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奉节2018年首届诗词灯会将
春节灯会、美食集萃、民俗表演、传
统曲艺糅合在一起，于3月8日截
止。同时，第二届重庆合川三江灯
会、开州盛山植物园第一届年猪文
化节、梁平双桂田园·滑石古寨滑
石年饭等将在春节期间提供更多
去处。

200场旅游活动出炉 这个春节到重庆品“年味”
如今提起年味，大家的记忆似乎

都停留在了儿时：剪窗花、写春联、吃
冰糖葫芦、看奶奶做布老虎……

那时候过年满世界都是红红火
火，每个人的脸上也是喜气洋洋，年味
十足。可如今的年味却变得越来越
淡，春节的意义更多的是来自日历和

微信的群发祝福。那些代表“中国味”
的老手艺更是越来越少见，在“年味”
渐失的现在，每个人都觉得过年乏味。

2月5日，由市政府新闻办、市旅
发委、市农委、市商务委、市文化委共
同举办的“2018春节旅游专题新闻发
布会”在南岸区南滨路举行。从发布

会上获悉，我市将在春节期间推出近
200场旅游活动以及丰富的文化购物
优惠活动，邀请重庆市民以及全国游
客到山城寻回丢失的年味。本期体旅
周刊特筛选了部分重要活动，供市民
们参考出游。

万盛奥陶纪景区将为购票游客推出滑
雪场免票1小时的服务，两江影视城将推出
每座5折优惠的燚都火锅年夜饭，江津区四
面山景区推出四面山文创设计大赛活动，欢
乐谷从1月20日起开设横跨春节期间的华
侨城自贡灯会活动等，均在春节期间落地，
吸引游客参与，体会到不同区县的春节民
俗。

渝中区推出了20条一日游、两日游线路，涵盖美
食、美景、文化、教育、影视等，欢迎全国游客。九龙坡
区、巴南区、渝北区更是推出各色温泉套票，云贵川到
渝的游客更可享受优惠叠加。南岸区第十一届中国
（重庆）新春年货购物节集合全球产品，置办年货可以
先去逛逛。重庆市话剧团还将在南岸区各街道举行

“放歌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渝州大舞台城乡文化互
动工程暨2018年春节送演出进基层活动共计14场。

大足石刻国际佛灯艺术节展示大
型佛学彩灯、铜梁中华龙舞演出晚会、
垫江冬季牡丹展暨油纸伞节、綦江第
十九届全国少儿版画作品展暨第三届
全国教师版画作品展等将在春节期间
展示各自的民俗特色，欢迎全国游客
参与体验。

2月10日起，华侨城欢乐谷景区将整合重庆的
各个区县落地迎春旅游推广月系列活动，邀请重庆
的15个区县上演50场当地特色文艺表演活动。

据了解，这些演艺活动包括石柱的著名土家舞
蹈《太阳出来喜洋洋》、万盛的《最后的夜郎王》、渝
中区的川剧变脸表演等。这些活动将陆续上演，让
主城的市民也可以即刻感受到各区县的丰富文艺
表演。

由市文化委主办的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嘉
年华”活动将在2月9日-11日在南岸区举行。届
时，200余个重庆市非遗项目参与其中。活动将为荣
获“2017年最受市民欢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50强”、

“2017年重庆十佳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称号的非遗
项目及传承人授牌，并举办重庆市非遗传承展论坛
以及非遗专场演出。同期，观音桥广场将举行软装
文化节，现场以微信互动的形式展示家庭软装、生活
用品介绍并开展优惠活动。

两江影视城 2018第二届新春庙会2
月16日开启，共包含五大传统年味活动、
14个街区表演、九大巡游活动、三类趣味免
费游园活动以及三大场馆表演。方特科幻
公园引入《熊出没》大电影、“热热闹闹过新
年”——开州举子园双节系列活动、铜梁春
节大庙会以及三峡博物馆的系列展览等活
动，都是家庭亲子活动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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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产品需更硬 吆喝要更响

在中商情报网发布的2017中国最热门
的50个旅游城市排行榜中，重庆排名第一；

在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去
年发布的城市旅游影响数据中，重庆位列全
球发展最快的10个旅游城市榜首；

……
不难看出，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重庆

旅游不仅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高水平发展，其
美誉度和城市影响力也越来越具有“国际
范”。

但不可否认，旅游经济质量不高、旅游
产品仍需优化、旅游营销力度不够等问题也
是客观存在的。重庆，距离“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这一目标还有差距。

按照“重庆建设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十三五’规划”（下称重庆“十三五”旅游规
划）的要求，重庆将在2020年实现上述目
标。

在未来两年时间里，重庆将如何发力打
造名副其实的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两年之约”，使命升级

按照重庆“十三五”旅游规划要求，到
2020年，重庆将把旅游产业培育成为重庆
综合性战略支柱产业，建成国际知名旅游目
的地。该规划还从旅游经济总量、旅游吸引
力、旅游服务能力3个方面细化了18项可量
化的指标。

重庆“十三五”旅游规划主笔人员之一、
重庆中科筑景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蒋坤富
介绍，当时制定的这一目标虽然也考虑了旅
游的综合功能，但更多的还是将其作为一个
经济产业、一个行业选择来对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蒋坤富看来，新时期，旅游行业被赋
予了更丰富的行业内涵，作为“幸福行业之
首”，其兼容了改善民生福祉、实现社会和
谐、平衡区域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保护生态
环境等功能，肩负起了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
感、公平感和幸福感的时代使命。

使命的变化，必然要求重庆旅游要配备
更精良的“装备”，从管理机制体制、市场环
境、产品结构、营销思路等各个层级进行一
次全方位的提档升级。

2017年，在管理体制方面，重庆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成立，渝中区等7个区县先后成立旅
游发展委员会；在政策匹配方面，市委、市政府
出台《关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完成

“1+16”旅游发展政策体系起草工作……
如此一来，举全市之力，做大做强旅游

业，建成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思想共识和
行动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质”“量”不匹配成痛点

2017年，重庆接待游客5.4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330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0%和25%。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58万人
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9.4亿美元，分别增
长13%和15%……

这些百分比数字在反映重庆旅游发展
速度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旅游行
业生产总值较少，只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人流量较大，但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对较
低等。

可见，目前重庆旅游的发展水平正处于
从“低水平的高速度”向“高水平的低速度”
转变的过程中。

另外，“国际范”不够也直接制约了重庆
旅游的质量。

对此，市旅发委官网上的一篇文章中
有详细分析：第一，国际接轨的标准化建
设滞后，旅游接待服务主体规模较小，服
务质量有待提升；第二，旅游交通集散能
力有待提升；第三，通关便利化有待提升；
第四，旅游业发展还面临“大旅游”与“小
管理”、本土化与区域一体化和国际化、创
新不足与需求个性化，以及市民素质有待
提升等系列挑战。

要么做唯一，要么做第一

认识行业使命，摸清发展痛点之后，接
下来就是要寻找解决路径了。

“重庆现在亟须做的就是核心产品的挖

掘和提升，即使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拥有核
心的旅游产品也显得尤为重要。”市旅发委
相关负责人解释，核心旅游产品相当于全域
旅游发展的灵魂。

“这些核心产品能够撑起一个区域或者
城市形象，其要么是唯一的，要么就是第一
的。”该负责人介绍，经反复筛选，目前重庆
市内具备这样条件的旅游产品有5个：

第一，长江三峡+内河游轮。长江三峡
号称“世界的三峡”，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沿
线人文特色，其在世界旅游资源中具有唯一
性，再加上全球最大规模的内河游轮舰队，
让游轮自身成为旅游目的地。因此，其优势
毫无悬念。

第二，都市旅游。重庆是世界上最大的
内陆山水都市，空间尺度大，两江环抱，被誉
为国内“最立体魔幻”的城市。树立“建城就
是造景”的城市开发建设及经营理念，完全
可以将重庆这座城市本身打造成为在国际
上具有唯一性的山地都市旅游产品。

第三，温泉旅游。重庆的温泉资源在世
界上虽然不具备唯一性，但是具备打造“第
一”的潜质，况且目前重庆已经拿到联合国
组织授予的“世界温泉之都”品牌。

第四，文化旅游。重庆不仅拥有巴渝
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红色文化、少数
民族文化等优质文化旅游资源，同时拥有
大足石刻、钓鱼城、白鹤梁等具有唯一性的
文化遗产，完全有条件将历史文化遗产有
机串联，形成具备唯一属性的文化旅游产
品。

第五，乡村旅游。根据国家旅游局数据
中心显示，国庆长假期间，重庆乡村旅游接
待人次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无论是产品丰
富程度还是地域辐射能力，重庆的乡村旅游
资源具有打造“第一”的潜质。

既要“王婆卖瓜”，也
要口碑效应

有了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渠道卖出去。
“按照国际惯例，各地旅游主管部门最

大的一项职能就是做城市形象推广和品牌
营销。”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多年
的国内营销，重庆已成为国内的热门旅游目
的地，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当前重庆的
旅游营销主战场是在国门之外。

去年12月31日跨年夜，重庆形象亮相
纽约时代广场，就是一场“国际范”十足的海
外吆喝。现场当天，通过众多媒体现场直播
与报道，2亿多名美国观众及超过10亿名全
球民众欣赏到了重庆风采，营销效果显著。

为了更有效地吆喝重庆旅游，在往年的
营销思路基础上，今年年初，重庆市旅发委
与重庆日报达成共识，在全媒体新闻发布、
特色旅游文化活动策划、产品开发、境外推
广、数据共建共享等各个领域，将开展一系
列深度合作。

“在旅游营销过程中，‘王婆卖瓜’必不
可少，再香的酒也怕深巷子。”该负责人表
示，但是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更需重
视的是口碑效应，“旅游强调的是体验感，不
仅要有好产品，服务也要跟得上。”

2017年，重庆在全市范围内掀起“史上最
大规模”的旅游环境集中综合整治行动，撤销
A级旅游景区资质8家。开通96111投诉热
线，全年受理各类旅游投诉案件638件，同比
下降37.45%，游客满意度目前排名全国前列。

据悉，今年，重庆还将从基础设施、旅游
环境、智慧体验等各方面发展升级版服务，
营造一个“内外兼修”的旅游服务环境。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旅游发展和旅游工作作出系列重要
指示。旅游业作为新兴产业，方兴
未艾。旅游行业作为新时期幸福产
业之首，迎来发展的春天。

好马需要好鞍配。旅游产业遍
地开花的同时，旅游目的地的竞争
将更加激烈。因此，如何在发展好
优质旅游产品的同时，通过更强势
的宣传营销，让产品“广而告之”，亦
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当务之急。

旅游强势营销的重担，必然落
在旅游主管部门身上。按照国际惯
例，旅游主管部门最重要的职能之
一，就是营销城市形象和旅游产品，
也就是做“吆喝”。

在国内，旅游主管部门对于旅
游发展的作用有“三手”：一是地方
旅游优质发展的舵手。舵手作用是
具有方向引领性的核心工作，为旅
游目的地优质旅游发展提供战略性
指引。二是规范行业秩序无形的推
手。无形的推手是保障，为旅游者
在旅游目的地玩得开心、吃得放心、
住得舒心、行得安心保驾护航。三
是树形象引游客有形的拉手。

近日，正式挂牌成立的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的内设处室中整合设置了市场推广处，便是顺
应这一趋势，以此凸显和加强重庆市级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的旅游大营销职责。

究竟如何做好吆喝工作，实现强势营销？
首选，要找准核心卖点。旅游产品因体验性

强，而不同于其他有形产品的销售方式，游客往
往在抵达旅游目的地或体验旅游产品之前，便已
完成了全部的购买决策活动。

因此，旅游产品的销售过程要解决的核心问
题便是找准核心卖点，提高市场吸引力，进而“诱
惑”购买者，让其怦然心动，然后完成购买活动。

其次，要有大营销视野和格局。旅游产业作
为一个综合性强、关联度大的产业，由单一行业
或单一企业以资源和产品为核心，以游客接待量
为标准而开展营销势必受限于其视野和自身利
益。

在发展优质旅游的当下，旅游营销应当以提
高旅游目的地形象和区域旅游综合实力为目的，
综合利用大数据手段，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提高
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塑造强大市场吸引力的大营
销。

最后，要做到真正的内外兼修。旅游营销的
基础还是要有好的产品、好的环境。因此，树立
城市形象、优化旅游市场，也是旅游主管部门工
作的首要环节和基本职责。张奥然 图片由市旅发委提供

美丽的重庆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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