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版
2018 年 8 月 22 日 星期三

编辑 江前兵 美编 乔宇

20182018智博会前瞻智博会前瞻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21日，以“美
丽山水·智在旅游”为主题的2018重庆智慧旅
游发展研讨会在江北区举行。来自全国的专
家教授、旅游企业负责人及市内各区县旅游管
理部门代表共200余人参会，为重庆智慧旅游
发展建言献策。

本次研讨会由市旅发委指导，江北区政
府、重庆日报、重庆师范大学共同主办，旨在深
度分析重庆智慧旅游发展需求、分享国内外先
进成果和经验、推介行业产品和资源，为重庆
旅游行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和资源对接平台，
助力重庆智慧旅游升级发展。

研讨会分为五场专题演讲、两个圆桌论
坛。在专题演讲环节，来自高校的专家教授、
旅游企业负责人、科研机构学术带头人、智慧
旅游建设管理部门负责人等，分别就是“中国
智慧旅游赋能创新发展”“文旅融合背景下的
智慧旅游再出发”“大数据时代，智慧旅游如何
发展”“旅游行业大数据与AI”“腾讯云智慧旅
游升级版”等话题，作了精彩的专题演讲。

在圆桌论坛上，专家学者、旅游管理部门
代表、景区代表、服务企业代表等，围绕“大数
据如何解决旅游行业‘痛点’”“智慧旅游如何
缔造全新旅游体验”两个话题，展开了激烈思
想碰撞。

会上，重庆日报与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
旅游学院还联合挂牌成立了重庆智慧旅游研
究院。该研究院将充分发挥高校和媒体的优
势，梳理前沿智慧旅游信息，整合优质智慧旅
游资源，精准对接各方需求，“一站式”提供智
慧旅游解决方案等。具体包括：建立专家资

源库、产品资源库，建立信息发布渠道（专题
网页、微信公众号、品牌专报等）；开设智慧旅
游相关资质考试培训，引进高品质的智慧旅
游相关培训活动，定期举办智慧旅游主题巡
回沙龙进区县、企业、景区等；为旅游管理部

门、景区的智慧旅游建设提供“一站式”智库
支持，如知识普及、调研规划、人才引进、资源
对接等；打造一个西部领先的智慧旅游教研
中心和实训基地，搭建一个线上线下一体化
的智慧旅游产品资源展示对接平台，打造一

个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智慧旅游高端品牌论
坛等。

此外，我市智慧旅游建设最新成果——旅
次方、山城通APP在研讨会上进行了成果展
示。

助力旅游发展 重庆智慧旅游研究院成立
2018重庆智慧旅游发展研讨会举行，200多业内人士建言献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8
月21日从市公交集团获悉，智博会举行期间，
从主城各区将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达国博中心，
方便观众出行观展。

从渝中出发

在解放碑可乘坐181路、601路、612路至
红旗河沟换乘轨道6号线至国博中心，或乘坐
151、111路至轨道红土地站换乘轨道10号线
至悦来；在菜园坝火车站可直接乘坐618路至
鸳鸯换乘公交博览专线至国博中心；在大坪可

乘坐139路公交车至轨道大龙山站换乘轨道6
号线至国博中心。

从江北出发

在大石坝乘坐公交114路、115路、127
路、148路、821路、183路至轨道花卉园站换
乘轨道6号线至国博中心，或乘坐231路至轨
道大龙山站换乘轨道6号线至国博中心；重庆
北站南广场可乘坐轨道3号线至轨道园博园
站换乘公交博览专线、965路至国博中心；重庆
北站北广场乘坐849路至轨道欢乐谷站换乘

轨道6号线至国博中心；在海尔路可乘坐620
路至轨道鸳鸯站换乘国博专线至国博中心。

从渝北出发

可在空港乘坐公交555、608路至渝航园
换乘轨道10号线至国博中心，或乘坐610路、
642路、695路至天灯堡换乘公交685路直达；
在人和可乘坐627路、648路至轨道欢乐谷换
乘轨道6号线，或乘坐633路、877路至轨道园
博园站换乘公交博览专线、965路至国博中心；
两江幸福广场可乘坐公交886路、852路至轨

道大竹林换乘轨道6号线直达；在民心佳园可
乘坐公交623路至鸳鸯换乘公交博览专线至
国博中心。

从沙坪坝出发

可乘坐公交208、231、166路在轨道大龙
山换乘轨道6号线至国博中心，或乘坐113路
在轨道鲤鱼池换乘轨道10号线直达；在沙杨
路可乘坐821路、181路至红旗河沟换乘轨道
6号线直达；在磁器口可乘坐公交202路在红
旗河沟换乘轨道6号线直达。

从南岸出发

在南坪可乘坐108路在轨道鲤鱼池换乘
轨道10号线至国博中心，或从南坪枢纽站乘
坐620路至轨道鸳鸯站换乘公交博览专线前
往；南坪南路可乘坐319路公交车至红旗河沟
南换乘轨道6号线。

从北碚出发

北碚方向可乘坐505路至三溪口或乘坐
555路至蔡家岗换乘572路至博览中心；在水
土可乘坐965路直达国博中心。

另外智博会期间，公交集团还将开行多条
公交专线，包括从国博中心至磁器口、解放碑
和两江四岸（夜景游），江北机场至国博中心机
场快线，重庆西站至国博中心和重庆北站至国
博中心等运行线路。

智博会期间多路公交车可到国博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韩毅）8月21日，在
重庆智慧旅游发展研讨会上，我市智慧旅
游建设最新成果——旅次方、山城通APP
进行了成果展示。它们将为管理部门、景
区、游客提供智能化服务，助推重庆智慧
旅游建设。

旅次方由重庆旅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报大数据研究院、重庆南地科技公司共同
打造，可为政府、旅游企业提供智慧管理、智
慧营销、智慧规划等“智能化”解决方案。

旅次方包含旅游大数据智慧营销管
理平台和实景三维辅助规划决策系统平台
两大平台。前者可提供游客多维画像、广
告精准投放、投资效果评估、精准游客消费
分析等；后者可提供景区实景设施规划、景
区厘米级多维测量、景区三维动态调规、景
区可视域分析等。

山城通APP是一个全域旅游数字化
服务平台，汇集预订、验证、消费、优惠、服
务等功能，可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
购、娱全方位智慧旅游服务。本届智博会
参会参展嘉宾现场扫码下载，可享“1分钱
游重庆”（限国有A级景区）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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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大数据智能化如何为旅游经济赋能
本报记者 韩毅

重庆打造旅游业发展升级版，需要大数据
智能化这把“金钥匙”。在重庆智慧旅游发展研
讨会上，与会嘉宾分享了他们的所思所悟，并对
重庆智慧旅游建设建言献策。

华侨城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巅峰智业旅游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刘锋称，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智慧旅
游探索和应用已势在必行。他建议构建

“千人千面”智慧化全链条服务平台。
面向游客端，构建游前、游中、游后

智慧化服务体系，包括游前的搜索、查攻
略、行程规划、门票和酒店预订、交通和
天气查询、地图导览等，游中的AR/VR
导览、路线提示、租车、游记分享、住宿、

餐饮、购物、休闲、展览、演出等，游后的
口碑管理、亲友推荐营销、精准推送等。

面向运营端，基于核心资源发展全
域供应链，全网整合既有直销、分销渠
道，创新旅游产品、创新营销内容，构建
目的地新的流量入口，大力发展本地化
运营人才的培训等。

面向资源端，打造泛旅游行业的智
慧化资源对接平台，包括景区、酒店、餐
饮、购物、交通、娱乐、体育、文化等。

刘锋：

构建“千人千面”智慧化全链条服务平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旅游互
联网+”研究院院长李云鹏说，当前，重
庆乃至全国已具备智慧旅游运营的前
提条件，如拥有大旅游、广义旅游、全域
旅游的土壤，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如火如
荼，大休闲时代（异地生活）已经来临；
科技助力信息消费一体化正在实现，互
联网平台（一部手机畅游某地）、生活服

务平台（美团等）、分享经济平台（Airb-
nb、途家网等）竞相涌现；社交化促销手
段实现快速裂变，如抖音、快手、微博、
微信等已成市民游客日常生活的依赖
物。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文旅融合背
景下智慧旅游再出发，也正是智慧运营
的再出发。”李云鹏说。

李云鹏：

智慧运营发掘市场潜力 优化业务结构

市旅发委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雪峰
说，实现旅游业高品质发展，需要大力推
动智慧旅游建设。

对旅游管理部门而言，要有千里眼、
顺风耳和更加聪明灵活的“大脑”，要把
涉旅紧密的部门数据接进来、用起来，要
把涉旅企业的大数据用起来，从而建立
起“大脑中枢”；对景区和旅游企业，要有
自己的网上阵地、积极拥抱电子商务、提

升管理与服务、要求新求变等，从而实现
更加精准有效的营销、更好的传播与宣
传效果、更好的服务品质，确保效益更大
化。

刘雪峰还说，任何一个信息化项目
都要经过多次迭代升级和完善，紧跟时
代步伐，不断开拓创新升级，才能真正发
挥智能化为旅游经济赋能的作用和效
益。

刘雪峰：

智慧旅游建设需多次迭代升级
“当前，大数据与AI正驱动着旅游

产业变革，包括行业格局、旅行方式、商
业模式等。”携程集团AI产品高级总监
何洵栋说，携程每天有50TB的数据，了
解客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通过多渠
道将选择意图更高的产品展示给用户，
以及围绕游客游前、游中、游后需求，提
供全功能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查询、信息
推送、预订支付、电子门票、分享评论等。

同时，大数据与AI在管理与服务、
个性化与精准化营销方面也为目的地提
供“智慧”动力。如，通过大数据收集、筛
选、分析，可及时监控区域旅游运营状
况，预警客流，探知挖掘游客潜在需求，
及时监管恶性服务事件、掌握同业动态
等，从而提升目的地管理水平、服务质
量、业态创新等；可建设个性化精准营销
平台、目的地和景点竞品分析平台等。

何洵栋：

大数据与AI驱动旅游产业变革

腾讯西南区服务中心总经理任翔认
为，智慧旅游升级需要达到的目标是：实
现管理数据化、智能化解决旅游风险防
范应急指挥问题，解决数据分析决策问
题、旅游运行状态管理问题、游客权益保
障问题（提供游客基础服务）、公共服务
资源监督问题，以及提升旅游营销和宣
传能力、提高客单价和引流。

任翔给出了操作办法：针对旅游管
理方，可通过自生成数据、物联数据、采

买数据、腾讯脱敏数据等，进行大数据建
模分析，实现个性化推荐产品推介、管理
与营销决策支持、旅游应急管理及调度
指挥、舆情分析等。

针对游客方，可依托微信入口智慧旅
游小程序平台，无负担提升游客体验；依
托AI图像识别技术，实现门票验证、刷脸
入园、黑名单报警等，针对人群性别、聚集
度、轨迹进行分析，基于“人脸”的游艺AR
项目增进趣味性、增加用户粘性等。

任翔：

云服务可作为行业连接器
“智慧旅游不是建几块大屏、运用

一些高新技术，它最根本的任务是服务
整个行业，让旅游者享受更加人性化、
更加‘聪明’的服务。因此，智慧旅游建
设的核心是考虑行业和游客的需要。”
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经济实验室
负责人何琼峰说，

她认为，智慧旅游建设要把握旅
游行业的基本规律、游客的核心诉求，
如既要有美丽的风景又要有美好的生
活。要通过丰富的大数据、游客行为

数据进行技术创新，把智慧旅游建设
的着力放在客户需求挖掘、服务升级、
质量管理、人员培训、精准营销等方
面。

此外，智慧旅游建设的重点在商业
化主体，要依托市场主体力量来保障游
客的诉求，旅游管理部门更多起到的是
指导和引领作用；要充分发挥数据的支
撑作用，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
代，一些旅游新问题不断涌现，要以需
求为导向梳理、筛选数据来源。

何琼峰：

智慧旅游重心在商业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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