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语房车营地

全
力
推
动
重
庆
旅
游
高
品
质
高
质
量
发
展

4 月 17 日，重庆首
家以三线文化为主题的
景区“记忆 157”主题文
化旅游项目在万盛经开
区丛林镇开工。

这个依托西南地区
保存较为完好的三线建
设工厂——晋林机械厂
旧址而建的项目，将展
现大国工业记忆与弘扬
大国工匠精神为核心驱
动力，通过“文化+生
态+旅游+产业”的四位
一体发展模式，弥补万
盛经开区文化旅游短
板，打造该区文化旅游
新地标。

这是万盛经开区推
动全域旅游“再升级”的
生动呈现。作为全国唯
一的国家资源型城市旅
游转型发展试点区，通
过深入实施“旅游带动”
战略，万盛已成为全市
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城
市：拥有国家5A级景区

“ 中 国 最 美 养 生 峡
谷”——黑山谷、“中国
最古老石林”——龙鳞
石海及奥陶纪世界第
一天空悬廊等一大批
自然人文景观，是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区、国家级旅游业改
革创新先行区。

走进新时代，面对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万
盛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深入实施全域旅游
战略，软硬兼施、内外
兼修，推动全域旅游再
升级，加快打造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

五一小长假三天，万盛经开区累计共接
待游客59.63万人次、同比增长11.98%，实
现旅游经济收入41323.59万元、同比增长
55.04%。旅游人次及接待收入再创新高，
其中，五一节第二天全区旅游接待人次刷新
当日接待历史记录。更值得欣喜的是，游客
结构从以市内游客居多，逐渐向市外游客居
多转变。

旅游火爆及游客结构的改变，得益于万
盛经开区旅游营销策略的改变。五一前，首
届世界苗族文化艺术节暨第二十届苗族踩
山会在黑山谷、石林景区盛大开幕，苗族歌
舞表演、新时代的苗族非遗文化传承与创新
高峰论坛、苗族民族特色产品展销会等一系
列活动，吸引游客超过5万人。万盛举办了
星光汇聚的民谣歌会，邀请田馥甄、张磊、左
立等知名歌手上演精彩表演，引爆旅游市
场。奥陶纪景区以天空悬廊为首的惊险刺
激类高空项目继续受到游客青睐，不仅获得
各大广播电视媒体的广泛关注，更是在微
博、抖音等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大放异彩，成
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景区”。还有五一期间
开业的板辽湖金沙滩水上部落，让游客在深
山中享受别样的海岛风情；尚古村落举办了

五彩稻插秧活动，传承农耕文明；百花谷景
区倾城盛放，展示童话世界……

景区如此火爆，得益于丰富多彩的旅游
产品不断推出，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旅游
需求。除了黑山谷和龙鳞石海两大热门景
区外，关坝镇凉风“梦乡村”开园后，成为广
大钓鱼爱好者的天堂；青年汇巅峰乐园开园
便成为欢乐的海洋……截至目前，万盛经开
区已有22个景区供游客游玩，极大的丰富
了游客的体验感。

城乡皆景点，四季有看头。春季可赏
花，在龙鳞石海，春季草长莺飞时，景区内
桃花、迎春花、玉兰花等次第盛开，游客可
以在花海和石海中尽情撒欢；青山湖尚古
村落，春季有景区成片的樱花、紫藤花、马
鞭草绚烂开放，带给游客最灿烂的花海体
验。夏季可避暑，黑山谷是避暑圣地，鲤鱼
河可漂流，在奥陶纪主题公园适合一家人
齐上阵游玩。秋天可登高采果，九锅箐森
林公园被称为天然氧吧、山城绿珠，大千林
间鸟语花香、十里茶海郁郁葱葱；丛林菌谷
蘑菇总动员、黑山“开心农场”、猕猴桃基地
等，可摘菜采果，乐趣无穷。冬天赏雪泡温
泉，南天门风雪世界游客可以在此尽情体

验冰上碰碰车、滑雪、溜冰、雪上飞碟、雪地
摩托……

除了旅游风光和体验，不同游客的住宿
需求也得到满足。统计显示，除了标准化程
度较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星级酒店外，以民宿、
客栈等为代表的非标准住宿的市场需求呈现
快速增长势头。尚古村落里的特色民宿“青
山小隐”，谷子里、11居、源乡小著、十里红、
宿镜等特色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留
给游客不同的感知和情怀......

和民宿一样受到游客追捧的住宿方式
还有露营。让游客与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
是露营受到游客热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
中黑山露营基地布局了房车露营区、帐篷露
营区、烧烤区、花海观赏区和停车场，可同时
容纳300余人。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则打
造了别具一格的房车营地，给追求个性的游
客多种住宿选择。

骑行、徒步等个性化主题游近年来也受
到游客热捧，不仅低碳环保，更为出游增添
了许多趣味性。万盛拥有最长的健身步道，
千里健身步道。同时，在万盛各个景区，游
客纵情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欣赏山水之余锻
炼健身，俨然成为了一种旅游新时尚。

看头 旅游产品满足不同需求A “1+3+N”现代旅游治理机制保障 营造良好旅游环境C
日前，2017年全市旅游服务综合满意

度排名揭晓，万盛经开区旅游服务综合满
意度平均得分92.7分，位居全市第一。

该满意度调查由市旅发委委托市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开展，调查主要从本地居民
对本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景区游客
对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住宿饭店客
人对区县旅游服务综合满意度3个指标进
行。排名背后，万盛经开区的3项主要指
标得分都极具含金量。其中，本地居民评
价平均得分94.56分，景区游客评价平均
得分91.55分，住宿饭店客人评价平均得
分92.09分。

去年以来，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全面深化“1+3+N”旅游综合管理和执法
体制改革，全域加强旅游管理服务，全力推
动旅游执法管理从单一部门行政管理向社
会综合治理转变。

万盛经开区设立区旅游发展委员会，
负责全域旅游市场发展和监管的领导统
筹、综合协调；设立1个旅游警察支队、6个
旅游警察大队、13个旅游警察值勤室，1个
工商行政管理旅游市场管理局、6个旅游
工商行政管理所和1个旅游巡回法庭，办
理侵害旅游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
案件，严厉打击破坏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
犯罪案件，全面开展旅游市场诚信建设、引

导企业诚信经营，提升旅游消费维权便利
化水平，切实维护旅游者消费权益，为游客
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万盛经开区还设立了全域旅游综合执
法办公室、数据中心、投诉中心、应急调度
指挥中心，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服务，负
责做好规范旅游市场各项具体工作，强化
旅游管理和服务。去年，万盛经开区受理
旅游投诉案件11起，投诉办结率达100%。

在理顺机制的同时，该区旅发委以旅
游规范秩序攻坚年行动为统揽，开展旅游
市场秩序综合整治行动，每月坚持开展景
区、饭店暗访调查，对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及
时通报，责令整改；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整
治旅游市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遏制各种
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规范有序的旅游市场
环境，切实保障旅游从业者和游客的合法
权益，全面提升全区旅游服务质量和游客
满意度，为旅游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不断提升万盛经开区旅游的良好形
象。

“旅游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我们
的发展思路必须也要可持续。”万盛经开区
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有那么好的旅游资
源，更要加强软件建设，练好内功。”建立现
代旅游治理机制，刀刃向内，规范发展，就
是要让游客愿意一来再来。

在提升景区游客满意度方面，万盛邀
请市级评委专家对黑山谷、龙鳞石海景区
对标指导，加强黑山谷、龙鳞石海国家5A
级景区标杆引领作用。在提升住宿饭店客
人满意度方面，开展星级饭店“服务质量
月”活动，严格按照必备项目、设施设备、运
营质量三部分对饭店进行检查指导；联合
相关部门开展农家乐执法排查，全力维护
万盛经开区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有天赋美景、有创意营销，还有制度保
障，万盛旅游呈现全新、全域、全景，百美、
千奇、万盛的精彩格局。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肖猛表示，
万盛将以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全
国运动健康城市、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城
市”为统揽，以建设国家轮滑全项目基
地、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体育旅游综合体
为抓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打造全域旅游、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万盛实践“升级版”，力争到 2020
年，建成国家运动健康城市、体育旅游示
范区、全域旅游示范区。

2017年11月，重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暨“运动健康之城·幸福和谐万盛”推介
会在万盛经开区举行；2018年4月，2018重
庆体育旅游专题新闻发布会在万盛经开区
召开……体育与旅游，两大重要元素选择在
万盛经开区碰撞，绝非偶然。

全域旅游如何走出适合自身实际的发
展路子？万盛的答案是：全民健身与全域旅
游两大战略结合，推动体育和旅游的融合发
展,把体育旅游作为万盛经开区旅游新的特
质和核心竞争力，将运动健康植入旅游产
业，积极打造体育旅游综合体，体育旅游让
万盛经开区旅游焕发了蓬勃生机。

如此选择，源于万盛自身资源优势。万
盛人崇尚健康、热爱运动，是羽毛球之乡、国
家羽毛球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先后培
养输送了钟波、张亚雯等30余名知名羽毛球
教练员和运动员。万盛是国务院《全民健身
计划》研制工作联系城市、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基地、全国首个全项目轮滑赛训基地、全国首
个定向运动训练基地，正在打造运动之城、健
康万盛，加快建设全国极限运动基地、全国运
动健康城市、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

早在2015年，万盛便启动旅游健身卡
制度，持有健身卡的万盛居民均可不限次数
免费到黑山谷国家5A级景区健身游；连续
举办多年的“黑山谷杯”国际羽毛球挑战赛
被命名为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不仅吸引
了国内外400多支球队近万名运动员前来
参赛，也吸引了各地游客来观赛、旅游；此
外，万盛经开区还设立了体育产业园区，为
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如此背景之下，万盛多个“世界级”、
“国字号”体育赛事，自然融入到遍地皆景
的旅游景区。中国·重庆万盛“黑山谷杯”
国际羽毛球挑战赛暨中国羽毛球协会积分
赛被纳入首批全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被
评为全市唯一的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国内最顶级职业拳击联赛WBO拳力联盟
落户万盛经开区；龙鳞石海国际定向锦标
赛等体育旅游精品赛事、黑山谷高山国际
气球节等也进入常规赛事；关坝镇凉风梦
乡村被评为首批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奥陶纪天空悬廊被吉尼斯世界认证为“最
长的悬挑空中玻璃走廊”。

万盛还拥有一大批体育旅游景区景
点。有落差最大的峡谷漂流——鲤鱼河漂
流；最刺激的悬崖秋千——奥陶纪8米悬
崖秋千；五人同滑高空速滑——奥陶纪高奥陶纪高
空速滑空速滑；；最长健身步道最长健身步道——万盛千里健身万盛千里健身
绿道绿道；；最大体育产业园区最大体育产业园区——万盛体育产万盛体育产
业园业园；；最大最大FF33赛车基地赛车基地——青年汇巅峰乐青年汇巅峰乐
园园；；面积最大的内陆海洋风情沙滩面积最大的内陆海洋风情沙滩——板板
辽金沙滩辽金沙滩；；最奇妙的蘑菇主题乐园最奇妙的蘑菇主题乐园——丛丛
林菌谷蘑菇总动员以及南天门冰雪世界林菌谷蘑菇总动员以及南天门冰雪世界、、
奥林匹克公园等一大批体育旅游精品景区奥林匹克公园等一大批体育旅游精品景区
景点景点。。

体旅深度融合 赋予旅游核心竞争力B

奥陶纪世界第一天空悬廊

黑山谷·栈桥慢步

凉风“梦乡村”

龙鳞石海

千里健身步道

黑山谷游客服务中心

青山湖国际跑步节

羽毛球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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