙庆船长的带领下参加了海南
环岛赛、西沙司南杯、厦门俱乐部

杯、宁波东钱湖邀请赛、普吉岛泰
王杯等国内外比赛。

浙江“海门卫”帆船队
由 7 名队友组成，由曾获得

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女子欧洲级帆
船冠军和第十三届曼谷亚运会女
子欧洲级帆船冠军张宏任船长。
该组合曾参加首届“东海”杯帆船
比赛获得第5名，平均年龄40岁。

上海海猫队
成立于 2010 年，是在上海淀

山湖上活跃的一支新兴的帆船队
伍，主要进行龙骨帆船和双体帆
船活动，近年来船队成绩提高迅
速，实力不断增强。

广州市帆船协会船队
来自不同行业的帆船、帆

板爱好者，聚集成广州市帆船
协会船队。每年，大家都把自
己的假期用于参加帆船航海活
动、帆船比赛。船队于 2010 年
组建。

台湾Dorado剑鱼队
由几位热爱帆船、对生活充

满激情的帆友组成的队伍，并在
2017年台湾澎湖杯国际帆船赛中
获得总冠军。

滴水湖乐水队
成立于 2017 年。船长具有丰

富的海上航海经验，为远洋船舶
二副，队员持有国内国际帆船证
书。

参赛队伍

7 月 8 日上午，2017 年“乐
视体育”杯全民帆船赛激情开
赛。有别于普通赛事的是，本
届帆船赛上，将有数百名幸运
人士亲赴现场观赛、试乘，还
有望与世界冠军同船竞技。此
项目赛事由东钱湖湖泊休闲节
组委会主办，宁波泓渤体育发
展有限公司、逸帆航海俱乐部
承办。

据了解，比赛分成场地赛和
环湖赛，分别于7月8日、9日举
行，比赛水域就在东钱湖南湖帆
船港湾、露营基地和柏悦酒店；
颁奖晚会暨水手之夜派对，在露
营基地举办。与此同时，还将举
行“航海名人面对面”“冠军教
你学帆船”“帆船摄影比赛”“帆
船器材展”等一系列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帆船赛
参赛阵容强大，荷兰游牧虎帆船
队、意大利顺帆航海帆船队等10

支队伍国际范儿十足。有前世界
冠 军 、 荷 兰 马 丁 船 长 （Mar-
tin Hingst），还有亚运会冠军。

市民如何参与体验？宁波逸
帆航海俱乐部负责人徐波浪介
绍，10支比赛队伍中，只有 2名
是专业选手，还有 5 人就是普通
的 市 民 ， 不 过 他 们 已 经 过 初
选、培训。参赛群众来自各行
各业，有空姐、医生、记者以
及银行工作人员等。另外，市
民可以在场地赛、环湖赛时观
看比赛。

“ 逸 帆 俱 乐 部 承 办 这 一 赛
事，旨在办一项赛事带动一座城
市的水上运动。未来，这里将兴建
东钱湖国际帆船港湾，打造国内著
名的小帆船运动胜地。”徐波浪介
绍说，逸帆航海俱乐部是全国“万
人千帆青少年培训基地”（全国共
12家），也是美国帆船协会（ASA）
中国分校（浙江省唯一的分校）。

全民帆船赛——

全国首创“专业选手+市民”参赛模式
湖泊休闲嘉年华——

这个夏天，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东钱湖

精心制作了让市民分

享的旅游休闲大蛋糕

—— 湖 泊 休 闲 嘉 年

华，这也是东钱湖第

九届湖泊休闲节的重

要篇章。

按 照 “ 全 民 办

节、社会办节”的理

念，东钱湖旅游度假

区管委会在7月7日至

7 月 14 日的一周时间

内，集中安排了十多

项精彩纷呈的活动。

同时推出系列优

惠活动，包括主要景

区半价、主要宾馆酒

店餐饮8.8折、开通三

条直通车、免费水上

巴士等，还推出两个

旅游包价产品。

这一周，东钱湖

将展示运动之美、竞

赛之美，奉献不一样

的精彩！这一周，东

钱 湖 将 迎 来 全 民 休

闲、全民狂欢！

观大赛观大赛、、划龙舟划龙舟、、品美食品美食、、住帐篷住帐篷、、玩派对玩派对............

全民狂欢全民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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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介介

惠民活动

首发“湖泊休闲嘉年华旅
游护照”

游客和市民可以携带这本“护
照”免费乘坐水上观光巴士，凭“护
照”半价游览各个景区，在各家酒
店用餐享受 8.8 折的优惠，只要搜
索并关注“东钱湖旅游”微信公众
号就能到东钱湖游客中心、宁波城

市旅游之窗游客咨询中心、东钱湖
各酒店前台获取一本“护照”。

推出两个旅游包价产品

一日游产品，游客只需花 105
元就可以享受包括在水上乐园观
看国际篮联大师赛和参与水上乐
园狂欢派对，乘坐水上巴士观看全
民帆船赛，游览小普陀胜景。

两日游产品，一家三口仅需
788元就可享受包括恒元温泉酒店
或者房车营地住上一晚，畅玩水
上乐园狂欢派对，与体育明星共
同驾驶帆船，喝双人下午茶，去
南宋石刻公园体验国学，晚上参
加露营音乐活动等。

此 外 ， 本 次 嘉 年 华 活 动 期
间，开通从南塘老街直达东钱湖
嘉年华现场的旅游直通车，直通
车每天发班并接驳中间体验点，
让宁波市民和游客能更便利地体
验各项活动。

（一）首届东钱湖旅游商品设
计大赛

为展现和反映东钱湖的文化
底蕴和地方特色，挖掘东钱湖有代
表性的特色文化旅游商品，面向全
社会广泛征集能够反映东钱湖的
伴手礼的具体产品及设计。届时邀
请大众、媒体、政府代表等作为评
审，最终评选出东钱湖代表性的文
化旅游商品，并给予奖励。

时间：7月
（二）第三届儿童游泳挑战赛
第三届儿童游泳挑战赛是“凯

悦繁荣计划”的公益活动之一，旨
在将游泳这项体育事业发扬光大。
活动在柏悦酒店室内游泳池举办，
并通过挑战排行榜的方式决出前
三名并获得十年柏悦免费健身、免

费生日晚宴、生日蛋糕等大奖。
时间：7月1日-8月31日
地点：宁波柏悦酒店
（三）水世界日夜狂欢派对
东钱湖水上乐园举办水世界

日夜狂欢派对，活动期间特邀演艺
团队打造大型舞美《激战加勒比海
盗》，同时举办泡沫派对、水上冲
关、泼水狂欢节、全家总动员·家庭
水上趣味运动会等活动。

时间：7月1日-8月31日
活动地点：东钱湖水上乐园
（四）恒清凉水派对
以夏季亲子玩水为主题，结合

恒好玩 Club 团队举办恒清凉水派
对，活动期间推出冰爽夏日、冰爽
派对、冰爽冷饮趴、冰爽纳凉之地
等系列活动。

时间：7月1日-7月30日
地点：恒元温泉酒店
（五）会奖旅游买家团东钱湖

采风
邀请上海会奖旅游买家团考

察东钱湖酒店、会议接待设施，品
尝东钱湖农家菜，参观东钱湖旅游
景点、古村，体验骑行、皮划艇、帆
船等新业态，与区内旅游企业对话
合作，共同探讨和设计东钱湖会奖
旅游产品。

时间：7月3日-7日
地点：东钱湖
（六）东钱湖放鱼节
以保护湖泊自然生态为宗旨，

举办东钱湖放鱼节，号召社会大众
积极响应参与到本次活动中，让参
与者亲身体验增殖放流的乐趣，提
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时间：7月
地点：东钱湖南岸线

主题活动

国际帆船港湾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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