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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我
市将启动创建8个以上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10个以上市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发展全域旅游，各区县如何干？如何依
托现有旅游资源“借窝下蛋”，实现从“小旅
游”向“大旅游”蜕变？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小宣传 大策划

武隆频频“蹭热点”

“发展全域旅游，信息服务的作用巨大。”
重庆市政府旅游发展高级顾问、重庆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说，“全域”的“域”并
非单指地域，也指多领域服务。信息服务就
是其中最重要的服务之一。

今年2月，浙江卫视真人秀节目《我们十
七岁》将拍摄地选在了武隆，演艺明星郭富
城、林志颖、欧弟、韩东君等集体亮相。播出
当天，节目收视率便进入全国前三甲，让武隆
赚足了“眼球”。

而这已不是武隆第一次“触电”。武隆为
何要去“蹭热点”呢？

“这样的宣传，效果比投入100万元打广
告更有效。”武隆景区相关负责人说，“全域旅
游营销，要找对游客‘胃口’，立体地、精准地
营销。”

该负责人说，从2016年《爸爸去哪儿2》
在武隆“天坑村”拍摄，到更早一些拍摄的《满
城尽带黄金甲》，甚至是起诉好莱坞大片《变
形金刚4》制作方，武隆已有多次成功运用“事
件营销”的案例。近期，作为电影《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的取景地，武隆景区又成功“蹭”到
热度，结合电影开展赠票活动，成为景区暑期
营销的重磅支撑。

事实上，武隆全域旅游营销，并不局限于
“蹭热点”。武隆曾率先由地方政府牵头成立
旅游宣传营销集团，并制订了“集团营销”、名
人名媒营销、事件营销、节赛品牌营销、境外
营销五种策略，面对全球展开。

“这五种策略并不孤立，而是相辅相成。”
该负责人说，例如近期举办的仙女山露营音

乐节，他们便将节会的品牌营销和重磅嘉宾
的“事件营销”相结合。李宇春、张靓颖等演
艺明星在节会期间的一举一动，都被当作营
销题材进行宣传发布。

部门联动 齐抓共建

一起做大旅游蛋糕

阳光、沙滩、沙雕秀、水上极限运动……
今年8月，万盛经开区板辽湖金沙滩景区一
开园，便吸引了众多游客。而就在一年前，这
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水库。

“发展全域旅游，需要的是合力。”万盛经
开区水务局局长陈贵怀介绍说，根据全域旅
游总体布局，万盛围绕“水利旅游”做文章，计
划投资4.4亿元，将青山湖、板辽湖、白龙湖三
大湖泊建设成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点、全民
健身示范基地和万盛旅游的核心景区之一。

为加快景区建设，万盛经开区将财政局、
建设局、环保局、水务局等20个区级单位负
责人纳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
区水务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形成部门联
动、齐抓共创的建设合力。

为了推进板辽湖旅游发展，万盛多部门齐
开“绿灯”，从福建购进大量海沙，在短短一年时
间，硬是在湖畔打造出一片广阔的人造沙滩。

有了沙滩，还缺湖水！由于水库水量不
足，万盛又多部门协同，通过打隧道的方式接
通贵州和重庆的界河——鲤鱼河，预计明年5
月即可打通，引水量将达1500万立方米。届
时，水域面积将更大，形成集沙滩和湖水于一
体的景区，预计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

“结合国情，多部门齐抓共管，是发展全
域旅游的必要条件。”罗兹柏说，全域旅游建
设，包括环境、治安、饮食、住宿等多个环节。
由旅游部门单打独斗，明显行不通。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开放合作、
共建共享已写入重庆旅游发展规划当中。目
前，我市多个区县已着手实施并取得了一定
成效。

渝北今年整合使用农旅融合资金和旅游
发展资金，与临空农业公司、统景、玉峰山、石

船等镇策划、引资和培育打造兴隆魅力山谷、
玉峰山风情小镇、统景御临河大峡谷和铜锣
山矿山公园，并协同创新经济走廊、文化产业
公司、空港新城等单位，将旅游元素植入中央
公园、仙桃数据谷、时装小镇和重庆文化广告
产业园中；在城口，该县东安镇、高观镇、龙田
乡等多个乡镇合作成立了“重庆北极”乡村旅
游扶贫示范区，展开区域协作，开展了“萌情
大巴山·消夏旅游季”系列活动，并推出了北
屏-岚天-河鱼-东安乡村旅游环线，让游客
拥有更多体验。

旅城融合 城旅一体

打造全域旅游根基

穿楼而过的李子坝轻轨、空中城市交
通——长江索道、亚洲第二长坡地大扶
梯、3D魔幻城市——重庆成为全国游客的关
注焦点。

“重庆具备全域旅游的天然条件。”罗兹
柏说，全域旅游的核心便是摆脱景区局限，引
入旅城（镇）融合。而重庆有世界上绝大多数
城市没有的山水、人文条件，拥有城市体验式

游览的独特魅力。
例如，重庆“母城”渝中，有抗战文化、巴

渝文化、开埠文化、移民文化、城市文化等，发
展全域旅游的条件得天独厚。西部“华尔
街”——白象街以及湖广会馆历史文化街区
将于明年春节“开张”，十八梯、白象街、飞机
码头等10个传统风貌区，鲁祖庙、戴家巷等
10个山城老街区，莲花池、国际村等10个特
色老社区也在同步建设中；

主打文化牌的沙坪坝提出，要形成“一园
一圈一城”文化旅游产业功能格局，规划四大
板块共同构建起沙坪坝区全域旅游面貌：东
部以沙磁文化产业园为基础，以磁器口为核
心，沿文化旅游产业带拓展；中部以歌乐山国
际慢城为高地，加快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西
部以万达文旅城为引擎，推动都市旅游发展；
此外，还规划有沿缙云山脉，如曾家、青木关、
陈家桥等地的乡村旅游休闲带为补充；

大渡口区则计划对重钢老建筑、老厂房、
老设备等，加以保护和改造，作为新建的重庆
工业文化博览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更多全域旅游样本被打造出来，一个
大旅游的全新发展格局，将在重庆呈现出来。

最近，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中
国海装）喜事连连：

8月11日，中国
海装自主研发的5兆
瓦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H171－ 5MW 在江
苏如东吊装成功。
该机组风轮直径达
171米，超过两架空
客 A380 的 长 度 总
和，为世界之最；随
后不久，中国海装又
传出消息，其自主研
发的3兆瓦陆上风电
机组预计将在本月
内开始批量生产。
该机组是国内需求
最急迫的型号，目前
尚无其它国内厂家
能批量生产。

中国海装是怎
么做到的？

作为中船重工
旗下的二级子公司，
从2004年 1月诞生
以来，中国海装就承
担着重要使命：开发
风电设备。

“曾经的风电行
业 ，外 企‘ 一 统 天
下’。”中国海装总经
理王满昌介绍，中国海装刚起步时，国内同行的
技术大多靠国外引进，外企的设计图纸，是国内
的“抢手货”。

中国海装并不满足于“依葫芦画瓢”，在引进
技术的同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摸索着进
行具备独创性的“正向设计”。成立13年来，中国
海装共获得专利授权86项，其中发明专利16项，
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10多项。其正向
设计能力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认可。

众所周知，风电机组装备“个头”大，现场试
验难度高。海上风电机组更面临着海洋环境复
杂、高温高湿、海浪拍打、盐分侵蚀等难题。如何
确保新产品符合需求、安全实用？

中国海装副总经理黄卫民透露，主要得益于
其打造的两个仿真平台：“风电装备载荷计算与
仿真分析平台”和“风电装备系统控制分析与测
试平台”。

以开发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为例，中国海装
首先完成了中国沿海风资源特征分析、机组整体
参数与风资源的区配分析，确定了技术路线与传
动链布局。之后，依托上述两个仿真平台，中国
海装将计算出的理想结果与实际测试结果反复
迭代，并优化算法，使算法精度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从而掌握产品开发中的核心计算能力。

除此之外，中国海装生产的国内首款商业化
的2兆瓦级风电机组、全球机身重量最轻的5兆
瓦海上风电机组等，都是依托上述两个平台创造
的。

“只有创新，才能走得更远。”王满昌介绍，目
前，该公司研发的变桨系统可靠性测试平台、低
压电气系统测试平台等，也将逐步投用。

凭借着不断创新，中国海装的产品实现了可
靠性和安全性“双高”，并从未发生颠覆性事故。
该公司也因此成长为国内风电整机厂商中排名
前5、全球前10的业界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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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过去，我们
的旅游大多以景点旅游为主；时至今日，一个
大众旅游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自助游的
兴起。这种旅游模式下，景点旅游已经不能
满足游客需求了，发展全域旅游势在必行。

在全域旅游时代，我们不能仅仅注重某
一个点的发展，而是要注重区域发展和协调
发展，改变景区内外两重天的格局。但是，我
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按照现阶段的国情，
在五年内、十年内，我们是不可能像一些欧洲

国家那样，把每一个角落都打扮得漂漂亮
亮。必须承认，在我们的乡村、城乡接合部以
及背街小巷，还不那么可人。

发展全域旅游，绝不是要搞那么多“高大
上”的工程。很多时候，我们更应该从一些细
节入手，合理规划、逐步推进。

比如，厕所供给不足、品质亟待提升，是
我国城市建设、旅游发展的最薄弱环节，老百
姓意见很大。推动厕所革命，不仅是满足游
客、市民的最基本生理需求，也体现了这个国
家、这个城市对人的基本尊重。发展全域旅
游，就应该从这些细节入手。

发展全域旅游 多从细节入手
周季钢 彭光瑞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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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金秋的南川，金佛
山层林尽染，山王坪漫山红遍，“十二金钗”大
观园采摘乐趣横生。9月13日，记者从南川区
旅游局获悉，9-10月间该区将推出厨艺大赛、
金秋祈福等系列活动，吸引市民前往游玩。

“金秋的南川，同样也是五彩斑斓的南
川。”该区旅游局相关人士说，金佛山层林尽
染，一簇簇、一丛丛红彤彤的树叶映在万木丛

中，整片山林像是一幅巨形的立体油彩画，层
次分明而又艳丽生动。

为了给市民出游助兴，南川准备了丰富的
活动。其中，9月16日将在大观镇中江村举行
第八届金佛山旅游文化节暨首届“南川味道”
美食擂台赛之南川特色菜系列厨艺大赛，9月
29日将在南川城区市民广场举行汤锅火锅系
列厨艺大赛，期间推出南川特色名菜、名厨、名
店，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美食体验。10月 1
日-7日国庆节期间，金佛山将举办第一届金佛
寺金秋祈福节，向游客发福绳，为游客求竹福、
挂福牌，祈求平安幸福。中秋节期间，金佛山
则将推出“周末食堂”活动，在天星酒店草坪提
供方竹笋系列美食，游客可感受“美食+旅游”
的非凡体验。金佛山秋景。 通讯员 李大伦 摄

中国海装在云南会泽大海草山风场架设的
风电机组。 （中国海装供图）

南川金秋力推“美食+旅游”系列活动

让游客感受五彩斑斓的金佛山

保障食品安全，“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
未然”。7月28日，《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全面加强食品生产环节风险管控实施办法》
（下称《办法》）出台，标志着我市预防为主、风
险管控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正加快完善。

近年来，我市对食品安全实施严格的风险
管控。通过严把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餐
饮、进出口等食品安全关口，落实最严格的全
程监管制度，为逐步建立以预防为主的食品药
品监管模式奠定了基础。

着眼农产品，首道关口严防死守

6月29日，在京启动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
周活动上，农业部对首批107个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市进行授牌，我市荣昌、潼南、垫江三
区县榜上有名。

据悉，除首批跻身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市的3个区县之外，我市还有4个区县正在开

展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创建。同时，建成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6个。

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上取得的成绩，彰
显着我市在此方面付出的努力。农产品的种
植养殖，是食品安全和对其进行风险管控的首
道关口。近年来，我市把保障农产品质量作为
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心。

全市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
生产。加快制修订农业地方标准，创建“三园两
场”500多个，有效期内“三品一标”总数达2600
多个。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持续开展
农兽药、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残留超
标等专项整治，切实净化农业生产环境。

今年上半年，全市主要农产品综合合格率
超过97%，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

覆盖全过程，重要环节层层设防

在加工、流通、餐饮等保障食品安全的重

要环节，我市亦层层设防。
我市严格依法实施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加

强无证经营治理。目前，食品生产企业持证率
达100%，食品流通、餐饮经营者持证率均达
95%以上，校园食品经营网点持证率超过
99%。

全市建立了食用农产品和进口食品的准
出准入衔接机制，基本实现大宗食用农产品从
产地到市场、进口食品从口岸到国内市场的全
过程监管。

同时，加强对食品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
小餐饮店监管，严密监控食品加工流程，严厉
打击有毒有害物质非法添加、病死畜禽收购屠
宰等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农村、学校及周边等
重点区域食品安全综合治理，确保了全市未发
生较大以上食品安全事件。

我市还把食品相关产品，列为工业企业分
类监管范畴，将食品塑料包装袋、一次性餐饮
具、餐具洗涤剂等产品，确定为重点监测品

种。大力开展“一非两超”、“地沟油”、火锅类
食品、标签标识，以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等专项整治，强化过程管控，组织联合
执法，净化市场环境。

隐患大排查，保障有力违法必究

排查是风险防控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市
正在大力推进的食品安全四大专项行动中，

“大排查”位列其首。
今年以来，我市共抽检食品1.7万多批次，

合格率近98%，实现地产食品抽检全覆盖；快
检2.6万多批次，结果无异常比例超过96%。
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明确了添加非食用物质、
农残超标等风险源21项，涵盖27个大类80个
品种。

在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等环节，我市建立
了风险隐患排查及治理制度，每季度进行汇
总、会商、分析、通报、上报。开发建设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信息系统，与中国食药检院联合开
展标准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法技术攻关，为
科学研判、精准处置风险提供了技术保障。

此外，我市还建立食药监与公、检、法常态
化协调工作机制，制定实施细则，进一步深化

“行刑衔接”，着力解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取证
难、移送难、入罪难等问题。今年以来，食药
监、农业、公安等部门加大力度，依法查处了一
批食品安全违法案件。

下一步，我市将突出风险管控这一重点，
推动建立以预防为主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
式。在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基础上，坚持问
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以食品生产中生产原料带
入性风险和生产过程污染风险管控为切入点，
通过企业自查、行业调查、监管部门检查的“三
查”行动，严防、严管、严控食品生产风险，确保
我市食品安全。

食品保安全，力求“防患于未然”
突出“风险管控”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监管模式

赵童 彭光灿 刘玉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