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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

11月17日，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在北京召开，渝北区委

主要负责人作为全国

文明城市的代表出席。

自 2008 年获得第

二届“全国文明城区”

称号以来，渝北区通过

不断努力深化文明城

市建设工作，实现“全

国文明城区”四连冠。

这一最具价值的

城市品牌，成为渝北区

经济社会发展最强劲

的动力。

就渝北旅游而言，

对全国文明城区的推

动 作 用 ，同 样 不 言 而

喻。以游客为中心，以

文明为引领，渝北区在

厕所革命上积极作为，

在文明景区塑造上久

久为功……文明成为

了渝北旅游最独特的

标签，已成为渝北旅游

的别样风景。

随着全国文明城

区建设的纵深推进，渝

北迎来了全域旅游发

展新时代。

【渝北旅游•看时尚】

中央公园，一座灰色基调的建筑，极具质感。如
果不是门上“公共卫生间”的标注，你很难联想到，绿
荫掩映下，这里竟然是一座厕所。

与周边环境的深度融合，甚至让很多市民都“没
看透”——“闻着也没味道，瞧着还以为是办公地点，
现在的厕所，环境真是好！”市民周阿姨说。

曾经，谈及身边的厕所，很多渝北人都要皱眉
头，尤其是在人流密集的景区、车站等地，不是找不
到地方，就是捏着鼻子匆匆进、匆匆出。

而今，通过新建和改建，越来越多的厕所得以变
身，以整洁规范的新形象进入人们视线，在数量和质
量上均有显著提升，有的还成为靓丽风景。

年初，在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上，国家旅游
局对2016年全国推进“厕所革命”的100个先进城
市予以表扬，渝北区收获“2016年全国厕所革命先
进区”殊荣——这样意味着，渝北的厕所革命，已初
见成果。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
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厕所则是
文明的重要窗口，是旅游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
素，是一个国际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早在201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对“厕所革
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厕所革命”是提升旅游业
品质的务实之举。

当年召开的全国旅游厕所工作现场会上，也明
确提出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开展旅游厕所建
设管理行动，新建旅游厕所3.3万座、改扩建2.4万
座，到2017年底最终实现全国旅游景区、旅游线路
沿线、交通集散点、旅游餐馆、旅游娱乐场所、休闲步
行区等的厕所全部达标，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
实用免费、管理有效”。

自我市出台《重庆市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年行
动计划》，渝北区提出用三年建设3421座旅游厕所
的目标，以优化旅游公共服务，树立重庆文明旅游形

象。三个月后，全市旅
游厕所工作会议

召开，渝北区
作为代表

在会上
发言，
表 示
要因

势利导，加大旅游厕所的改（扩）建，努力提升渝北旅
游窗口形象。

全国文明城区的荣耀与责任加身，渝北对厕所
革命，有作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担当。为推动此项工
作，渝北区专门成立了旅游厕所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以旅游局牵头，会同区发改委、区审计局、区财
政局、区公管办等有关部门建立了旅游厕所建设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召开现场会和专项工作会议，定期
或不定期研究厕所建设工作。同时，制定出《渝北区
旅游厕所建设工作计划》，对全区景区景点旅游厕所
开展全面普查，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步骤、分解
落实新建和改造任务，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补助、
规范标准等方式，联合社会各方资源优势，共同有效
地推进了旅游厕所建设。

据统计，三年来，渝北区共新（改）扩建旅游厕所
135座，数量居全市第二，圆满完成了目标任务。

其在建设过程中的多项举措，也受到业内的广
泛关注。

比如该区坚持超前设计、统一布点和反复论证
选址，将厕所建设管理纳入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并与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既考虑了
旅游发展和当前建设，又考虑了群众便利和二次污
染。

在建设环节，由承建单位设计，严格按照《旅游
厕所建设管理指南》进行旅游厕所的建设，其中还进
行了创新性研发，如重庆中瑞鑫安实业有限公司因
研发“生态厕所”获得“旅游厕所建设技术创新奖”。

验收环节由相关专家、业主单位、区旅游局和厕
所所在镇街组成验收小组，对旅游厕所进行集体验
收，后续管理环节则由区旅游局将旅游厕所管理制
度规范上墙、旅游厕所志愿者方面予以大力指导和
支持，确保景区旅游厕所有人管理和日常维护，保持
景区旅游厕所设施设备整洁完好。

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该区还专门为每个旅游
厕所定制了身份牌，注明了建设单位、维保单位、建
设时间及等级等。

尽管初显成效，但渝北区旅游局负责人也坦言，
渝北旅游厕所的建设标准和档次，特别是少数偏远
的乡村旅游景点的厕所管护工作，还存在一定差
距。未来渝北将继续站在补齐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短
板，缩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高度，切实抓好厕所革
命，责无旁贷营造环境优美、秩序井然、安全文明的
渝北旅游环境。

“旅游景区是窗口、是名片、是城市形象，旅
游景区环境卫生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管理水平。抓好旅游景区环境卫生
整治，就是抓发展、抓城市软实力和竞争力。”渝
北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全国文明城区，渝北区对旅游景区的环
境要求，始终“站位”更高，不断自加压力。

不仅是厕所革命走在全市前列，为营造环境
优美、秩序井然、安全文明的渝北旅游新环境，让
广大游客在渝北旅游中畅享美好幸福新生活，渝
北区还将开展旅游景区环境卫生整治，作为了以
文明促旅游、以旅游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据介绍，此次旅游景区环境卫生整治将持续
一年时间，以A级旅游景区、城市旅游景点和乡
村旅游点为重点，全面整治旅游景区（点）及周边
商铺、流动摊贩和宾馆酒店、旅游公路沿线脏乱
差现象。

整治范围覆盖之广，共涉及九大方面——
一是切实整治这些区域内的乱堆、乱放、乱

搭、乱建、乱丢、乱刻、乱画、乱吐等现象。
二是严格按照旅游景区厕所星级标准，加快

景区和旅游公路沿线的旅游厕所建设。
三是建立健全旅游厕所专人保洁制度，采取

分段包干量化考核，做到地面干净、便池干净、脸
盆干净、门窗干净、墙面干净、纸篓干净，切实改
善旅游厕所简陋脏臭不良状况。

四是严格治理景区白色污染，杜绝使用不可
降解的一次性泡沫和塑料餐具等。

五是合理分类设置旅游景区垃圾箱，及时清
扫，日产日清，科学设置垃圾处理点，实现排污集
中处理。

六是加强旅游景区外围和周边地区、旅游公
路沿线的镇村、居民点建设规划，做好旅游沿线
的绿化、美化、亮化工作。

七是整治旅游景区周边无照经营、流动摊
贩、尾随兜售、强买强卖等损害旅游者权益、扰乱
景区秩序、影响景区形象的行为。

八是全面整修游步道，完善旅游景区及旅游
道路沿线标识标牌，加强对旅游景区险要地段警
示牌和安全护拦的维修保养，及时排除安全隐
患，确保游客人身安全。

九是规范涉旅企业诚信经营，引导游客文明
旅游、理性消费、依法维权，树立人人都是旅游形
象，处处都是旅游环境的渝北旅游好风尚。

“通过全面整治旅游景区及周边环境卫生和
不文明旅游行为，进一步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提
高旅游行业规范化管理，提升渝北旅游对外新形
象。”渝北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渝北旅游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硬件的提档，更在于文明
的软实力。

通过创建文明景区，引领文明旅游行为。近年来，渝北将
全国文明城区建设的成果内化为旅游发展的动力，塑造出区
域特有的文明口碑。

“要让游客做到文明旅游，先得让游客在景区景点中享受
到文明。”渝北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为此，近年来，区里把
建设文明景区，为游客提供舒适文明的旅游环境，作为文明旅
游的基础来抓。

乡村旅游是渝北旅游的重点，在打造文明景区景点中，渝
北把新农村建设和文明景区、景点的建设有机融合，打造文明
旅游的大环境。

统景镇印盒村有上万亩李子林，这一资源被利用起来打
造乡村旅游景区后，已吸引了数百万游客前来赏花采果，这里
也成功创建成为国家AAA级景区。

“创3A的成功，与文明景区环境建设密不可分。”印盒村
党支书周恒举说，村里坚持打造旅游文明示范村，通过统一规
划，统一布局，做到了村庄绿化、庭院美化、房屋靓化，使全村
无污水横流、垃圾乱倒、粪便乱堆、柴草乱放等现象，为游客提
供了文明的乡村旅游环境。

不仅如此，村里先后建成了游客接待中心、旅游广场等，
新建停车位2000余个、旅游公厕10个，修建景区步游道25公
里，新建和改造景区车行道56公里，无障碍通道、消防设施、
安全护栏等设施一应俱全。

以印盒村为代表，目前渝北的玉峰山·伊甸园、大盛·天仙
谷、铜锣山·矿山公园等景点，都通过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相
结合，使旅游景点及周边的环境绿化、美化、靓化和旅游基础
设施得到逐步完善。

除了硬件打造，文明旅游的氛围也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文明服务可以引导游客文明旅游。为此，渝北区在各风
景区及景点，开展了青年文明号、职工文明之家、文明班组、文
明岗位等文明创建活动，切实提升景区的文明旅游服务程度。

此外，各景区通过对职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的“四德”建设活动，提升了旅游服务者的文明
素质，各景区还积极开展争当“青年岗位能手”和“文明在景
区”活动，提升了旅游服务窗口的形象。

“在景区内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也有效地促进了文明旅
游行为的形成。”渝北区文明办负责人说。比如在印盒生态旅
游区，如果游客有摘花、折枝等不文明行为，旅游志愿者就会
出现在游客面前，劝导游客要文明旅游。

在渝北统景风景区，就活跃着一支由员工组成的旅游志
愿者服务队伍。他们以“关爱环境、文明旅游”为重点，开展旅
游志愿服务活动，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除在景区和景区工作人员中开展文明旅游服务活动外，渝
北还在市民中广泛开展文明旅游活动。去年8月以来，该区利
用暑期，以未成年人为核心，以家庭为子细胞，组织开展了“小
手牵大手 文明伴我行——渝北区暑期文明旅游大型公益活
动”，正传导文明旅游代代相传、亲子共育的思想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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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赏梨花、夏避酷暑、秋采硕果、冬戏瑞
雪......近年来，渝北区茨竹镇放牛坪依托万
亩梨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推动了镇
域经济发展，更引导当地村民渐渐过上好日
子。

这样的例子在渝北比比皆是。通过加
强旅游业与临空都市农业的有机融合，渝北
区乡村旅游的道路越走越宽。

除了茨竹的梨花，渝北区正积极推动古
路·盛世花都等乡村旅游景点提质上档、创
优品牌，加快推进大湾·花漾渔村、木耳·七
彩香村、洛碛·沐丰园、兴隆·杨梅园、石船·
萤火虫农庄、玉峰山·伊甸园等一批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项目，让广大游客
在游览中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

乡村旅游的蓬勃兴起，只是渝北旅游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渝北区紧紧把握全国文明城区
建设机遇，立足临空都市区战略定位，围绕
建设“重庆主城市民第一休闲度假目的地”，
进一步优化全区“一心一泉六带”的旅游产
业发展格局，着力构建起以温泉旅游为引
领，会议会展品牌旅游、乡村旅游集群和A
级旅游景区为支撑的旅游目的地体系。

当前，渝北旅游正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国家临空
经济示范区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于全

国文明城区建设，着力构建“1239”空间发
展布局，实现三大突破，推进七大工程，努力
把渝北旅游业培育成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
幸福产业，中外游客休闲度假重要目的地。
到2021年，争创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
景区3个，五星级酒店1个、四星级酒店3
个，打造全域旅游镇3个、特色旅游村20
个，培育限上旅游企业30家，新增就业3万
人。

其中“1239”空间发展布局，即建设1
个航空旅游城；坚持“都市+乡村”旅游2轮
驱动；积极做强“西部临空现代农业休闲
带”、做优“中部温泉康养度假带”、做靓“东
部文化演艺体验带”3带；着力打造“中央
公园—悦来会展中心的会议会展等9大特
色旅游区。三大突破即实现旅游发展体制
机制、特色重大旅游项目、多产业融合发展
的3个重大突破。

重点推进的七大工程包括航空旅游城
规划建设工程、旅游交通路网建设工程、旅
游+产业深度融合工程、旅游公共服务提升
工程、旅游要素内涵丰富工程、绿色生态旅
游工程、智慧旅游全覆盖工程。

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包括将在A级景
区和乡村旅游景点核心区实现YLMF覆
盖，正着手开通两路至两江影视城一际华园
一龙兴古镇，两路一兴隆花海等免费旅游欢
光巴士等。

把渝北旅游业培育成让人民群众
实现美好生活的幸福产业

牵手中国重庆国际时尚舞台
打造时尚渝北旅游新形象

CA B

【渝北旅游•看未来】

厕所革命助力渝北旅游提档

环境整治为全国文明城区添新彩环境整治为全国文明城区添新彩

古路红枫

统景温泉

重庆国际时尚周

中央公园公共卫生间中央公园公共卫生间

新设置了母婴室与残疾人厕所新设置了母婴室与残疾人厕所 摄摄//胡瑾胡瑾

印盒李花印盒李花

执法人员严格排查客车载客人员超标

近年来，渝北积极发展临空都市时
尚旅游，加快推进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
建设，着力打造重庆旅游时尚新地标，促
进渝北临空都市旅游与商贸时装业的深
度融合。今年7—8月，重庆市服装协会
联合渝北区，举办了以《时尚让旅游更精
彩 旅游让人生更幸福》的重庆临空国
际旅游时尚节，推动了渝北旅游文化和
服装服饰产业蓬勃发展，全方位展示渝
北旅游文化和时装产业的软实力。活动

中，突出了“展名模风采、秀渝北美景”时
尚秀、“花样年华”和“静若处子 动如脱
兔”女子半程马拉松及名模旗袍秀，同时
还举办了中国重庆渝北旅游推介展暨旅
游商贸洽谈会。此外，邀请模特与龙兴
古镇、统景温泉风景区、两江国际影视城
各大景区景点亲密接触”，拍摄时尚大
片，传播渝北都市旅游新理念，展示睿智
女性们特有的风采，彰显了中国传统服
饰和渝北旅游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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