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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又一年的
采笋季即将到来。

尽管还未正式开采，
金山镇龙山村笋农李光
华就已经从提早到来的忙
碌中，感受到了收获的味
道——许多顾客打电话，
让他帮着留鲜笋，还有的
早早预定了食宿，要上门
品尝地道的笋子。

“卖笋没有以前辛
苦，挣的钱还多了。”李光
华没有想到，一台电视节
目竟然带来了这样的广
告效应。

2018年，南川亮相央
视《魅力中国城》大舞
台。借助这一超级 IP，

“天下第一桌山”“地球生
物基因库”“南国雪原”

“中华药库”等一张张靓
丽名片，将南川的万种风
情带进了全国观众的视
野，南川也最终斩获“十
佳魅力城市”的美誉。

借着“魅力”效应，南
川旅游知名度爆发式增
长，游客量大幅度提升。

“我以为就是在电视
上看个热闹，没想到还能
直接鼓了腰包!”方竹笋在
《魅力中国城》上出了名，
让李光华们受益匪浅。

数据显示，2018年，
南川方竹鲜笋均价每斤
3.2元，同比上涨18.5%；
干笋每斤45元，同比增长
21.6%。仅红耘科技、润
畴农业两家电商企业的网
络销售量就有将近10万
斤，同比增长80%。

《魅力中国城》上的
惊艳，让全国观众记住了
南川方竹笋。趁热打铁，
南川迅速在方竹笋的产
业发展上加了一把火，以
期让特色产业升级为优

势产业——就在去年年
末，南川区与国家林业局
笋子研究中心签订《竹产
业发展科技合作协议》。
双方将从竹资源保护与
培育领域、竹笋为主的全
竹加工利用领域、竹文化
与生态旅游领域、共建金
佛山方竹研究所等方面
展开合作，进一步推动南
川竹产业发展和提升，把
南川建成重庆市竹产业
发展示范区。

火起来的不仅是方
竹笋。

借力《魅力中国城》，
南川把景、城、乡的故事
越讲越远，越讲越生动，
越讲越火热，名气、人气、
财气、商气集聚南川。

金佛山景区借势拓展
旅游市场，成功开辟广东、
广西、华中等客源市场，广
东高铁专列有18次到达
金佛山，接待广东籍团队
游客1.45万人次；2018年
8月17日广西首趟600人
高铁专列到达金佛山。去
年，全国各地包机、包高

铁、包大巴来南川旅游的
团队有30多起。

南川先后与陕西西
安、广东茂名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与贵州遵义、桐
梓等结成区域旅游发展
联盟……旅游市场取得
更多新突破。

一年来，八方游客纷
至沓来；一年来，“南川味
道”快速蹿红；一年来，

“南川好礼”价值提升；一
年来，旅游招商同频共
振。

过去一年，南川全
区接待游客 2130 万人
次、增长25%，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89.5 亿元、增
长 27%。其中，接待市
外 游 客 量 同 比 增 长
52%，接待境外游客量
同比增长280%。

竞演的良好效果，
还持续推动着基础设施
的完善、产业结构的调
整 、营 商 环 境 的 优 化
……南川，以更加完美
的姿态，不断彰显其独
特的魅力价值。

“双晒”晒出了南川自
信，晒出了南川精神，更晒
出了南川人对生态人文的
呵护，对绿水青山的坚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
位、“两地”“两高”目标、发
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
继续学好“两山论”，走好

“两化路”，经历“双晒”沉淀
后的南川，更加坚定了景城
乡一体化发展之路，抓大保
护促绿色化、抓大城乡促融
合化、抓大文旅促品质化。

精读一座山。南川着
力于通过改革创新，推进金
佛山经营体制改革，向金佛
山景区要含金量。

金佛山拥有“地球生物
基因库”“中华药库”“南国
雪原”等名片，如何发挥名
片效应，点“山”成金？据介
绍，南川将做好景区景点、
乡村资源、宜居环境、立体
气候、特色文化“五篇文
章”，大力实施“金佛山+春
夏秋冬”旅游产品提升行
动，培育赏雪滑雪、避暑休
闲、中医药健康养生、山地
户外运动、禅修文化五大特
色主题旅游产品，为游客提
供“春赏花，夏避暑，秋观
叶，冬玩雪”的全季节体验，
让金佛山一年四季都是旺
季。

深耕一座城。南川致
力于向城市景区化要含金
量，形成“到南川就到景区”
的城市印象。

在景城融合的理念之
下，南川提出完善城市旅游
服务功能，传承城市文脉底
蕴，把城区打造成为南川旅
游的客厅。正在大力实施

的东街古城，无疑就是这个
“客厅”的重要“窗口”。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
一条属于它的古老街巷，每
一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
的老街记忆，那么老东街就
浓缩着南川人最深厚的老
街情怀。

为扮靓“窗口”形象，
东街改造的路径将基于历
史建筑保护，整理修复历
史遗存，提取历史文化元
素，打造商业性质的古城
旅游景区。

在这片土地上，将围绕
“生活、旅游、文化”三大主
题，打造成优雅、闲适的“现
代慢生活”聚居区，环境友
好、养老、养生、健康生活的
居住示范区；体现城市人
文、特色景观风貌和街区建
设成果的4A级旅游景区；
旧城可持续发展更新及建
筑文化再植与创新示范区。

心居一片田。南川将
以大观园为着力点，望山见
水，凝练乡愁。在“十二金
钗大观园”的引领带动下，
充分挖掘乡村的生态价值、
旅游价值、文化价值、经济

价值，大力培育赏花采果、
运动健身、中医药养生、乡
村酒店、特色民宿等乡村旅
游产品，推动农旅深度融
合，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

目前正在加快建设的
大观游客集散中心，就是南
川发力乡村的一个大手
笔。该项目处于生态大观
园的门户，是南川景城乡一
体化建设的重要节点。项
目主要通过商业、餐饮、住
宿、购物、展览、体验、娱乐
等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
未来它既是一个旅游休闲
和度假为主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也是大观“十二金钗”
乡村旅游品牌的一个集中
展示平台。

景城一体、景村一体、
城乡一体，南川致力于守护
山水生态之美，传承人与自
然相生相融的和谐之美，挖
掘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绿色发展之美，建设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全国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更清晰的思路、更精准的
举措，让“双晒”成果迅速在南
川落地生根。

就在今年7月，位于南城
街道三汇村的良瑜国际养生
谷项目一期开盘，预售率达
90%，向宜居环境要含金量、
立体气候要含金量迈出实质
步伐。

这里将配套建设特色民
宿、禅意酒店、避暑疗养居住
区、康养中心、特色蓝莓基地
等50多个文化旅游项目，旨
在打造重庆乃至全国综合性
的旅居标杆。

“以前就对南川的自然资
源、生态优势很感兴趣，最近通
过‘双晒’的渠道，进一步了解
了这里的历史风物、人文风情，
感觉南川是一个很值得的地
方。”来自主城的李女士表示。

显而易见，通过竞“晒”，
南川“近者悦、远者来”的城市
引力进一步提升。

据悉，其“书记晒文旅”
“区县故事荟”“炫彩60秒”上
线 10 天，全网阅读量超过
3000万人次。其中的“炫彩
60秒”还被选为我市在四川
航空公司投放的3个城市宣
传片之一，在所有落地重庆的
川航航班上滚动播放。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效益
的进一步凸显。“双晒”将对
外宣传与旅游营销紧密结
合、同频共振，赋予“金佛山
五绝”等以文化灵魂，让文化
和旅游资源真正转化为了经
济效益。

在“双晒”带动下，1-7月
南川游客量达到 1499 万人
次，同比增长19%；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60.95亿元，同比增
长18%。以金山红茶、金佛
山方竹笋为代表的“南川好
礼”线上线下销量和价格分别
增长115%和30%。

尤其是以八大旅游综合
体为代表的旅游重点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除良瑜国际养
生谷项目外，中海黎香湖统筹
城乡综合项目完成投资占上
半年投资计划的100.4%；兴
茂乐村旅游康养项目一期地
产预计9月开盘；金佛山奥悦
滑雪旅游度假项目、隆鑫健康
旅游综合开发项目规划设计
已经完工；中新·金佛山旅游
文化产业园正在推进河堤整
治；山王坪旅游度假区正在加
速道路建设；金佛山老将岩国
际旅游度假项目已经完成项
目概规……

今年上半年，南川旅游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18亿元。这
些项目全部由区领导挂帅指
挥，打表推进。

开展大招商，推进大建
设，依托大项目，带动大发
展。南川全域推动文旅融合
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战线
上的捷报频传，便是极好的证
明——

今年初，南川大坪—黄
泥垭隧道建成通车，使南川
南部山区到城区的路程缩短
11 公里，车程缩短半个小
时。借此通道，南部片区乡

镇发展加快提速，尤其是带
动了避暑度假旅游产业发
展。比如守着金佛山南大门
的金山镇，便在2019年的避
暑经济中初尝甜头。

与此同时，金佛山南坡公
路实现了全线贯通。作为金
佛山唯一的车行上山通道，这
条公路将极大促进头渡镇沿
线乡村旅游发展。随着公路
建设，已有村民自发开办了
10余家农家乐，镇里还在积
极谋划将方竹笋、蜂蜜、中药
材等产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
借金佛山旅游“春风”推动乡
村振兴。

此外，天马旅游公路（天
星—马鞍山）改扩建项目目
前也在加紧施工中，预计10
月可完工。天马旅游公路
是金佛山西坡连接南万高
速的重要旅游通道，更是南
川“景城一体”的控制性项
目，改造完工后可极大提升
金佛山景区交通运力，实现
景区与城区联动发展。

如今的南川，旅游的要素
无处不在，旅游产业与其他产
业的融合、关联无处不显。城
市按景区建设，乡村按旅游配
套，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
履，愈发铿锵。

好戏，总是接二连三。
《魅力中国城》的热度还

在延续，紧接而至的“双晒”，
又为南川在对诗和远方的眺
望中，打开一扇窗。

今年3月，全市启动“晒
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
活动。南川作为第二个亮相
的区县，早早便在这个舞台
上，“晒”出了南川精彩。其
深厚的文化根脉、优厚的旅
游资源、醇厚的本土故事，进
一步加深了南川在重庆旅游
版图上的独特印记。

南川，从满目苍翠的金
佛山走来，从尹子祠畔的朗
朗读书声中走来，从龙岩城
上的烽火岁月中走来。

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
朝着梦想的诗和远方，南川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确定了景城乡一体
发展的现实路径，以城乡融
合、文旅融合、产业融合，推
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

精读一座山、深耕一座
城、心居一片田，南川以金佛
山景区为核心，以南川城区、
生态大观园区为重要功能区
域，整体设计出“金佛山—城
区—大观园”景城乡一体化
发展布局，打造城区至金佛
山“景城一体”旅游经济带、
大观园“景村一体、农旅融
合”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带，推
动景区、城市和乡村一体规
划、一体建设、一体营销、一
体管理、一体服务。

“‘晒文化·晒风景’是市
委交给区县的重要‘命题作
文’，以此为契机，我们坚定
不移走景城乡一体化发展之
路，且认识更加升华、行动更
加自觉，努力交出一份全域
旅游发展的‘南川答卷’。”南
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于南川而言，

“双晒”不仅仅是晒出宜居宜
游宜业的城市新形象，更是
从根本上对以旅游为牵引的
发展思路的进一步强化，“旅
游+”、“+旅游”已经成为一
种自觉思维，成为南川产业
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单是今年以来，
南川区委常委会议、区政府
常务会议等各项会议涉及旅
游发展的议题明显增加。同
时，相关的组织机构也得以
不断完善——除原有的区旅
游工作和大健康产业领导小
组外，还成立了景城乡一体
化发展领导小组、旅游重点
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我们将

举全区之力，用改革创新的
方式，推动南川旅游焕发新
的生机，让金佛山这一世界
自然遗产的含金量真正得到
凸显。”该负责人表示。

奔着问题出发。借“双
晒”这个大考场，南川不断自
我审视、自我历练，不断理清
思路、明确方向。

有两个成绩很能说明问
题——在 6月发布的 2019
年全国政务大厅服务质量监
测成果中，南川区政务大厅
摘得服务优化奖。在今年一
季度全市旅游服务综合满意
度调查中，南川位列渝西片
区第一、全市排名第二。

“魅力中国城”
讲好南川故事

“双晒”大舞台
秀出诗与远方秀出诗与远方

参演参演《《魅力中国城魅力中国城》》节目录制节目录制 摄摄//喻梵喻梵
龙岩城龙岩城 摄摄//汪新汪新

畅玩皮划艇畅玩皮划艇

寒来暑往寒来暑往、、山花烂漫山花烂漫、、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缤纷四季缤纷，，这是南川的景这是南川的景；；
三山聚首三山聚首、、三江汇流三江汇流、、山环水绕山环水绕、、小桥流水小桥流水，，这是南川的城这是南川的城；；
十二金钗十二金钗、、月月开花月月开花、、田园风光田园风光、、美丽乡愁美丽乡愁，，这是南川的乡这是南川的乡。。
在全市在全市““晒文化晒文化··晒风景晒风景””的舞台上的舞台上，，南川晒出了诗与远方南川晒出了诗与远方，，晒出了城市引力晒出了城市引力，，晒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晒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精读一座山精读一座山、、深耕一座城深耕一座城、、心居一片田心居一片田，，南川将持续抓大保护促绿色化南川将持续抓大保护促绿色化、、抓大城乡促融合化抓大城乡促融合化、、抓大文旅促品质化抓大文旅促品质化，，书写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答卷书写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答卷。。

抓大文旅融合抓大文旅融合 促高品质生活促高品质生活南川南川

精准出实招
推动融合发展推动融合发展

景城乡一体
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绿水青山

南川城区南川城区 摄摄//胡波胡波

蓝莓基地蓝莓基地 摄摄//汪新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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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川金佛山南川金佛山 摄摄//汪新汪新

十二金钗大观园——香草园 摄/凌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