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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城市文化论坛（World Cities Culture Forum, WCCF）领袖交流项目将帮助我们在世界

城市中培养文化领袖、鼓励合作、提升目标，并使城市能够相互学习。由于彭博慈善基金

会的资金挹注，使得更多城市可以参与交流。我们希望有多达 15 个城市参与交流。这是

一个与全球资深同行合作、深入探讨城市挑战并找到实用解决方案的机会。旅行和住宿支

出皆在补助范围内。  

 

概述   

 

通过其网络和年度峰会，WCCF 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和具影响力的文化官员，

以相互学习，并将文化纳入城市政策的核心。  

2018 年开始的领袖交流试点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使获选的成员城市得以参与工作互

访和交流、加深相互学习、应对自身所在城市的个别挑战。  

参与城市表示试点项目帮助它们： 

• 在市政府内增加支持及倡导文化的同事 

• 通过展示文化如何可被整合进城市规划中，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提出支持文化

的有力理据 

• 与同事开展新的对话和合作 

• 以案例研究支持论据，并与其他城市共享资讯 

• 深化成员城市间的关系，培养文化领袖 

可在这里找到更多信息。  

 

进展 

 

现在有一个在线 WCCF 创新实践和政策数据库（点击此处），以帮助激发城市灵感，并展

示成员城市的项目。  

申请表已翻译成三种语言。  

 

我们鼓励所有成员参与领袖交流项目，发现其惠益、相互联系，并探索联合申请项目。我

们可以协助建立您与其他成员的连结，讨论想法并分享网络中的案例。 

 

谁可以申请？  

WCCF 的所有成员城市。 

所有参加交流的城市必须协调并提交单一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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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交流项目是什么样的？  

所有的交流旨在支持城市自另一个面对共同挑战的城市的政策和计划中学习。 

交流有三种类型： 

1. 单向领袖交流（一个来访城市和一个主办城市） 

一个来访城市针对一项特定项目或面临的挑战，并与曾应对此挑战或发展了创新对

策的主办城市合作。此种交流包括一次访问。 

单向领袖交流旨在使一个城市能够与主办城市深入探讨他们面对的挑战。这包括跨
部门代表团（视情况而定），并直接推进一个具体领域。 

2. 双向领袖交流（两个伙伴城市） 

两个城市互访，并根据每个城市的挑战和专业知识专注于一个共同的议题。此种交

流包括两次访问（两个城市互访）。 

双向领袖交流使每个城市都能分享自己的最佳实践，共同解决问题并从另一个城市
汲取灵感。这是一次历时数月的深入交流，第一次工作访问的初步发现将能助益第
二次工作访问。  

3. 多城市交流（两个或多个来访城市和一个主办城市） 

两个或多个来访城市同时访问一个主办城市。此种交流总计为一次工作访问。 

多城市交流聚集来自多个城市更广泛领域的代表，围绕挑战议题进行广泛概述，并
提供顶级见解。主办城市将主导一次精心策划的工作访问，以便城市之间进行对话
和学习。 

请参见[here]了解有关领袖交流试点项目的信息，以帮助您填写申请表。 

无论何种类型，每种交流都包含以下部分：  

• 访问（1-4 天）——来访城市的主要领袖和随行人员前往主办城市进行会晤、激发

灵感、对话、收集数据、协作、反思和反馈。访问的目的是使参与城市能够根据个

别的政治和实际情况，推进一个项目或将经验教训和实况调查转化为新项目和可能

的新政策。 

• 纪录——每次交流都有部分预算支持雇用本地摄影师记录会议和现场访问。参与城

市也应收集其他资讯，如参与者的引述句、关于规划过程的简短视频和说明、访问

发现、关于交流对实践的影响的反馈。  

• 传播——交流城市应在交流前、交流期间和交流后，于可利用的渠道（内部或外

部）、媒体（传统媒体或社交媒体）、网络（地方性、全国性或国际/区域性）或

其他机会（如演讲机会、其他论坛等）中推广交流项目。WCCF 将提供相关的指导

和建议措辞。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World_Cities_Culture_Forum_Leadership_Exchange_Programme_Case_Study_Report_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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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与交流城市和 WCCF 团队合作，编写一份报告（书面或录制）在论坛网站

上发布。包括对交流访问、参与者和后续影响的描述。    

• 后续关系——交流城市应致力追踪代表团的后续交流。这可以是交流后的电话或通

信，以考察交流成果的执行情况或应对其他问题。 

• 展示——交流城市将于 2020/2021 年世界城市文化峰会中展示成果。  

在整个过程中，WCCF 将支持与会者设计及实行一次成功的交流。  

 

交流团队应该包括谁？ 

根据交流的具体议题，我们鼓励您带上来自各领域的领袖和专家，而不仅是市政府的代

表。在领袖交流试点项目中，城市代表团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组成，其中包括： 

• 市政府：文化部门和非文化部门（如规划、环境、社会、交通和经济发展）  

• 文化领域 

• 非营利领域 

• 当地企业 

• 非政府组织 

• 慈善事业 

 

领袖交流项目负责人 

我们要求每个参加交流的 WCCF 成员城市都有一位领导讨论内容、规划及城市关系的“领

袖交流项目负责人”。该负责人是主要的联络点，能与 WCCF 就交流事宜进行商讨，并确

保代表团的支持。这对于包含跨部门成员的代表团的交流尤为重要。 

 

 

 

 

 



 

 

参加领袖交流项目有什么好处？  

 

领袖交流项目： 

1. 是 WCCF 的一项独特、专有且仅限成员参与的项目 

2. 它将不同部门、不同城市的文化城市领导者聚集在一起，以积极协作并相互学习。

“我从没意识到这件事情如此重要：所有参与者均愿意分享他们的工作故事和经验并

积极倾听。这种能够公开讨论我们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并头脑风暴出可能的解决方

案的空间是非常罕见的。”Derek Weng, New York 

3. 这使 WCCF 会员城市可以通过现场咨询、学习、工作访问和积极对话来推进当地项目

和政策制定。“能在发展初期阶段加入一项协作项目真是太棒了。每个人都怀着开放

的胸怀，以愿意走出舒适区进行学习和思考的方式来参加该项目，这令人耳目一

新。”Elsie Grace, Veolia Environmental Services. 

 

有哪些可用资金？  

项目为来访城市、主办城市和伙伴城市的差旅、住宿和与项目相关的费用提供支持。包

含：  

A. 一个/多个来访城市的差旅、住宿和餐饮费用  

• 与会代表经济舱往返费用 

• 在三星级酒店或同等水平的酒店中至多 15 晚住宿费用。即五名代表的三晚住宿

费用，或三名代表的五晚住宿费用。过夜天数的分配将取决于您提出的交流计

划的规划、您可能希望派遣的代表人数以及旅程时间。此旨在为设计和规划交

流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机场接送 

• 签证费（如适用） 

• 每日用餐津贴 

 

B. 支持主办城市为来访城市安排交流行程中的各环节元素 

• 接待代表团的场地费用（如适用） 

• 交通费用（由主办城市为代表团和主办方人员组织） 

• 娱乐活动（与挑战议题相关，如文化参访） 

• 主办城市参与者的餐饮（与交流项目相关，如欢迎晚宴或工作午餐） 

C. 工作访问的纪录，由主办城市负责 

• 一名记录交流的当地摄影师 

每个参与的城市都应以非现金的形式作出贡献。可能是员工工时、场地或城市资源使用权

或其他形式，以支持交流。 



 

 

条件和条款 

条款与条件列出了协议的条款、选拔程序、资金支持、退出、不可抗力、保密与责任。另

请参阅申请表预算部分以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希望资助多达 15 个城市参与交流项目，资金范围在 3000 到 25000 英镑之间。各地成

本差异将列入考量中。  

 

有哪些标准？ 

以下为评估申请的标准及其分值比例： 

1. 相关性：使用文化战略、项目或政策途径解决您所在城市的重大挑战（40%） 

• 交流应与您所在城市政府通过其公布的战略、市长/领导承诺和确立的城市优先事

项而采取的举措相关。 

2. 可行性：展示于交流中达成学习、改进和成果所需的主要城市利益相关者（公共和/或

私人）和城市领导层的支持（30%） 

• 可以以下形式呈现：公开保证（新闻稿或公开声明），或对关乎挑战议题的未来资

金、议程或项目的承诺。 

• 欢迎提出市长信函作为支持。 

 

3. 时机/急迫性：善用时机应对挑战（20%） 

• 是否有即将启动的议程、政策公告或政治决策过程可获益于本次交流的经验和成

果？例如，本次交流可为将针对挑战议题进行的一项公众审核过程提供证据。  

 

4. 可扩展性：展示想法、方法或发现如何在其他世界城市或您的城市复制和落实

（10%） 

• 您将如何分享关于此次交流的想法或成果？  

• 您会写博客，还是在跨部门会议、市长会晤、您所在的创意部门或国际会议上发表

您的交流经验？  

• 其他世界城市能从您的交流中学到什么吗？  

 
 

领袖交流项目的遴选过程？ 

 

申请表将由一独立的领袖交流项目评审团进行评选。  

 

评审团包括 Kate Levin、Ruth Mackenzie 和 Marina Guo 组成， 

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后，WCCF 将审查提交的申请，要求额外说明或信息，此后再提交评审

团。  



 

 

接着，评审成员将评估申请表，并透过视频会议进行团体审核。评审团将在会议上详细讨

论每份申请。每份申请都根据标准个别评估。 

在申请表评分结束后，城市将获知其提案是否获得接受。评审团可能会对资金细分提案提

出建议更改，或是当多份应对类似挑战的高分申请出现时，评审团可能会建议举行联合交

流。   

 

如何申请？  

请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 11:00 GMT 之前，向 WCCF 提交数字申请表。请查看申请表和在线

资源，以获取更多信息。  

 

其他信息 

1. 在线介绍会： 

我们邀请有兴趣的城市参加我们的在线介绍会，时间分别是 10 月 8 日（星期二）

下午 5:30（BST）和 10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8:30（BST）。WCCF 将简要介绍交流

项目，并回答您可能遇到的任何初步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tha.pym@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 登记参与 

 

2. 与世界城市文化论坛对话： 

我们很乐意与您非正式地讨论您的想法、协助城市间的引介，或者分享有关城市挑

战的领先创新案例。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您可随时与

martha.pym@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 联系。  

 

3. 世界城市文化峰会挑战议程，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里斯本举行： 

我们已在峰会前要求每个城市为挑战议程提出感兴趣的议题。10 月 22 日（星期

二）至 10 月 23 日（星期三）间，与会代表可在里斯本的酒店大堂中查看这些议

题。  

 

10 月 25 日（星期五）当天，代表们将分成 4-5 人的小组，根据他们的兴趣讨论特

定的挑战。议程间有两次讨论机会。这也是探索潜在交流会想法的机会。  

 

在整个峰会期间，我们鼓励城市代表利用酒店的许多非正式会议空间会见其他城市

代表，讨论交流会想法。 

 

对于无法参加峰会的城市或代表，我们将在峰会结束后与成员网络分享内容。 

 

4. 资源与灵感启发： 

一个在线 WCCF 创新实践和政策数据库可由此点击进入：[LINK]。我们也鼓励城市参

阅我们最近的《文化和气候变化报告》以及我们网站上的其他出版品[LINK]。 

 

mailto:martha.pym@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
mailto:martha.pym@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case_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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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assets/others/WCCF_Report_June_28_FINAL_v4.pdf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publications
http://www.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publications


 

 

5. 角色和职责：  

在交流之前、期间及之后，参与的合作伙伴将承担以下角色和责任：  

领袖交流项目负责人 

每个参与交流的城市（来访城市/主办城市/伙伴城市）中的一位人员，由其负责领

导讨论内容、规划制定及城市关系。他们是交流項目的主要溝通联络点，并负责协

调交流会后的报告。代表团成员是负责人的理想人选，但负责人不必要为代表之

一。 

单向领袖交流：来访城市 

与主办城市合作设计应对一项挑战的交流会，包括研究、实地考察、纪录和实施等

阶段。  

 

单向领袖交流：主办城市 

与来访城市合作，并同意为来访城市提供资源（研究、人员、设施）。  

双向领袖交流：合作伙伴城市/合办城市 

设计双向交流会以应对两个城市中共同面临的挑战，接待伙伴城市，并提供可用于

观察和学习的资源（研究、人员、设施）。  

多城市领袖交流：主办城市 

设计工作考察旅行，与多个城市分享关键发现。于挑战的探索过程带入多元幅度的

观点与经验，实现多边对话和学习。 

世界城市文化论坛团队 

在申请过程中为城市提供支持，帮助联系具有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城市。与获选的城

市进行协调以支持交流，并提供机会向论坛会员网络展示交流学习与纪录。 

 

时间表 

 

2019 年 10 月 8 日及 9 日：    领袖交流议程信息  

在线介绍会 

2019 年 10 月 25 日：     挑战议程，里斯本峰会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   WCCF 与城市互动  

（包括为适用项目的挑战议题增开在线介

绍会）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   城市拟定申请提案 

2020 年 2 月 12 日（上午 11:00 GMT）： 报名截止 

2020 年 3 月：      评审团会议 

2020 年 4 月下旬：     公布获选者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10 月：   展开交流 

2020 年 11 月：      于世界城市文化峰会汇报交流成果 

 
 



 

 

其他问题？ 

 

如果您对领导力交流计划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martha.pym@worldcitiescultureforum.com

与 Martha Pym 联系。我们在网站上提供常见问题解答，这些问题将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不

断更新。 

 

术语表 

交流：WCCF 成员城市之间的合作，聚焦于特定文化政策议题、最佳实践、文化项目或其

他与城市文化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由工作访问、会议和协作组成，以加深相互学习，并

共同解决特定问题。 

来访城市：一座面临特定项目或文化政策挑战的 WCCF 会员城市，希望向已针对该议题发

展出最佳实践和政策的特定 WCCF 会员城市学习。 

主办城市：一座接待另一 WCCF 会员城市的 WCCF 会员城市，以分享彼此对挑战的学习心

得、经验和见解 

合作城市：於双向领袖交流或多城市交流中合作的 WCCF 成员城市。 

领袖交流项目负责人：每个参与交流的城市中的领导人，是交流团与 WCCF 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沟通的主要联系点。负责人推动交流的设计和实现，并确保代表团的支持。 

后续：作为交流的结果，地方文化政策或特定项目得到可持续发展或产生长期影响的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