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隆 亮出国际范 成就品质新标杆

武隆好风光 旅游正当时

趣味体验 玩转武隆

武隆风景绝佳，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之秀，乌江画廊之幽，被誉为世界喀斯特生态博
物馆。

在武隆，不仅能遨游“地心王国”，还能在“时空隧道”里与地球近260万年中发育演化的伟
大杰作亲密接触。感受完山水的奇妙秀丽，还有更多主题游玩体验活动等你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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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自然遗产游：武隆城区—仙
女山—天生三桥—龙山峡地缝—印象武
隆—芙蓉洞—芙蓉江

2.休闲康养度假游：武隆城区—仙
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白马山旅游度
假区—大洞河乡—赵家乡

3.民俗风情体验游：武隆城区—天
坑寨子（感受土家民俗风情）—“归原”乡
村旅游综合项目—犀牛寨（体验传统村
落）

4.美丽乡村游：推出7条乡村旅游
精品线路

乡村避暑游：城区—土坎镇紫沨泉
庄—双河镇木根铺—国家5Ａ级景区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生三桥）－仙
女山镇（石梁子村、龙宝塘）—巷口镇生
态庄园

慢享时光游：城区—黄莺乡七门洞
—羊角镇王家坝—白马镇天尺坪茶山小
镇—赵家乡（白院子、山虎关水库）—大
洞河乡（大佛岩、穆杨沟、百胜村）—白云
乡石林—长坝镇生态采摘园

采摘农趣游：城区—仙女山镇曲家
坝林果园—火炉镇（凉水井生态农业庄
园、黄泥凼脆桃园）—沧沟乡（西瓜基地、
大田古村落）—土地乡犀牛寨

小镇探秘游：城区—平桥镇莲藕基
地—凤来乡（大石箐、鳅田稻基地）—庙
垭乡（凤凰寨、白云书院、油菜花基地）—
鸭江镇（小三峡、翠冠梨基地）—和顺镇
打蕨村

梦里水乡游：城区—巷口镇棉花坝
—江口镇（国家5Ａ级景区芙蓉洞、李进
士故里）—石桥乡水乡苗寨—浩口乡田
家寨—文复乡（冉家湾传统村落、兴隆甜
柿园）

古寨风情游：城区—沧沟乡大田古
村—土地乡犀牛寨—桐梓镇（石林、梯
田）—后坪乡（天坑、天池坝苗寨）—接龙
乡（水库、千年银杏王）

户外运动游：城区—巷口镇（三坪、
杨岔岭桃李天下庄园）—仙女镇（梦幻
谷、仙女湖）—土地乡天生小镇—火炉镇
（梦冲塘生态渔业园、万峰林海）

2017年，武隆区接待游客28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8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和16%。随着旅游经济指
数的不断攀升，武隆旅游业发展新成效也随之凸显。近年
来，武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后收获了世界自然遗
产、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3块金字招牌。

走进新时代，武隆乘势而上，再次提出了旅游提档升级
的新目标。通过实施旅游景点差异化发展、创新体制机制、
加快智慧旅游发展等方面，将武隆作为一个全域大景区整
体规划布局，实现武隆全域旅游优质发展，将武隆城区按照
全域旅游游客集散中心功能定位，加快提升旅游城市品质，
不断提升武隆旅游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满足游客更美好的
需求体验，将武隆打造成为全域优质旅游发展新标杆。

坚持差异化发展
景区建设加快推进

天生三桥、仙女山、芙蓉洞……武隆旅游资源丰富，有
260多处可开发的自然景观资源。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武隆今年提
出了“深耕仙女山、错位拓展白马山、示范带动发展乡村旅游”
的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通过景区景点提档升级，加快完善旅
游配套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持续巩固好仙女山这张美丽名片。武隆加快推进仙女
山度假区基础设施、便民服务体系、商业项目建设重点突
破，通过全力推进度假区重大旅游项目建设，提档升级配套

服务功能、进一步丰富旅游度假业态。
在交通设施方面，武隆持续加快渝湘高铁、仙女山机

场、垫丰武高速等重大项目建设，外联内畅的立体交通体系
逐渐形成。

除了仙女山，今年，武隆又一新兴旅游目的地正在加快
形成。

冬去春来，茶枝吐绿，位于武隆白马山天尺坪景区2000
亩茶园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小青瓦、灰白墙，一座座修整
一新的小洋楼掩映在茶园深处，清晨，在雾气笼罩下，晨雾
迷朦，似真亦幻……

随着白马山天尺坪景区的加快建设，很快游客就能在
这里感受“春入茶山梦未回”的意境、享受茶文化的熏陶，还
可以体验采摘的乐趣。

白马山天尺坪景区的规划建设，正是武隆错位拓展白
马山的其中一项成果。

白马山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动植物多样性。为
彰显白马山资源特色及优势，今年，武隆将围绕“生态、文化、
休闲、养生、科普”五大定位和“5+5+X”功能布局，通过高起
点、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持续推进景区开发进度，力争近
年有序推出一批A级景区、旅游度假区。

目前，白马山望仙崖景区项目全面开工建设，共计开工
58个项目，累计完成入库投资6.7亿元。随着游客接待中
心、白马仙街、浪漫天街、琴台茶寮、真爱礼堂、爱情魔方、现
代观光茶园、天尺坪环道公路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世界知
名的爱情文化体验旅游地、全国森林康养度假示范区、高品
质生活的理想之地、向往之地已具雏形。

创新监管体制机制
游客旅游体验更好

3月，武隆开展了一场旅游市场集中整治“春雷”行动，
旅游综合执法支队对旅游景区和旅游主干道沿线购物店、
酒店、农家乐经营秩序，“黑导”、“黑社”、涉旅“黑车”，景区、
旅游主干道沿线涉旅经营户食品药品安全等进行了集中整
治。截至目前，已出动执法车辆60余车次，执法人员400余
人次，开展宾馆饭店、农家乐、土特产店等排查整治200余
户，取缔乱摆摊设点40处，整改拦路招揽80人次，清理规范
各类落地广告50余块；整改不明码标价、未明证亮照等违法
违规行为500余件次；成功处理投诉14个，接受电话及现场
咨询200余个。

“这样的整治活动，我们巴不得多搞点。旅游市场秩序
混乱，对于城市旅游形象肯定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旅游市
场、配套服务更规范，游客更愿意来。”对于整治行动，当地
群众纷纷点赞。

在武隆，这样的整治行动每周都在不间断开展。旅游
市场从杂乱无章到规范有序，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武隆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

2017年7月，在广东深圳第二批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先
行区建设工作启动会上，武隆创建成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
创新先行区，标志着武隆持续推进旅游改革取得了进一步
成果。

借助建设国家级旅游改革先行区的契机，武隆坚持旅

游富民的发展道路，破旧立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建
设国家级旅游改革先行区。

为此，武隆加强旅游服务队伍建设，全力探索“全域统
筹、党政主导、部门主抓、市场主体、各方参与”发展新体制，
构建综合管理机制。积极有效地推进了“1+3+N”的旅游综
合执法体制改革，成立了武隆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并创新成
立了武隆区旅游综合执法支队，设立了全域旅游服务中心，
组建了武隆区旅游警察支队、武隆区工商分局旅游市场管
理局和武隆区旅游巡回法庭等为一体的旅游联合执法体系
和游客咨询投诉处理统一平台，服务游客效果显著。

2017年，武隆共计出动执法人员830余人次，走访服务
管理对象1300余次，逐户开展排查整治500余户，整改不明
确标价、乱设广告牌、不明码标价、乱摆摊设点等违法违规
行为4000余件（次），处理投诉105件，结案率100%。

“1+3+N”的旅游综合执法体制的构建，不仅解决了武
隆旅游市场监管“多头管理”的局面，有效净化了旅游市场，
提升了旅游形象，切实保障了武隆全域旅游持续快速健康
发展，全区旅游秩序良好，游客满意度达97.5%。

加快智慧旅游发展
旅行琐事“一键搞定”

4月12日至13日，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
在重庆举行，在本次以“助力新生态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
峰会上，重庆市武隆喀斯特集团荣膺“2017年度智慧旅游创

新奖”大奖，这也是重庆地区唯一入选的景区奖项，标志着
武隆已迈入智慧旅游新时代。

通过手机应用软件，就能360度全景感受旅游目的地的
最新情况，吃住行游购娱都能通过手机一键搞定，这样的智
慧旅游模式，在武隆已成为现实。

武隆通过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在旅游领域深度应用，为广
大游客提供优质高效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借力“互联网+旅
游”，武隆旅游不仅创新了营销思维，还致力打造全信息化智
慧景区，助力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结合7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和6条农业与扶贫示范基
地产业带为核心，武隆运用行业领先的实景摄影、全景航
拍、视频制作等技术，360度全景展现独具武隆乡村旅游特
色的吃、住、行、游、购、娱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内容，配和文
字、语音、地理位置等周边信息，打造完成了以手机轻应用
软件为载体的武隆区乡村旅游名片测试版，为游客提供更
为人性化的智慧旅游体验。

依托已有的互联网资源，武隆开发了智慧旅游APP、智
慧旅游云名片，建设完善旅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旅
游微博与自媒体发布平台。不仅实现了全区涉旅场所免费
Wi-Fi、通信信号、视频监控全覆盖，还实现了在线预订、网上
支付和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实时信息推送的智能化服务。

今后，武隆景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大科技公司合作，在
文旅大融合背景下，通过在地文化、在地物产与互联网等科
技手段结合实现文旅产业链的延伸及价值挖掘，推进武隆
的智慧旅游进入更深的层次和阶段。

唐楸 刘茂娇 图片由武隆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武隆地质地貌独特，山水相间，曲径通幽，为丰富多彩的
户外休闲及冒险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来武隆，你可以在仙女山饱览林海、奇峰、草场的壮丽非
凡景致；还可以体验天坑寨子的奇险、最原始的土家风情。
如果你向往自然风光的秀美，你可以到白马山旅游度假区千
亩茶园，体验亲手采摘茶叶的乐趣。沐浴在春风里的武隆，
趣味多多，耍事多多。

核心景点介绍
一、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满眼的碧草，朵朵盛开的野花，春天的仙女山像是铺上
了华美的地毯。置身于33万亩森林与10万亩草场形成的
天然巨型氧吧中，身体已经融化在这连绵的草原梦境中。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仙女山镇顶端，是国家5A级
景区，海拔1650-2033米，素有“南国牧原”、“东方瑞士”和

“落在凡间的伊甸园”之美誉。
景区拥有林海、奇峰、草场、雪原等壮丽非凡景致。山上

星级酒店、别墅群、蒙古包等住宿设施齐全，设有高山高尔
夫、骑马、滑雪、滑草、赛车、彩弹射击、悠波球、滑翔伞、篝火、
烧烤等20余个游乐项目，深受旅游者喜爱。

下一步，仙女山景区将加快完善整体服务配套设施，充
分利用良好的自然资源，加快建设国家级研学基地、冬季冰
雪运动基地等项目；加快旅游临空经济区建设，开发建设一
批超常规、震撼性的旅游项目，把仙女山景区建成森林度假、
休闲、康养、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乐园，切实增加游客体验
感，满足游客的更高需求；逐年降低门票价格，适时取消仙女
山景区门票。

二、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仙女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仙女山中部，海拔在1100

米-2033米之间，年均气候14.3°C，年均降雨量1214毫米，
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度假区内配备有功能完善的星级酒
店群，拥有户外运动公园、高山高尔夫、亚高山体育运动场、民
俗赛马场、网（篮）球场、滑雪场、卡丁车、山地越野等娱乐设
施，是休闲度假、户外运动的绝佳之地。

下一步，仙女山旅游度假区将加快度假区的休闲度假
功能布局，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再建2个5星级以上的
国际连锁酒店、5个4星级酒店和一批主题特色酒店；优化
度假区外联内畅交通环境，建设完善绿道系统、慢行系统，

建设2个大型的主题公园；加大度假区冬季供暖系统、直饮
水工程、智慧化平台建设，引进一家医养结合的“3甲”以上
的医院。加快推进星际未来城、懒坝国际文化艺术主题公
园、阳光童年等旅游重点项目建设，确保2019年实现开园
迎客。引进一批特色餐饮、酒吧、咖啡等项目；建设总部经
济园，引进免税店；引进一所旅游院校，加快国际会议中
心、室内恒温游泳馆、仙女山客运中心建设。做活、做优、
做特特色商业街，让游客体验旅游慢生活；同时，每年举办
1-2次有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到2020年，完成度假区70.6
平方公里建设，旅游旺季最高日接待游客量达30万人，其
中境外人员达10%，建成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国际
旅游度假区。

三、天生三桥
天生三桥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国家5A级景区、

国家地质公园，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是世界上最大的
天生桥群。具有雄、奇、险、秀、幽、绝等特点，被世界地质专
家赞誉为“地球遗产，世界奇观”。

景区内以三座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天生石桥最具吸引
力，石桥平均高300米以上，桥面跨度在503米以上，坑与坑
之间以桥洞相望，桥与桥之间以坑相连，穿梭其中，带着几分
惊奇，不禁让人猜测这洞天福地是怎样形成的。

一步一景，景区内悬崖百丈、壁立千仞、飞泉流水、鸟语
花香，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身临其境，
唤起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下一步，天生三桥景区将依托自然景观资源结合成熟的
AR、VR虚拟现实技术，开发智能交互旅游体验项目，让游
客通过智能终端感受到大自然更震撼、更极致的奇幻虚拟体
验。同时，引进国际国内先进的声光电系统，推出梦幻夜游
产品。

四、芙蓉江
芙蓉江是乌江下游最大的一级支流，集山、水、洞、林、

泉、峡于一体，融雄、奇、险、秀、幽、绝为一身，是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景区内峡谷众多、风景秀丽，江中碧水见底，两岸树
木繁茂、奇峰罗列、山形奇诡、丝竹垂钓、绿树倒影、群猴戏
逐、水鸟飞舞、景象万千、风光迷人，给人以“水送山迎入芙
蓉，一川游兴图画中”的意境。

下一步，芙蓉江将依托沿江的生态自然风光以及沿线
的风情村寨，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定制高品质游艇，推出夜
游芙蓉江产品；加快芙蓉湖的开发建设，打通芙蓉湖与芙
蓉江的游线，布局一批水上娱乐、水上运动等项目，建设银
色沙滩浴场等新旅游产品，打造一批高端的以水为主题的
酒精品民宿，着力弥补武隆旅游淡季这块短板。把芙蓉江
亲水风情休闲区建成集“喀斯特溶洞观光、滨水休闲、亲水
运动、民俗体验、田园度假”为主要功能的亲水运动生态旅
游区、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区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区。

五、芙蓉洞
玲珑剔透、华丽精巧、绚烂缤纷……似乎再多的形容词

都不够形容清芙蓉洞的纯净完美。
芙蓉洞位于武隆县江口镇4000米的芙蓉江畔，芙蓉洞

是世界自然遗产核心景区、国家5A级景区、国家地质公园，
与美国的猛犸洞、法国的克拉姆斯洞并称为世界三大洞穴。

芙蓉洞已开发2701米，以竖井众多、洞穴沉积物类型齐
全、形态完美、质地纯净著称，其竖井是目前国内外发现的最
大竖井群。洞内各种次生化学沉积物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几乎囊括了钟乳石类所有沉积类型。池中珊瑚状、犬牙状方
解石晶花，洞壁上各种姿态的卷曲石、方解石嗬石晶花更是
国内稀有，世界罕见。

被地质学家评价为“一座斑斓辉煌的地下艺术宫殿，一
座内容丰实的洞穴科学博物馆”，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
为“中国最美的洞穴”，游客称其为“天下第一洞”，是中国唯
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洞穴。

下一步，芙蓉洞将以先进的视觉工业技术，改进游览方
式，给游客提供不一样的新奇体验。

2018仙女山国际风车风筝季

活动时间：2018年5月-8月
武隆仙女山风筝季活动经过 5年的打

造，已在西南地区形成了较强品牌影响力。
为将仙女山风筝季打造成为中国最有影响
力的风筝主题旅游盛会品牌，武隆2018年
联合潍坊工艺美术研究所创新风筝季传统
的活动模式，将风筝与航模、风车结合起
来，低空活动、落地氛围全面融入，在仙女
山草原上布置上万个特色风车以及卡通风
筝、动物风筝等主题风筝；邀请国际风联、
亚洲风联、欧洲风联、国内外专业队伍及风
筝大师参加风筝放飞比赛，为游客展示国际
风筝文化；在每个月组织不同的风筝季系列
活动，让仙女山国际风车风筝季成为广大游
客都能参与的主题活动，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和趣味性。

2018年仙女山国际音乐季

活动时间：2018年7月-8月。
每年一届的仙女山音乐节，已成为主城

市民消夏避暑、休闲娱乐不二之选。
仙女山音乐节经过多年打造，已经成为

仙女山夏季的一张靓丽名片。为延续仙女山
音乐节活动品牌，武隆2018年将改变传统邀
请明星演出的方式，将仙女山音乐节打造成
音乐季，搭建一个长期的音乐平台，让周周有
不同音乐主题，天天有表演，游客也能参与互
动。以降低投入成本，增强游客和大众音乐
爱好者的互动参与，形成音乐和仙女山的关
联记忆和品牌记忆，逐步将仙女山音乐季品
牌影响力扩大至全国，打造仙女山夏季音乐
胜地品牌基地。

印象·武隆

“印象·武隆”实景歌会是由著名导演张
艺谋出任艺术顾问，王潮歌、樊跃任总导演，
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100多位特色演员现场真人真情献唱，以
濒临消失的“号子”为主要内容，让观众在70
分钟的演出中亲身体验自然遗产地壮美的自
然景观和巴蜀大地独特的风土人情。

剧场选址在重庆市武隆县桃园大峡谷，
距仙女山镇约9公里。峡谷呈“U”形，高低落
差180米，远山神秘、近山雄奇，沟壑清幽。剧
场的选择不仅保护了生态，也为演出提供绝
佳的表现空间。剧场共设计安装观众座位约
2700个，舞台延伸至看台，看台又融入舞台，
演员与观众零距离接触。

演出中，观众不仅能体验到武隆的灵山

秀水、空雾苍茫，还可以欣赏到巴蜀大地上的
风土人情和爱恨悲歌，重新聆听豪迈壮阔的

“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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