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足石刻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
化遗产，代表了公元9—13世纪世界
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世界石
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和巅峰之
作。在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旅游发展
大会精神中，大足依托独特优势资
源，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正当其时。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目标定位和“行千

里·致广大”的价值定位，让石刻“活”
起来，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
抓手，全力打造大足旅游业发展升级
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打好三张牌，推动全域发展。强
化全域理念，从整体上谋划旅游发
展，围绕打好“人文”“温泉”“乡村”三
张牌，着力提升一批有影响力的精品
景区，推动旅游发展从单一景点景区
向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打好“人
文”牌，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大足石
刻，提升宝顶山景区石刻参观、文物
展陈、宗教祈福、民俗体验等功能，强
化北山、南山等景区开发，将大足石
刻景区打造成为重庆最具国际影响

力的文化旅游精品。稳步推进“大足
学”建设，继续办好大足石刻世界巡
回展、宝顶架香庙会等文化活动，推
动大足石刻“走出去”。深入挖掘石
刻文化、海棠香国文化、五金文化、重
汽文化、革命文化等本土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好历史文脉，建设世界遗产
小镇、三线遗址文化园、汽车科技产
业园，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景点、融
入城市街区、嵌入美丽乡村。打好

“温泉”牌，依托龙水湖国家五星级温
泉，突出温泉疗养、生态度假、养生养
老、运动休闲、文化体验等功能，按照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标准，做优做强龙水湖国际旅游

度假区。打好“乡村”牌，把发展旅游
与振兴乡村结合起来，加强农村环境
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打造棠香人
家、老家·观音岩、原乡·荷花村等一
批乡村旅游精品项目，推动乡村旅
游、休闲农业蓬勃发展，让自然资本

“升值”。
发挥“旅游+”潜力，促进产业融

合。充分发挥旅游的拉动力、融合
力，结合“吃、住、行、游、购、娱，商、
养、学、闲、情、奇”等要素，促进旅游
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旅
游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
变。推动“旅游+农业”，依托荷莲、
枇杷、葡萄、芳香等特色农业，加快

农产品向旅游商品转化。推动“旅
游+工业”，探索千年龙水五金旅游、
汽车文化旅游，开发以“制造—展销
—体验”于一体的工业旅游业态。
推动“旅游+服务业”，促进服务业现
代化、标准化。推动“旅游+生态”，
保护好、发挥好玉龙山、龙水湖等自
然山水的特质。推动“旅游+体育”，
做响龙水湖半程马拉松赛等品牌赛
事。推动“旅游+扶贫”，让好风景变
成贫困群众的好“钱景”。推动“旅
游+大数据”，依托“土行孙”智慧旅
游等平台，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运用。

优化服务配套，提升旅游环境。
着力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行之
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娱之开
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加快旅游
交通建设，完善高铁、高速公路、干线
公路、客运枢纽等交通体系，推动景
区间的无缝连接，努力实现“城景通”

“景景通”。健全旅游服务体系，加快
建设游客集散服务中心、游客集散服
务点、旅游驿站，完善景区周边住宿、
餐饮、停车、购物配套，扎实推进“厕
所革命”。加快旅游信息化建设，构
建面向景区、游客、商家的综合性智
慧旅游平台，推动涉旅场所免费WiFi
全覆盖。推广标准化服务，提高服务
的规范性。结合全国文明城区、国家
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三城”同创，
发动全民兴旅、共建共享。

800 多年前，大足宝顶石刻的创
造者赵智凤用了70年的精力打造出
了精彩绝伦的人间奇迹。今天，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先人留下的宝贵
财富，是每一位大足人的责任和使
命。我们将依托大足石刻，立足全域
化发展、全季节体验、全方位服务、全
社会参与，做精做美全域旅游，力争
做出亮点、做强特色、做深内涵，让每
石每刻都精彩！

让石刻“活”起来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中共大足区委书记 章勇武

旅游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
有效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产业。我们将紧
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
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委书记
陈敏尔的重要讲话及全市旅游发展
大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战略
性 支 柱 产 业 ，打 造 开 州 旅 游 升 级
版。突出开州自然风光与千年人文

交相辉映的资源禀赋，以“汉丰湖、
雪宝山、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为重
点，按照“体育做特、文化做强、商业
做活、品牌做优”的思路，将生态优
势、人文资源、自然优势转变为发展
优势，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建设旅游城市，全力将开州建设成
为生态之城、休闲之城、运动之城、
康养之城，深度融入长江三峡国际
黄金旅游带，成为全国知名、三峡一
流的旅游休闲目的地。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打造
“生态之城”。“中国汉丰湖，世界三峡
造”，汉丰湖与开州城相融共生，形成
了“湖在城中，城在山中，人在山水

中”的独特意境。我们将以汉丰湖国
家湿地公园为依托，丰富湿地水生植
物，建设生态浮岛、鸟岛等湿地景观，
培育湿地科普、观光游览项目，打造
世界级湿地公园；大力实施植物景
观、山体景观、道路彩化和夜景灯饰
等“七彩汉丰湖”景观工程，全力推进
水乐园、开州故城等重点项目，建设
生态度假公园，积极创建汉丰湖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我们将在充分
保护好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森林公园资源的大前提下，把握

“神奇、神秘、神圣”的特质，逐步完善
基础配套设施，启动建设国家步道体

系、野营基地、秦巴驿站、度假小镇等
项目，有序推进雪宝山景区开发，积
极创建雪宝山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通过发展生
态旅游，全力塑造“山水对话、天人合
一、城景一体、产城融合”的城市形
象。

以“慢游”为目标，全力打造“休
闲之城”。开州目前已建成长20多公
里、面积150万平方米的滨湖公园，60
余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已
初步具备旅游休闲城市的雏形。我
们将秉承“城市当景区，景区当客厅”
的理念，构建“快旅慢游”服务体系。
完善城市商圈、开发特色美食、实施

旅游“后备箱”工程。建设主题酒店、
露营基地、房车营地、旅游地产、乌杨
度假小镇，打造自驾休闲旅游胜地。
培育“月光经济”，以汉丰湖光影秀为
重点，策划夜景、夜演、夜宴、夜购、夜
宿、夜航、夜钓、夜跑等八个“夜游”活
动，培育开州旅游 IP。深化“刘帅故
里”品牌形象，打造军事教育体验基
地；以开州举子园为核心，培育文化
休闲及研学旅游产品。建设特色民
宿、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培育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四季产品。突出旅
游城市的休闲功能，力争 3-5 年内，
将开州建设成一座美丽的、独具魅力
的休闲之城。

促进体旅深度融合，全力打造
“运动之城”。开州汉丰湖有广阔的
水域和悠长的岸线，为水上运动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将建成46公里
长的环湖绿道，打造金沙滩，建设国
家水上运动基地、特色体育小镇、船

艇基地等，培育固化环湖马拉松赛、
国际摩托艇公开赛两大品牌赛事，探
索汉丰湖横渡游、铁人三项、沙滩足
（排）球、环湖自行车赛、皮划艇、龙舟
赛等赛事活动，开发常态性的、游客
体验参与性的水上运动体验产品，丰
富环湖休闲运动业态，将汉丰湖景区
打造成知名的水上运动中心。

拓展健康服务产业，全力打造
“康养之城”。利用雪宝山、铁峰山、
南山、温泉古镇等优质生态和气候资
源，发展森林体验、消暑旅游、温泉疗
养旅游、中药材疗养等康体养生、养
老产业，积极拓展医养结合型康养旅
游市场，促进旅游与康养融合。因地
制宜打造“森林人家”“避暑小镇”，建
设森林康养基地、中药材健康旅游项
目。发展旅游、休闲、养老等跨界地
产，构建环汉丰湖生态休闲，南山、铁
峰山、雪宝山避暑养生旅游集聚区等

“一环三山”康养旅游格局。

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全力建设知名旅游城市
中共开州区委书记 冉华章

云阳地处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
发展全域旅游得天独厚、正当其时。
云阳严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扎实贯彻落实全市旅游发展大
会精神，紧扣“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的目标定位和“行千里·致广大”的价
值定位，突出“景区景点、全域全季”，
打好三龙、梯城、乡村三张牌，厚植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生态优势，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国内外
知名旅游目的地，全力打造云阳旅游
业发展升级版，彰显美丽风韵，构建
诗意空间。

打好“三龙牌”，呵护山水“颜
值”，提升人文“气质”。把准“保护”
与“开发”的着力点、平衡点、契合点，
因 地 制 宜 开 发 打 造 实 现“ 锦 上 添
花”。树立大旅游发展格局，整体谋
划，丰富生态和人文内涵，以龙缸为
核心，以县城为中心，以精品景点建
设为支撑，以最美乡村大道为纽带，
推动旅游业由单一景区景点向综合
旅游目的地转变。持续做靓“1个5A

两个4A”，“天下龙缸”“千年张飞庙”
“三峡梯城”三张名片，倾力打造龙缸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盘龙休闲健康产
业示范区、世界侏罗纪恐龙公园“三
龙”名片。依托龙缸景区天坑、溶洞、
峡谷、湖泊、草场、森林等独特的景观
元素，突出雄、奇、险、峻、秀等气质神
韵，增强配套设施建设，丰富低空飞
行、水上游乐等新奇旅游业态，把龙
缸景区打造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保护性开发世界级恐龙化石群，启动
建设世界一流大型恐龙旅游产业
园。把盘龙打造成休闲健康产业融
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按照世界景
区标准，提档升级世界第一悬挑玻璃

廊桥、绝壁栈道、玻璃滑道等精品景
点。深挖龙文化、盐文化、移民文化、
三国文化，加大文创打造力度，深挖
张飞庙、三峡文物园、彭氏宗祠、磐石
城等历史人文景点内涵。

打好“梯城牌”，建设旅游靓城，
讲好云阳故事。坚持“把城区当景区
打造、按客厅管理”，依托现有山水脉
络，把旅游概念融入城市建设，将旅
游元素融入城市文化。长江两岸森
林覆盖率保持全市第一，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保持在90%以上。依托不可复
制的梯城优势，围绕世界城市中央最
长人字梯，丰富打造石梯内涵，融入
新城建设历程和移民文化，讲述好云

阳故事。推动“生态修复、城市修
补”，高标准建设33公里环湖绿道，打
造月光草坪、阳光沙滩、水上花园、宇
宙星空等“珠串相连”的景观节点。
增添旅游元素，实施城市夜景工程，
布局全城灯光秀，打造“山城水城不
夜城”。多层次打造城市园林绿化景
观，完善城市功能，建设“公交+慢行”
体系，打造独具园林绿化特色的城市
漫步系统。实现城区“10 分钟进公
园，5 分钟观景点”，打造 50 平方公
里、50万人口、宜居宜业宜游的山清
水秀美丽之城。

打好“乡村牌”，实现城乡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五大件”建
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连片综合整
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树立

“文明卫生、优生优育、理性消费、邻
里和谐、崇尚科学、尽孝尽责、自力更

生、勤劳致富”等“八大理念”，提升农
民素质。探索构建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鼓励农民
创业就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实
施旅游产业带动战略为突破口，推动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助推
乡村振兴。建设“一带七园”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带，打造以长江农
耕文化为主题，集山水田园观光、民
俗文化风情体验、特色农业体验于一
体的“最美乡村大道”。注重全季节
体验，“升值”乡村“慢生活”，打造14
个乡村旅游品牌节会，41种“天生云
阳”农特产品，让云阳旅游一年四季
都是旺季。培育汽车露营基地、农耕
故土园、花千谷、枣康源等乡村旅游
景点。创新“企业+专业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带动农民通过直接参
与旅游经营，提供旅游接待服务，销
售农产品等方式参与到旅游全产业
链中，实现增收致富。

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建设美丽山水“梯城”
中共云阳县委书记 张学锋

旅游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俱佳，是“兴一业旺百业”的
阳光产业。北碚区将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立足“两点”、建设“两
地”、实现“两高”的决策部署，扎实
贯彻全市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认真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扣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和
“行千里·致广大”价值定位，以全局
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倾力打

造旅游发展升级版，加快建设休闲
度假目的地。

突出资源优势，以科学规划引
领全域旅游发展。北碚区具有景城
交融的空间优势、山水相依的自然
优势、源远流长的人文优势，加快全
域旅游发展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
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立足北碚
资源禀赋，科学编制《北碚区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构建“一带两区”即嘉
陵江城市滨江休闲带、缙云山温泉
度假区、金刀峡生态度假区旅游发
展布局，因地制宜发展观光游憩、温
泉养生、避暑休闲、康体养老等产
业，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
业优势，打造现代都市人群休闲度

假的理想之地。统筹实施旅游环境
优化、基础设施、项目招商、品牌推
广、要素保障、综合改革“六大协同
工程”，制定实施全域旅游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坚持全域旅游发展一张
蓝图干到底。

延伸产业链条，以业态融合推
动全域旅游发展。强化旅游与城市
建设、农业、文化、商贸等业态互动
升级，培育休闲度假旅游消费新业
态新热点，不断丰富完善旅游产业
链条。推动旅游与城建融合，统筹
全区城市景观大道、乡村旅游道路、
城市公园、停车场、城市公厕等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从旅游导视系
统、绿化管护、环卫作业、景观照明

等入手，推动高品质建设、实施高效
能管理，促进旅游与城市建设一体
化发展。推动旅游与农业融合，深
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充分挖掘和
拓展农业生态保护、休闲观光等功
能，植入符合现代消费习惯的新兴
业态，依托台湾农民创业园、“中国
花之乡”静观等载体，加快创意农
业、乡村旅居、都市休闲、田园客厅

“四大板块”建设，推动乡村旅游、休
闲农业蓬勃兴起，把田园风光、秀美
乡村变成聚宝盆。推动旅游与文化
融合，保护历史文脉，挖掘人文资
源，整合巴渝文化、乡建文化、抗战
文化、红色文化等资源，高质量建设
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等重点项目，

加强卢作孚纪念馆、老舍故居、雅舍
等文化建筑保护利用，有机更新改
造偏岩古镇、澄江老街、同兴老街，
把文化元素植入景区景点、融入城
市街区、嵌入美丽乡村。推动旅游
与商贸融合，建设特色商业街区，培
育特色餐饮品牌，提升商圈品质，促
进旅游与商贸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完善设施配套，以精细服务促
进全域旅游发展。着眼“快旅”，快
速推进水土大桥、蔡家大桥、歇马隧
道东西干道、快速路二横线西段等
拓展对外联系通道建设，完善区内
交通网络，加快建设旅游环线，重点
解决景区连接“最后一公里”问题，
努力实现“城景通”“景景通”。着眼

“慢游”，推进城乡公共休憩区、景区
人行绿道和观景平台建设，完善滨
江步道、骑行步道、加气站、维修点、
充电桩、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扎实
推进“厕所革命”，使游客进得快、留
得下、玩得好。着眼“细管”，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
闲、情、奇”等要素，对接国际一流水
准，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加强大数
据智能化创新运用，推进智慧旅游
建设，以信息化手段全面提升旅游
服务水平；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增强旅游安全保障能力。

强化宣传推介，以精准营销助
力全域旅游发展。建立旅游宣传营
销推广体系，实现旅游宣传营销专
业化、市场化。立足自身旅游“家
底”，瞄准环北碚一小时车程的短距
离市场和市内远郊、市外周边的中
远距离市场，借助大数据加强市场
分析，提升营销精准度。充分利用
新技术、新手段，围绕缙云登山季、
金刀峡河滩消夏节、静观腊梅文化
节、北温泉养生季等主题，开展多种
形式的旅游推广和产品营销活动，
让游客听了就想来，来了不想走，走
了还想来，提升北碚旅游美誉度和
影响力。

倾力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 加快建设休闲度假目的地
中共北碚区委书记 周旭

1月26日，市委书记陈敏尔参加
奉节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奉节是个
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
有远方”。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以全
域旅游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心和
信心。全市旅游发展大会的召开，为
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为
打造旅游升级版明确了路径。未来
一个时期，我们将着力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把人文优势转化为动力优势，从
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以

“旅游+”为导向，打造诗·橙奉节，重
上三峡之巅，努力把奉节建设成为长
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为“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增值服务、添砖加瓦。

坚持“旅游+自驾行摄”。依托境
内“大山大川、大江大河、大绿大美”
的独特自然风光，着力建设近者悦、
远者来的“三峡之巅”自驾行摄之
都。建成一批精品自驾线路、最佳摄
影点，举办全国性自驾旅游研讨会，
发放行摄自驾一张图，让八方游客来
奉节“行千里·致广大”。创立山地风

光摄影门类，开办高峰论坛，完善理
论体系，开设职业技术专业课程，打
造山地摄影一流品牌。

坚持“旅游+生态康养”。依托九
天龙凤景区5大世界级景点，明确“爽
爽兴隆”定位，建设国内首个驿站大
观园巴楚驿城，打造世界生态康养
城。延伸森林步道、养生温泉、生态
食品等康养链，完善生态康养智慧服
务体系。依托素有“川武当”之盛誉
的长龙山等宗教资源，打造“清闲、清
养、清修”的康养旅游品牌。

坚持“旅游+诗歌朝圣”。我们立
足灿烂的诗歌文化，擦亮“中华诗城”
金字招牌，打造诗意天地、诗歌高地、

诗人圣地。以“绿满夔州·花漾奉节”
为主题，建设三峡红叶画廊、最美旅
游步道，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
园、花园、果园和乐园，让到奉节的人
诗意油然而生。推进四首“天下第
一”诗词场景再现，打造“危石鸟道”

“桃源深处”等诗意景点，实现以诗入
景、诗景交融。加快建设由张艺谋执
导的《归来三峡》山水实景演艺项目，
确保今年10月如期开演。巧借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舞台，特别呈现奉节
文化名胜。建设中华第一诗词碑林、
诗歌小镇，布局白帝城、草堂湖、竹枝
词公园三大诗歌主题园，设立诗词大
家工作室，拓展演化“课本上的诗

词”，涵养全民诗书情怀，打造人们体
验、缅怀、探寻、朝圣诗歌文化的最佳
去处。

坚持“旅游+民俗美食”。以“三
峡原乡”为核心理念，保护性开发传
统村落和民俗风情村寨，打造龙门客
栈、卡麂坪等“家外之家”和乡村美食
休闲旅游主题景区群，在服务标准、
文化体验上发力，让游客住原生态客
栈、吃原生态美食、享原生态品质。
建设乌木古典家具“非遗村”，打造本
土特色购物街区、土特产旗舰店，推
出“三峡第一桌”美食品牌，开发夔府
宴、李白酒、杜甫烤鱼等特色菜品，推
进奉节脐橙、夔梳、三峡奇石等本地
名品上线销售，焕发旅游经济新活
力。

坚持“旅游+科考研学”。以三峡
之“首”、高山仰“止”、万物成“巳”、秋
兴赋“八”、厚重人“文”、神州唯“夔”
为要义，深度阐释、大力弘扬独特的

“夔”文化，提炼“奉公守节、自强不
息”的奉节精神和“忠、义、情、节”的
文化精髓，组织广大中小学师生开展
研学旅行，讲述奉节故事、传承城市
文脉、重拾天下情怀。建成夔州博物
馆，全面展示13万年来的夔州历史文
化面貌，开发大白帝城遗址军事文化
考古基地、兴隆洞古人类遗址科考研
学基地、诗词文化研学基地、龙桥河
科考探险基地，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基地。

坚持“旅游+极限体育”。依托境
内三峡之巅、天坑地缝、旱夔门等奇
绝山水，开发以攀岩、速降、热气球为
主的极限运动项目，唱响“好山好水
好运动、更高更强更极限”，打造“中
国唯一、世界第一”的山水极限运动
之都。升华“全国武术之乡”，持续举
办中国自行车联赛、徒步穿越三峡、
千人攀登三峡之巅、九盘河漂流等极
限赛事，推动“体育搭台、旅游唱戏”。

打造诗·橙奉节 重上三峡之巅
中共奉节县委书记 杨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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