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是“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区”，有众多的生
态农业观光采摘园，有4000亩

“原乡·大足”水生花卉产业园、
1万亩“四季香海”产业园、3万
亩荷莲产业带、3万亩葡萄采摘
园、10万亩枇杷产业带以及20
万亩特色蔬菜，形成春看花、夏
看荷、秋采果、冬品民俗的乡村
旅游好去处。

大足有列入全市乡村旅游
精品干线的“龙水湖旅游度假
区乡村旅游带”、“原乡·荷花
村”和“罗庄·荷花山庄”，还有

“四季香海芳香产业园”、“熊猫
蕾竹观光示范园”、“翰锋庄园”
等重庆市乡村旅游示范点，以
及大唐丰域观光园、葡萄十里
长廊、海棠人家、老家·观音岩、
沃驰农业嘉年华、红草莓、杨梅
山庄、石斛养生山庄等乡村旅

游亮点。
每年5月的“枇杷旅游文

化节”、7月的“葡萄旅游文化
节”和“荷莲旅游文化节”、11
月“大足赛羊节”等涉农旅游

节会召开，吸引无数市民到这
片土地上踏青，赏花、体验农
耕文化、感受农家饭香，释放
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热爱生
活的情怀。

大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山川毓秀，始建于唐

朝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取“大丰大足”之意而得

名。晚唐至两宋近400年间，大足一直是昌州府治

所在地，为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国

家5A级景区两大招牌的区县，大足不断将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以打造“世界遗产、创意文化、美丽

乡村”三大旅游品牌为抓手，紧扣全景化打造、全产

业融合、全领域覆盖，全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中国的石窟艺术，北有敦煌，
南有大足。

大足境内有建造于唐宋年间
（距今约1200年历史）的石刻文物
保护单位75处，造像5万余尊，铭
文10余万字，融儒、释、道三教造
像之大成，集艺术、宗教、科学成大
统，代表了公元九至十三世纪世界
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人类石窟
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和最后丰碑。

1999年12月，大足石刻北山、
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5处
石刻摩崖造像群成功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晚于敦煌，早于云冈龙
门。

从2011年起，大足石刻宝顶
景区实施提档升级工程。提档升
级后的新景区核心区面积由原有
的220亩扩大到1100亩，主要改
造建设了大足石刻博物馆，新建孔
雀园至大佛湾景观甬道、牌坊、观

景塔、桥梁、停车场、入口大门及游
客服务中心等。

园区包含游客服务区、文物展
陈区、民俗体验区、石刻参观区和
宗教祈福区5个功能区，使整个大
足宝顶山石刻游览时间由1个小
时增加至3个半小时以上。千手
观音修复被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一

号工程，历经8年修复得以金光再
现。新建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是目
前我国最大、最全面的石窟专业博
物馆，馆内“浓缩”了世界知名石窟
艺术之精华，有“一馆观天下”之
说。博物馆的360度环幕影院，容
纳600人，是全球最大、首次使用
激光投影的环幕影院。

龙水湖旅游度假区占地16
平方公里，坐落于玉龙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龙水湖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内，是一个集温泉疗养、养生
养老、生态度假、运动休闲、禅修
养心、生态人居六大体系于一体
的中国休闲养生养老福地。

龙水湖景区拥有全市唯一的
湖畔温泉，也是重庆市第二个国
家五星级温泉——龙水湖温泉，
龙水湖温泉依山傍水，风光旖旎，
68个温泉泡池宛若一幅迷人的
山水画卷，是养身养心的好去
处。同时，这里有惊险刺激的水
上世界，湖面上有悠然悦景的帆
船、游轮等设施，可以让游客尽情
享受美丽风光。此外，岛上还有
环湖公路、穿越丛林、真人CS、山

地赛车等供游客选择的游乐项
目。

未来3年内，龙水湖景区将

力争建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级养生
养老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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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大足

乡村风情之旅
第1站：罗庄·荷花山庄
罗庄·荷花山庄以荷花观光最为著名，是集

美食、住宿、观光、娱乐、休闲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3A级景区。山庄种植荷花、睡莲等380亩，品种
526个，尤以太空育种荷花名闻遐迩。

第2站：原乡·荷花村
原乡·荷花村是一个集现代农业示范区、

水生态治理、休闲观光旅游、农业科技为一体
的乡村休闲旅游度假胜地。景区内有荷花品
种 1000 多个，其中多个品种入选《中国荷花新
品种图志》。

第3站：棠香人家
棠香人家位于大足石刻北山景区山脚下。

景区主要建有现代农业示范园、农耕文化体验
园、特色水果采摘体验园、十里海棠观光园、漫
步赏林区及养心养老基地。

世界石窟之旅
第1站：宝顶山石刻
宝顶山石刻在大足石刻的五山之中，最为著

名，被誉为“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宗道场”。这里
有造像近1万尊，历时70余年开凿而成。尤其是
千手观音1007只手屈伸离合、参差错落，有如流
光闪烁的孔雀开屏，被誉为“天下奇观”。

第2站：大足石刻博物馆
大足石刻博物馆是目前我国最大、最全面

的石窟类专业博物馆，5000米的主题展厅，分7
个单元展出文物近 1000 件。馆内浓缩了世界
知名石窟艺术之精华，有“一馆观天下”之说。

第3站：千年古刹圣寿寺
圣寿寺为明朝三大名寺之一，是中国罕见

的密宗寺庙。弘治年间，当朝皇帝曾经手画水莲
观音像送五台、普陀、宝顶供侍，“时三山齐名海
内”。

第4站：北山石刻
北山石刻分南北两段，长达一里，形若新

月，龛窟此起彼伏。北山石刻被誉为“中国观音
造像陈列馆”。观音造像众多，各具特色。

休闲养生之旅
第1站：龙水湖
龙水湖毗邻玉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集

观光、体验、休闲、疗养于一体的湖泊型旅游
度假胜地。龙水湖水域面积 4 平方公里，有

“重庆西湖”之美誉。湖区港汊纵横,有姿态
各异的 108 个岛屿点缀其中，尤以白鹭岛和松
鹤岛最为有名。

第2站：龙水湖温泉水世界
龙水湖温泉水世界有“国内第一规模的滨湖

全季节双乐园”之称，是龙水湖旅游度假区的核
心体验项目，开启了冬泡泉、夏玩水的全年无间
隙游乐模式，由温泉中心和寻龙主题水上乐园两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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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区之力推动旅游发展

观石窟之美，览湖光之秀，闻海棠之香，
赏荷花之艳。

大足，重庆旅游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
一。这里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还
有玉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龙水湖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千年古刹圣寿寺、百年天主教堂、
荷花湿地庄园等80多个景点，先后成功创
建为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和全国旅游文化大区，是重庆旅游当
之无愧的名片。

目前，大足已有5A级景区1家（大足石
刻景区）、3A级景区2家（罗庄·荷花山庄、
海棠香国历史文化风情城）、2A级景区1家
（五金博物馆），龙水湖温泉成功评定为国家
五星级温泉。

深厚的资源积淀，是大足旅游的核心竞
争力，也是大足的城市吸引力。

为进一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激活旅游发展的新功能，大足区立足工业重
镇和旅游重镇的定位，提出打造“国际旅游
城”的概念。同时，区委、区政府还出台了支
持旅游产业发展的30条意见，有效引导和
支持旅游业发展。

尤其是确定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以来，大足更是举全区之力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在抓规划、立品牌、促营销、打基础、优服
务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2017年，全区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766
万人次，同比增长17.71%；实现旅游总收入
70亿元，同比增长40.68％。

三大品牌打造全景大足

全域旅游，是指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
游目的地，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进行统一
规划布局、公共服务优化、综合统筹管理、整
体营销推广，促进旅游业从单一景点景区建
设管理向综合目的地服务转变，从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从粗放低效方式向精细高
效方式转变，从封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

“旅游+”转变，从企业单打独享向社会共建
共享转变，从围墙内民团式治安管理向全面
依法治理转变，从部门行为向党政统筹推进
转变，努力实现旅游业现代化、集约化、品质
化、国际化，最大限度满足大众旅游时代人
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发展新模式。

2016年，大足成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之一。“全域旅游不是全面
开花、照搬照抄，要着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形成特色鲜明、优势集聚、错位发
展的产业体系，真正让游客进得来、住得下、
留得住。”大足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
具有大足特色的产业体系？大足区立足实
际，提出打响“世界遗产、创意文化、美丽乡
村”三大旅游品牌，打造全景大足。

立足建设全域旅游目的地，大足统筹全
域旅游资源，点线面结合，编制完成了全域
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据此编制乡村旅游、
千年五金旅游、生态湿地旅游、海棠新城旅
游等专项规划，以及城建、交通、产业规划，
着力构建覆盖全域、统筹全行业、衔接紧密
的规划体系。

同时，突出龙头，打造精品景区。立足大
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龙水湖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等特色旅游资源，做大做强大足石刻景
区、龙水湖景区两大“龙头”。投资11亿元实
施核心景区提档升级工程，用3年时间建成大
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博览园，景区面积扩大5
倍。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历时8年圆满成
功，全国最大的石质文物博物馆建成开放。
每年组织大足石刻世界巡回展览、大足石刻
国际旅游文化节及学术研讨会。龙水湖景区
着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推进非遗文化小镇、
影视主题乐园建设，打造养心养生养老基地，
并打造环湖马拉松赛成为品牌赛事。

在建设美丽乡村方面，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划定生态红线，坚持中心城区
不布局工业。深入落实河长制，投资18亿
元实施玉滩湖流域污染治理工程，投资7.7
亿元整治92个入河排污口，8个村庄入选全

国首批绿色村庄。大力建设“千年五金”龙
水镇、“香山佛国”宝顶镇、“四季花海”高升
镇等特色旅游镇，建成“原乡·荷花村”“棠香
人家”等一批具有生产效益、生活品质、生态
价值的美丽乡村，成功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区。

产业融合形成加法效应

全域旅游是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
念和模式，这也意味着，旅游必须形成加法
效应，形成产业融合。

突出文体旅融合。大足将整体包装打
造宝顶山南北宋街、广大寺片区，建设千手
观音演艺剧场；有序推进龙水湖影视主题乐
园、昌州古城（二期）、石刻石雕产业园、奇石
谷漂流、低空飞行基地等项目建设。

推进工旅融合。深度挖掘五金锻打、重
汽制造等工业旅游元素，盘活老工业基地存
量资源，大力发展创意文化。

促进商旅融合。加快建设足商·未来
窗、彩信中心、中国西南城和豪生酒店，加大
金科、海棠国际、海棠人家等步行街招商力
度，打造5条旅游特色街区，培育体验式购
物和夜市经济。

强化农旅融合。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重点打造“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
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按照“田园综合体”
的概念继续推进芳香产业园、原乡·荷花村、
棠香人家建设，举办葡萄、枇杷、荷莲、黑山
羊等农产品节会。

加强城旅融合。唱响现代宜居城市品
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打造和提升城市建
筑景观、休闲购物街区、山水公园、文化景
点、市民广场，促进旅游与城市融合发展。

“未来的大足，一定是集佛教旅游名山、
疗养度假胜地、乡野情趣乐园为一体的国际
旅游城市，是一个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
全域旅游目的地。”大足区旅发委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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