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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发展，建成国际知名旅游度假区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Ｄ

加快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融合发展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平台推动智能化发展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Ａ

两年前，武隆区一幅中英文对照品牌形象
图片高调登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人群最集中、商
业最繁华地段的巨幅屏幕上。这表明了武隆打
造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向世界展示武隆神奇美丽
风景的信心和目标。

近年来，武隆旅游营销团队走出国门，以新
加坡、泰国等东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为主，让
武隆旅游走向世界。据统计，截至今年5月，武
隆接到境外游客达150856人次。武隆区相关负
责人称，“营销出国了，游客上门了。”

“推进度假区发展走向国际化，是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开放发展的需要。”仙女山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负责人称，建成国际知名的旅游
度假区，要着力推进旅游服务标准、服务规范、服
务理念与国际接轨，建立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标
准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通过丰富旅游度假产
品、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打造旅游度假品牌，实现
旅游产品品质国际化、旅游服务管理水平国际化
和旅游宣传营销国际化全力建成国际一流的旅
游度假区。

要创造高端商务旅游精品，加快国际会议中
心建设，打造一个景观化、园林化的集会议、酒
店、温泉、度假、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会务中
心；推进万豪酒店继续建设，打造大中小型商务
会议、宴会厅、特色餐厅、泳池、健身房一应俱全
的高端商务旅游基地；完善高尔夫球场建设，为
高端商务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与星级酒店合作，
开展中端商务、会议、培训等旅游业态，提升酒店
设施的利用率。

坚持国际品牌战略，按照国际一流旅游度假
区目标，着力推进旅游产品体系、服务设施、经营
管理、服务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实现旅游
产品品质国际化、旅游服务管理水平国际化和旅
游宣传营销国际化。

定位于国内顶级山地旅游度假目的地。借
助世界自然遗产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品牌优
势，塑造以山地休闲度假为功能主线，以避暑养
生、遗产观光、户外运动、文化休闲为主体，兼具
会议会展、演艺娱乐、美食购物、田园休闲等特色
功能的山地型旅游度假目的地。

5 月 28 日，武隆区召开首届
旅游发展大会提出，认真贯彻落
实 5 月 16 日召开的全市旅发大
会精神，加快转型升级，推进优
质发展，全力打造武隆旅游业发
展升级版，把武隆建设成为“全
国优质旅游示范区”和“世界知
名旅游目的地”。

今年，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按照武隆区委、区政府要
求，深耕仙女山，进一步打好“旅
游度假”牌，高质量建设高品质
生活，真正做到让游客行之顺
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娱之开
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充分满
足度假游客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度假人群享受美好度假生活
和高端便捷的旅游服务。

前不久，仙女山新区开发公
司在青树子（土地名）保障住房
修建院坝时，遇到了 3 株楠木
树。最简单、经济的方式就是砍
掉树木，直接填满。

“必须把树保护下来。”公司
副总陈鹏宇介绍，这3株楠木树
有100多年了，高约10米、直径
达3米，砍了怪可惜的。最后，施
工人员为3株楠木树留下了近
100多平方米的空地，并调方案
修梯步、筑堡坎，将古树保护了
起来。陈鹏宇说，“为此，公司多
投入了40多万元。”

生态是武隆旅游发展的底
色。武隆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必
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控制生态
红线、保护天际线不遗余力推进
度假区生态化发展。

为此，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制定《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旅游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
案》，集中对环境保护、山脊线保
护、规划管控、树木砍伐、垃圾处
理等进行专项整治，全方位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

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美，美在最秀丽的山水、美在最
精致的文化、美在最诗意的乡
村、美在最优质的生态、美在最时尚的休
闲。度假区始终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
发”,以及“显山、露林、隐城”为规划原则和

“高山生态环保之城、高山休闲度假之城、高
山户外运动之城、高山文化产业之城”的功
能定位，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有品质的
度假区。

2017年9月，共享汽车“EVCARD”目
前在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游客接待
中心、仙女广场及黄家湾广场等市民生活小
区、公共服务机构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置
了18个借还车网点，首批投放50辆电动汽
车正式使用，包括交通枢纽、旅游集散中心、
酒店等，自由租还。“EVCARD重庆”已将网
点从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延伸至武隆
城区。国家正大力提倡鼓励推广新能源汽
车项目发展，EVCARD与武隆“绿色崛起、
富民兴区”发展战略十分契合，国网重庆电
力公司、环球车享重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将
武隆作为重庆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首批试点
区县，届时，更多市民能畅享出行便利。

“既方便出行，又实现了低碳旅行。”仙
女山景区相关负责人称，推进建筑、酒店、商
贸、交通等各领域绿色化、低碳化，试点引进
电动汽车、共享单车等低碳出行交通工具才
是开始。“未来还将推广使用节能环保交通
工具、推行节能型住宅建设及节能建材使
用。”

此外，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还加强
固体废弃物、行业废气、噪音等多污染源防
治，并加强林生态系统、水环境保护，切实做
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月12日，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无线网络全覆盖工程正式启
动。根据规划，该工程建设主要场所
包括行政服务中心及政府大楼、游客
接待中心、金马广场、迎宾广场、仙女
山广场、天衢公园、嫦娥公园、婵娟公
园、百卉公园等区域，到8月10日全
面完工。

“提升度假区智能化水平，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创新发展的需
要，也是游客对品质生活的需要。”仙
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负责
人称，度假区以创新融合的通信与信
息技术为基础，依托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平台，以服务游客为中心，
着力构建便民、利民、为民的“智慧服
务、智慧管理、智慧营销、智慧体验”
四大平台。“推动仙女山旅游业智能

化发展。”
据介绍，旅游智慧服务将充分利

用第三方服务平台，实现微信或支付
宝订房、自助入住、客房智能化、语音
机器人、停车自助导引等智能化旅游
服务方式，借助互联网、云计算、APP、
小程序等技术，为小区居住游客提供
蔬菜、粮油等日常用品送货购买服务，
为各度假小区业主提供智能服务。

旅游智慧管理除了实现度假区
wifi全覆盖，还建立覆盖全域旅游目
的地的实时数据库，实现对景区、旅
游集散地、路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
急处理及预警。

旅游智慧营销就是，开发仙女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旅游苹果、安卓两
大系统客户端，借助4G网络，实现高
速、铁路沿线城市推介宣传全覆盖。

加强与新闻门户网站合作，在主要客
源地区实施“带着微博、微信去仙女
山”等线上活动，实现线下促销与线
上推介互动。

旅游智慧体验就是建设智慧度
假区，建立先进的信息发布子系统、
客流趋势与预警子系统、深度旅游引
导子系统、停车场管理子系统等；建
设智慧旅行社，既提供完整的旅行社
介绍、旅游线路、代理酒店、代理票务
等基本服务信息外，还具有旅游合同
管理服务、导游资质信息管理服务以
及境外签证、保险、租车等其他服务，
形成一个高效、共享的管理体系；建
设智慧酒店包括数码客房服务系统
和酒店运营管理系统；建设智慧旅游
服务商则是通过智慧旅游系统获取
精确旅游资源信息服务游客。

到6月底，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懒坝LAB项目完成投资1.03亿
元，懒人村落一期完成道路扩建工程
和基础施工，大地艺术公园景区电瓶
车道、净心湖工程完成，懒人村落1-
5#建筑主体完成成90%，即将封顶。

中国武隆·懒坝LAB项目连续3
年被列为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内
容主要是依托和利用项目内的自然
景观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国际艺术
资源、建设用地资源等核心资源，打
造一个差异化且集旅游、宗教、艺术、
开发四大产品平台的旅游景区。

随着仙女山国际户外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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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推进
和融合发展，必将丰富度假区休闲度
假的业态，提升度假区的品质。

“旅游是形式，是载体，是引擎。”
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拓展旅游业态、延伸
产业链条，度假区紧紧跟随大众旅游

步伐，对接“商、养、学、闲、情、奇”等
旅游新要素，大力发展会展旅游、文
化体验、空中滑翔、康体运动、科考探
险、自驾露营等新兴旅游业态，加快
推进融合化发展，从‘地产经济’向产
业经济转变。

仙女山“一山一景一城”的旅游资
源，在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一直以
来，武隆区既把景区、度假区资源融合
发展，又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上，仙女山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树立仙女山文化
品牌，在仙女山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
全球均具有唯一性的极具震撼力的

“仙女文化”的核心阵地；依托仙女山
的民间传说、“印象武隆”、“天坑寨
子”、喀斯特文化、仙女文化等本土文
化，以印象武隆文化体验区、仙女山
山地生态度假区、懒坝国际文化艺术
区、七彩阳光休闲娱乐区、云境天城
商业休闲区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为重点，突出各功能区的特色，建设

仙女山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同时，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还推进商体科技融合化发展，建
设高端商务旅游基地，打造集度假、
休闲、会务、培训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国际性会议中心。建立山地运动基
地，建立一个集培训、娱乐、探险为
一体的山地运动基地，对赛马场进
行适当改造，同时具备举办户外山
地卡丁车、自行车、摩托车竞技等娱
乐赛事。建立低空运动基地，一方
面游客可以体验低空飞行、鸟瞰仙
女山各景区及度假区的优美景色；
另一方面开展滑翔伞、跳伞、索道、
特技飞行表演、热气球表演等低空
运动项目。

此外，度假区还推进产学研融合
发展，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加大农
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
度，引导各类科技人员、大中专毕业
生等到农村创业，鼓励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

国际标准山地高尔夫球场

美丽的黄家大湾

七色天街

体育场

仙女山镇

张亚飞 刘茂娇
图片由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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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旅游度假牌，高质量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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