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和乐都拥有过山车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十环云霄飞车松溉古镇青瓦四合院

蓓蕾嫩芽满茶枝
正是旅游起步时

1998年永川区旅游局成立，此时永川的旅游业还是一
个“零”。

那时候，全市有名的景点非常少，只有三峡旅游和江津
四面山，永川既无大山，长江岸线又短，缺乏具有震撼力的
自然景观资源，无法借鉴三峡和四面山的经验。当时的永
川旅游能着手着力的地方并不多。

经反复对比，他们最终选择了距离城区较近的箕山，山
上有大片的茶园和竹林，呈茶竹共生状，看起来好看，也稀
奇。

为了突出景区特色、便于品牌打造，他们还将箕山景区
取名为“茶山竹海”。1999年，永川举办茶山竹海开山节，
正式推出茶山竹海景区。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次开山节竟一炮打响，茶山竹海景
区迅速“走红”，被吸引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次开山节，
既是永川旅游的起点，也是永川国际茶旅节的“前生”。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茶山竹海的成功开山，永川第二年
就引进了重庆野生动物世界项目，这是当时西部地区首家
国家级野生动物生态旅游园区。野生动物园一经开园，成
渝两地市民蜂拥而至，永川旅游一时风头无两。

茶香氤氲若云雾
笙歌佳节传芳馥

2003年4月23日至26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第一届重
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节终于正式开幕了。即使用现在的
眼光去看，这也是一次具有高规格、高档次的旅游节会。

首先，这次茶旅节的规格极高，由重庆市政府、中国国
际茶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参会客商达1100多人。

其次，这次茶旅节的档次极高，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参
会代表有来自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欧洲部分国家的茶

界知名人士和茶叶生产商、采购商多达500余名，也有来自
台湾、贵州及四川等地的16支表演队参加国际茶艺茶道邀
请赛。

尤为重要的是，永川国际茶旅节从第一届开始，就突出
了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特色，并在茶旅节期间举行了国
内首场以“茶文化与旅游”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主持，时任日本茶乡博物馆馆长小泊
重洋、日本中国茶文化协会会长王亚雷等中外专家就此进
行了交流发言。

之所以走茶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特色观光旅游路子，
一是基于茶山竹海景区的资源比较优势；二是看重中国茶
文化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影响力；三是通过“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促进永川茶产业发展。

此后，永川平均2年举办一次国际茶旅节，每次都遵循
以上思路。略有不同的是，“经济唱戏”的范围有所拓展，从
2005年第二届国际茶旅节开始，他们将中国野生动物运动
会等旅游子活动纳入其中，将其作为整合旅游资源、推广旅
游品牌的重要平台。从2010年第四届国际茶旅节开始，该
区把经贸洽谈也纳入其中，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经贸洽谈的
重要平台。

另外，永川国际茶旅节还是永川城市营销的一个重要平
台。从历届国际茶旅节开幕式举办地可以看出，其第一届举
办地位于老城区的渝西广场，第四届位于新城区的人民广
场，第六届第七届位于神女湖广场，第八届位于“协信·长乐
坊”。“协信·长乐坊”按唐朝古昌州风貌打造，是永川新的地
标建筑，具有昌州文化活态体验区、重庆文化旅游吸引物、永
川休闲商业引领区、昌州特色产业聚集地、海棠风情最佳演
绎地等功能定位。

可以说，永川国际茶旅节也是永川城市发展变迁的见
证者。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下半年，由张艺谋导演的《十面
埋伏》将茶山竹海作为国内唯一的外景拍摄地，随着《十面
埋伏》的上映和刘德华、章子怡、金城武等人带来的明星效
应，永川国际茶旅节的影响力持续发酵。

待到春风吹满城
青山绿水迎客来

永川的旅游产业在历届区委、区政府的重视下得到了
长足发展。

2003年，永川举行第一届国际茶旅节时，茶山竹海景
区只有临时修建起的一截断头路和一个规模很小的中华茶

艺山庄。现在，茶山竹海已建成完善的公路、游步道系统，
建成了游客中心、换乘中心、金盆湖度假酒店等，成为配套
设施较为完善的国家4A级景区。

重庆野生动物世界也提档升级为乐和乐都主题公园，
去年购票游客数量达140多万人次，是全市少有的“百万俱
乐部”成员。

此外，永川成功创建了3个国家3A级景区桃花源、香
海温泉、松溉古镇及1个国家2A级景区石笋山。

产业融合美全域
百花齐放春满园

茶山竹海茶旅融合发展的成功探索，彻底打开了永川
的旅游发展思路，使原本并无景区资源优势的永川区，早早
地找到了一条“旅游+”的路子，推动了旅游产业的蓬勃发
展。

在农旅融合上，该区以黄瓜山为重点、从赏花采果起
步，现在已发展起各类花果苗木、乡村体验、观光休闲等特
色园区20多个，形成“一园一特色，一园一精品”特色园区
群落，被评为国家级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2017年，永川
先后开展青峰油菜花节、黄瓜山梨花节、五间圣水湖桃花
会、西瓜节、十里荷香赏荷采莲节、石笋山七夕节等20余个
旅游节会活动，不断营造旅游热点，全年接待游客1592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3亿元。

在文旅融合上，该区以松溉古镇为重点，通过举办孝亲
文化节，大力发展古镇旅游。

在城旅融合上，该区为了彰显山水文脉特色，构建绿色
生态体系，在城里修建了古典浪漫、清新雅致的神女湖，错
落有致、波光粼粼的兴龙湖，形态优雅、水光潋滟的凤凰湖
及绿草如茵、苍翠欲滴的观音山公园。

在商旅融合上，该区为了壮大第三产业，推动都市旅游
发展，修建了3个百亿级商圈，渝西广场商圈、人民广场商圈
和万达广场商圈，以及商品纷呈、美食遍地的几条夜市街。

扬帆正遇东风来
远征万里纵青骢

“抓好旅游就是抓好发展！”2017年，在永川旅游走过
20年之际，永川区委书记滕宏伟提出，要抢抓全民旅游时
代、区域发展战略机遇，推动永川旅游产业新一轮创新发
展。

他认为，当前我国正迈入全民旅游新时代，旅游开始成
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旅游活动也不再局限于景区
景点、宾馆饭店，旅游需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休
闲体验日趋常态化、生活化，旅游功能也由过去的娱乐、休
闲拓展为教育游学、感情培育、心理调适、意志修炼、价值追
求等诸多功能，这为永川旅游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机遇。

另外，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进成渝城市群建设，永川作为
“成渝城市群重要节点、渝西地区重要支点”的功能定位日
益凸显，“四高”（成渝高速公路、重庆西三环高速公路、渝永
高速公路、永泸高速公路）、“三铁”（成渝铁路、成渝高铁、渝
昆铁路）、“一港区”（永川港区）、“一机场”（通用航空机场）
的立体交通网络布局正加快形成，这为永川加快打造区域
性休闲旅游目的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7年4月，永川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全区旅
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掀起了新一轮旅游发展热潮：

2017年2月，中铁建、中青旅与永川签订松溉古镇旅
游综合开发战略协议，共投资30亿元整体打造松溉古镇；

2017年5月，重庆第一个符合国际汽联标准的赛车
场——元臻重庆国际赛车场落户永川，总投资30.8亿元，
将打造西南地区第一座汽车运动与文化主题公园，国内
第一个“专业永久+半永久型”赛车场，世界第一个双层立
体式专业汽车赛车场，国内第一个可举办六小时耐力赛
的赛车场等；

2017年5月，重庆中欧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峰镇政
府签约，投资6亿元打造中小学生研学旅游智慧农谷项目；

2017年8月，永川区与河北天山集团签订仪式，总投
资50亿元打造跃龙湖海世界文旅项目；

2017年9月，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渝西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约，投资150亿元，联手打造永川
“来龙湖特色风情小镇”项目；

……
“凝心聚力发展全域旅游，打造现代旅游升级版，是推

动永川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战略选择！”滕
宏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
我特”的原则和“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文化牌、用
好组合拳”的理念，打造“一心、一环、两区、四组团”的全域
旅游空间布局。“一心”是以永川城市规划区为中心，打造中
国西部欢乐城、天山海水乐园及“三河汇碧”城市会客厅。

“一环”指构建城郊乡村休闲旅游环。“两区”是永川旅游的
南北两翼，北翼茶山竹海将与乐和乐都一起创建国家5A
级景区，南翼黄瓜山将建设成高标准国家农业公园。“四组
团”分别是松溉古镇文化组团、情山圣水漫游组团、巴岳山
桢楠生态游组团、阴山研学游组团。

永川将在1576平方公里版图这块画布上，以全域全景
的旅游思维、共建共享的生态意识，精心构思永川山水美
景、人文图景，实现城区、园区、景区互动发展，展现自然与
文化、传统与现代、城镇与乡村、产业与景观各美其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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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第八届重庆永川国际茶文化旅游

节在永川新落成的“协信·长乐坊”开幕。开幕式

上举行的第二届斗茶大会尤其引人关注，经5名

专家评委的现场评审，云岭茶业、永荣茶厂、石笋

山生态农业公司 3 家茶企从 20 家参赛企业中胜

出，荣获金奖。它们各自选送的500克样茶也被

现场拍卖，卖出了4万元至4.6万元不等的高价。

“它们都是伴着永川国际茶旅节一路发展壮

大起来的！”永川区旅游局的干部职工感慨地说，

现在回顾当初谋划举办国际茶旅节的情形，简直

无法想象：永川茶业居然能形成现在的规模，永

川旅游竟然能形成现在的气候。

数据显示，2017年，永川共接待游客1592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47%和 24.7%。永川目前共拥有 6 个国家 A 级

景区和 11 家星级饭店，2017 年共接待游客 1592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6.47%和24.7%。

经过多年的发展，永川旅游资源变得更加丰

富、种类更加齐全，已拥有一城青山三色湖、万亩

竹海千顷茶、十里乡愁八大景的底子，同时完成

相关旅游规划编制和旅游体制改革工作，目前全

区正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发展全域旅游。

茶山竹海五星茶园 摄/周晓东

茶山竹海白云湾竹海茶山竹海白云湾竹海 摄摄//廖婷婷廖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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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
2003年4月23日至26日举办，以绿色、自然、

健康、休闲为主题，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首次
在中国西部举办的一届茶业界盛会。

此次茶旅节由重庆市政府和中国国际茶文化
研究会共同举办，应邀参会客商达 1100 多人，其
中，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欧洲部分国家的茶界
知名人士和茶叶生产商、采购商就达500余人。

第二届
2005年4月举办，以“茶、经济、人、自然”为主

题，为期15天，包含国际茶艺茶道艺术交流展示
会、中国茶山竹海旅游形象大赛、中国野生动物运
动会等10项子活动，出席和参加这次国际茶文化
旅游节的中外来宾、客商共计1100多人。

第三届
2007年举办，以“生态·人文·和谐·发展”为主

题，是当年确定的庆祝重庆直辖10周年、首届中国
重庆文化艺术节的4个分会场之一，整个节会活
动包含了全国茶馆馆主论坛、“永川秀芽”万人品
茶暨国际茶艺茶道交流展示、中国茶与休闲旅游
高峰论坛、2007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2007中国职
业教育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等17项活动。

第四届
2010 年举办，主题是“人文、生态、健康、发

展”。该届共包含12项子活动，国际茶艺茶道交流
暨驻华使节（夫人）中国茶艺表演成为该届最吸引
眼球的亮点活动，来自35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夫
人出席了盛会，其中6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夫人现场表演茶艺。此
届茶旅节经贸洽谈会也是最大赢家，现场签约项目123个，投资总
额达到534.788亿元。

第五届
2012年5月在永川体育中心开幕，主题为“茶文化与城市发

展”。该届茶旅节包括华夏茶歌会颁奖晚会、“财富新永川”第二
届永川经贸投资洽谈会、永川问茶旅游发展论坛、中国西部茶叶
博览会暨“永川秀芽”万人品鉴活动等16项活动。节会期间，有近
500名国内外客商到永川进行投资考察和洽谈项目，游客量超过
30万人次。

第六届
于2014年5月16日开幕，持续至5月31日。本届茶旅节包括

第四届永川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三届重庆市茶山竹海杯万人登山
自行车赛、永川秀芽品牌及茶产业发展研讨会、永川旅游嘉年华、

“中国旅游日”免费游茶山竹海等活动。更多地突出了“文化搭
台、旅游牵手、经贸唱戏”的特色。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此届茶旅
节上与永川缔结为友好城市。

第七届
2016年4月29日开幕，以“茶之味、慢生活”为主题。开幕式、

永川经贸洽谈会、拳王争霸赛构成了此届茶旅节的重头戏。借助
于茶文化旅游节，永川经贸洽谈签约 63 个投资项目，总共引资
64.28亿元。

第八届
2018年4月13日开幕，以“茶之味 乐之旅”为主题，活动一直持

续到6月初。期间共安排有永川秀芽第二届斗茶大会、“茶文化全
域旅游”专家论坛、“中国名茶”展销会、登山比赛等14项子活动。

石笋山

茶旅节表演 摄/彭刚

五间圣水湖桃花 摄/周晓东

乐和乐都海豚表演

贺娜
图片除署名外由永川区旅游局供图

青峰油菜花 摄/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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