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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12 月 26 日，首届
“T12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论坛”在
渝举行。来自西部12省（区、市）的近
百名旅游界“大腕”们共同探讨西部全
域旅游的未来。论坛上，发布了《2017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报告》，来
自西部地区的20余家旅游主管部门和
主流传媒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西
部全域旅游发展联盟”。

本次论坛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
报都市传媒集团主办，旗下重庆商报、重
庆晨报、重庆晚报、上游新闻、上游财经、
慢新闻、重庆周末去哪儿、游狗狗、润城
博旅等全媒体平台共同发起。

数据说话 西部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论坛上，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新财
商指数研究院现场发布了《2017中国
西部全域旅游发展指数报告》（下称报
告）。报告以权威、翔实的数据，对西
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状况、游客增长
情况、西部地区在全国旅游收入中的
占比等进行了分析；从旅游投资潜力、
品牌传播力、旅游经济影响力、旅游热
度、游客满意度等方面，为大家呈现出
了西部旅游发展全貌。

报告指出，西部地区旅游与周边
相比，量级差距较小，发展速度较快，
尤其是在重要节假日，西部地区旅游
的表现良好。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
期间，西部有 4省市旅游收入超百亿
元，6省（区、市）跻身全国旅游总收入
前 20位；国庆期间，西部有 6省（区、
市）旅游收入超百亿元，7省（区、市）
进入全国旅游总收入前20位。

报告分析认为，全国共 7 个省区
获得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单位殊荣，
其中西部地区有3个。受全域旅游发
展推动，西部地区投资洼地效应逐步
显现，旅游投资快速增长。2016年西
部地区实际完成投资3736.9 亿元，占
全国比重28.8%，同比增长37.7%。同
时，西部地区旅游投资不断增加，旅游
环境持续改善，旅游知名度持续上升。

抱团发展 20余旅游相关机构结盟

全域旅游要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
合、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和社会共同参
与，就必须实现全域共建、全域共融、
全域共享的发展模式。但在发展过程
中，不少地方却遇到了“酒香也怕巷子

深”的难题。
为此，在论坛上，西藏旅发委、内

蒙古旅发委以及贵州安顺、贵州荔波、
西藏昌都等地的旅游主管部门，与贵
州日报集团、南国早报、华商网、呼和
浩特晚报、春城晚报、乌鲁木齐晚报
（掌上乌鲁木齐）、银川发布、兰州晨报
（掌上兰州）、封面新闻以及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重报都市传媒集团、重庆晚
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上游新闻、上
游财经、慢新闻等20余家主流传媒机
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西部全域旅
游发展联盟”。

联盟还发布了成立宣言。联盟将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渠道优势、推广优
势，以推动西部全域旅游发展为己任，
将更多西部地区优秀旅游资源展现在
全球游客的面前。

理念+经验 全域旅游营销干货分享

在500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中，西部地区占了183个，其中
已有不少创建单位在全域旅游建设方
面颇有建树。为共享经验、交流发展，
论坛邀请3位嘉宾作了主旨发言。

“我县于2015年 3月提出了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贵州荔波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雷达说，为实现“世界知名、
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胜
地”的奋斗目标，他们提出打牢“三个
基础”、实现“两个提升”、推进“六个结
合”的工作举措。

着力打牢“三个基础”，谋划了《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全域旅游突破性战
略规划》等12个策划规划；全力推进贵
南高铁、三荔高速、荔榕高速、荔波机场
改扩建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确保常年动态储备项目1600个以上。

巫山县政府副县长、旅游工委书
记黄勇说，巫山县域旅游总体布局为

“一城两轴三片”，现正以厚植“爱恋”
元素打造全景化产品，加强全产业要
素深度融合，强化全网络旅游品牌宣
传营销。到 2020 年，建成小三峡、神
女景区、当阳大峡谷3个国家5A级景
区，建设3个5星级酒店、7个4星级酒
店，住宿床位达5万张。

阿里巴巴集团飞猪旅行内容互动事
业部副总经理刘春林带来了全新的旅游
营销理念和更加优化的互动式营销方式。

首届“T12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
展论坛”还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与全域旅游发展”为主题，举行了
圆桌论坛。

年度十大最受关注全域旅游区县
巫山县政府副县长、县旅游工委书记黄

勇：全域旅游时代，旅游不再是单一产业，而
是融合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的包容符号。
所以，巫山县在旅游规划时，就按照“主题突
出、城乡融合、景城一体、产城互动”原则，以

“一城两轴三片”为总体布局，积极打造“爱
恋”元素的全景化产品。目前，巫山县正在积
极申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同时计划到
2020 年，建成小三峡、神女景区、当阳大峡谷 3
个国家 5A 级景区，力争 2020 年五里坡自然保
护区申遗成功。

南川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贺显容：非常感
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举办了本次活动，很荣幸
被评选为“年度十大最受关注全域旅游区县”之
一。我区加强全区统筹和全域旅游顶层设计，
构建了现代旅游治理体系和全域共建共享机
制；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旅游基础设施配套
得到进一步优化；推进全域旅游服务品质化，游
客美好的旅途体验明显提升；推动农业、文化、
商贸、工业、体育、林业、中医药等产业与旅游业
融合发展，全域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着力宣
传营销，让“佛山福地大美南川”品牌逐步走出
重庆、走进全国、走向世界。

巫溪县旅游局副局长王本燕：我们将以“巫
咸古国心旅巫溪”为品牌形象，力争到2020年成
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此，我们提
出“旅游＋”的工作思路，将围绕全域旅游，在文
旅融合、林旅融合、商旅融合、城旅融合等方面
深耕。巫溪县荣获年度十大最受关注全域旅游
区县，是巫溪全域旅游工作的见证，我们将以此
为契机，继续深入建设巫溪县的全域旅游。

年度十大旅游目的地

重庆安居古城华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招商引资部部长柏强：安居古城正努力打造成
为重庆休闲副中心、中国式田园生活先锋之地、
世界龙文化展示平台。这片土地上即将诞生一
座集“文化名城、旅游趣城、田园康城、产业新
城”四城合一的旅游之城，安居古城期待更多朋
友走进她、了解她、爱上她。

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昌
劲：红池坝有风景美丽的高山草场，负氧离子丰

富的森林公园，坐拥“全球最大的云中花海”“南
方最大的观雪胜地”等美誉，是一个休闲度假的
好去处。同时，它也是中国远古“巫文化”“盐文
化”的发祥地。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朋友来红
池坝景区亲身感受它的美丽。

重庆铁山坪生态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马国才：近年来，重庆铁山坪森林公园驶
入生态建设的快车道，推出了“铜锣朝天”、“禅
园听雨”、“花田觅香”等“铁山十景”，着力打造
生态休闲文化。如今的铁山坪森林公园被评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还获得了中国最美森林氧
吧、重庆十大新名片等荣誉称号，是主城生态休
闲度假的绝佳之所。欢迎大家到铁山坪“森呼
吸”，乐享都市慢生活。

东温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俊：在全域旅
游发展的当下，东温泉镇也在积极对接全域旅
游思想和路径。借这个机会为中国温泉之乡、
国家 4A 级风景区、2017 重庆旅游·年度十大旅
游目的地——东温泉代言。我有山、有水、有温
泉，你带人、带酒、带故事。我在东温泉等你！

江津区中山镇党委书记唐晓敏：中山镇
正为打造全域旅游的示范镇不断前行，目前
全镇三大景区基本成型，旅游设施日益完
善。一个是千年的中山古镇，第二个是有”
西部少林寺”之称的双峰寺；第三个是著名
的爱情天梯。非常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到中
山镇旅游。

年度十大影响力旅游新媒体

“九龙休闲汇”官方微信运营袁华：美丽的
旅游事业需要平台展示，九龙休闲汇作为九龙
坡旅游局的自媒体矩阵核心，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和支持。九龙休闲汇，感谢您的陪伴，
九龙坡旅游，感谢您的参与！2018，我们共同努
力！全域旅游，我们共同构建！“高新九龙坡，美
丽山水城”欢迎您！

“高速带你去旅游”官方微信负责人：“高速
带你去旅游”微信平台运营的初衷，就是为了给
老百姓日益增加的自驾旅游出行提供便利。很
荣幸能够获此殊荣，我们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
加大交通旅游融合发展力度，提升服务质量和
综合效益，为老百姓提供更便捷、更快速的服务
信息。

年度十大旅游风云人物
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欢乐谷分公司总经理陈奕：获得“年度十大旅游
风云人物”非常荣幸，我代表集团感谢主办方。
全域旅游是当下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能在这
个行业发展，我非常自豪。未来我们将提供更
好的产品服务大众，给重庆市民更好的娱乐体
验。通过不断努力，力争将其打造为重庆旅游
的地标，为重庆市民献上繁华都市开心地。

年度十大品质旅游服务机构

重庆家天下国旅的总经理钱日文：家天下
入驻重庆一年以来，凭借集团强大的“华运号”
专列旅游产品优势，赢得了重庆市民的认可。
未来，我们将牢抓中老年旅游市场，以旅游专
列、包机、游轮等大型特色主题旅游活动为核
心，不断创新产品、优化线路、改善服务、提升品
牌，为重庆游客打造更多优质的旅游产品。

重庆渝之旅国际副总经理顾彬：这次我们
渝之旅获奖，使我们更加相信一个道理，那就是
只要你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个社
会就必定还你给相应的回报。我们将把这个荣
誉作为一个新起点，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出
更大的努力，为旅游行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特别单项奖

重庆际华园总经理陈君：自从与重报都市
传媒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后，重庆际华园在
市场推广方面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明
年上半年，重庆际华园将在推出主城首座室内
滑雪馆，温泉酒店也在建设之中，力争为重庆市
民带来全新品质的体育旅游体验，努力打造一
个成功的体育旅游目的地。

重庆来福士广场总经理黄瑞程：感谢重报集
团对来福士广场的信任和认可，一定不负重望，
建成2018最具期待的旅游地标。重庆来福士广
场的的水晶连廊是“朝天扬帆”的点睛之笔，更是
国内首座“横向摩天楼”，从结构造型到建造技术
都刷新了国内摩天大楼的认知和想象，其跨度最
大、吨位最重、提升高度堪称世界之最。

本组稿件由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李析
力、张瀚祥、王尧、陈竹采写

昨日，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与全域旅游发展”为主题，举行了
圆桌论坛。在圆桌论坛环节，国内全域
旅游专家、各地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
国内大型旅游综合体负责人等嘉宾，不
断进行着观点交锋、智慧碰撞，为全域
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可能和方向。

引导摆脱“景区”的局限

全域旅游是一个新的词和概念，
与我们理解的旅游，到底有什么样的
不一样？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高级顾
问、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庆旅游学院
前院长罗兹柏说，全域旅游实际上是
提升综合质量的一种体验性追求，在
旅游融合的支撑下，提出来的区域旅
游目的地。全域旅游实际上引导的就
是摆脱景区的局限。

发展产业让老百姓能致富

沙坪坝区这样以文化、文旅支撑的
区域，怎样拓展全域旅游这个战略来进
行未来布局？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
主任、区旅游局局长李波说，文化才是
旅游的魂和根。沙坪坝区资源非常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那么好的资源一要
考虑如何利用，如把文化的元素植入到
每个景区，植入到每个项目当中去；二
是如何提档升级，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
支柱产业。下一步，沙坪坝区一方面要
结合全域旅游的打造，把基础设施建
好。同时要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
真正让老百姓能致富。

旅游景区进行限行限流
在全域旅游这样的大背景下，怎

么保存民族地区地域特色，实现协调
可持续发展？西藏昌都市旅游驻渝办
事处主任、昌都旅游协会理事长王惠
说，昌都旅游首先关注的是人文，因为
人文就是最重要的民族特色。

王惠说，保护性开发非常重要，昌
都旅游不求大，而是求精，将推出一些
精品的高端旅游，包括茶马古道等。

满足市民不同层次需求

重庆新开了一个城市综合旅游目
的地欢乐谷，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惊
喜？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重庆欢乐谷总经理陈奕说，欢
乐谷今年开放了两个公园，除了顶级
的几大游戏项目以外，还有丰富的表
演，同时也有六大主题活动，根据不同
的时节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欢乐谷将
通过对产品的不断更新与改造，来满
足市民的不同层次需求。

联盟将促进西部旅游发展

作为媒体怎样来发挥在全域旅游
当中的作用？贵州日报集团党委委
员、贵州日报副总编辑李卫红说，中
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联盟体现的是
一种共建、共融、共商、共享。西部地
区的地域文化和资源有不同的差异性、
丰富性，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希望通过
这个联盟活动，促进西部旅游的发展。

旅游让人们生活更加美好

■西藏旅发委产业处处长梁春银：
有效地把西部 12 个地区的旅游资源整
合在一起，互惠、合作，靠一次论坛是远
远不够的。可喜的是，这次论坛搭建了
一个桥梁，使得大家有机会相互了解，
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不足。

■内蒙古旅发委合作处副处长董丽
君：西部旅游的共同之处在于少数民族
较多，尤其是云、贵、川地区，所以民族风
情、民族文化是我们西部发展的核心。
下一步我们希望加强与重庆的多层次合
作，同谋发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域
旅游发展论坛，希望重庆坚持把这件事
情做下去，做得更大更好。

■贵州省安顺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副主任剪艳罗加：这几年，我们一直把
重庆作为我们的重要的客源地，推广我
们安顺的旅游产品。以前游客主要通

过自驾到安顺旅游，渝贵铁路即将开
通，这对我们安顺旅游来讲是一个机
遇。希望更多的重庆游客到安顺来看
黄果树瀑布、品美食。

■乌鲁木齐晚报新媒体项目部副
主任石玉川说：感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为西部地区搭建起这样一个具有非凡
意义的联动平台。T12 联盟的成立，让
我们西部各地区可以更高效更深入地
开展旅游项目的合作。

■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融媒体
中心推广总监谭磊说：T12 中国西部
全域旅游联盟的成立，能够充分发挥
宁夏和重庆的资源优势、推广优势和
渠道优势。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两地
一定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这就必
将会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带给
两地市民。

12月26日，历时2个月，由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携旗
下重庆商报、重庆晨报、重庆晚报、上
游新闻、上游财经、慢新闻、重庆周末
去哪儿、游狗狗、润城博旅等全媒体平
台，共同发起的“2017重庆旅游年度总
评榜”推选活动收官。

活动分别推选出了 2017 重庆旅
游？年度十大最受关注全域旅游区
县、2017重庆旅游·年度十大旅游目的
地、2017重庆旅游·年度十大影响力旅
游新媒体、2017重庆旅游·年度十大旅
游风云人物、2017重庆旅游·年度十大
品质旅游服务机构，以及评审委员会
特别单项奖。

本次总评榜自启动以来，即受到
了重庆旅游行业的广泛关注。活动共
收到了近200个区县、企业、机构及个
人的报名。

为防止虚假刷票，活动组委会还
借鉴国内通行做法，采取了行之有效
的防止网络刷票方式。在此基础上，
活动仍在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票选阶
段，收到网络投票近 160 万票。依托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和重报都市传媒集
团旗下强大的全媒体平台，十几家主
流媒体、上百个新媒体端共同发声，活
动不但掀起空前舆论热潮，还收获了
直逼千万的关注度。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根据“行业
影响力、企业创新力、经济推动力、社
会责任感、媒体和游客关注度”等5个
维度，对重庆市内的区县、旅游目的
地、旅游人物、旅游新媒体、旅游服务
机构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并从中推选
出对重庆旅游发展具有推动价值和示
范作用的机构和个人。

全媒体集群传播网络投票160万社会关注度近千万
“2017年重庆旅游年度总评榜”收官 快看都有谁上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析力 陈竹 张瀚祥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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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论坛

论坛现场 记者 邹飞 摄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联盟”成立 记者 邹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