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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旅游是全球旅游市场下一个风
口。温泉产业该如何“凑热闹”？作为“世界
温泉之都”，重庆打好“温泉”牌，具体路径在
哪里？10月16日，在中国首届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国际研讨会上，参会的全球专家，结合
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的最新理论和生动实
践，从不同维度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恩贝托·索里曼：
中西结合助温泉转型升级

“重庆将温泉与气候养生结合，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
（FEMTEC）主席、世界卫生组织传统与补充
医学协调中心主任恩贝托·索里曼表示。

早在两、三千年前，希腊的医生就将空
气、水与气候联系在一起，提供健康疗法。重
庆的温泉历史悠久，气候环境优越，但重庆温
泉用于养生和保健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
是用于消遣与娱乐。

重庆温泉转型升级，可就温泉的医疗作
用向欧洲寻求经验，并将中医与温泉相结
合。同时，非常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培训课程
与学校，为温泉产业提供人才。从而实现温
泉休闲娱乐、医疗康养的融合发展。

乔瓦尼·古纳尔：
温泉开发与保护并重

“如人饮水，方知水之珍贵。”在研讨会
上，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副主席兼技
术与创新委员会主席乔瓦尼·古纳尔分享了
他的观点。

他称，在全球范围内，气候恶化、环境污
染、资源过度开发等，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

使用水既是人的一种权利，也是人的一
种责任。对温泉地热资源而言，没有监管，
就进行盲目开发；没有测量，就进行实践的
人，就像在没有仪器的宇宙飞船上的船员，
不能判断当前所处的方位，不能判断可能发
生的危险，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自己的运
行速度。

他认为，温泉项目开发，首要问题是处理
好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要利用过滤系统
和卫生预防实现水池中水的再循环，对化学
和微生物成分进行持续控制，通过废水处理
和其它应用回收（比如冲洗等），减少水的消
耗等。同时，加强从业人员周期性职业培训，
添置医疗设备满足国际标准等。

帕·格赫尔：
温泉疗养可纳入健康保险

“温泉水中矿物质的主要类型，包括氯化
钠、氯化钙、氯化镁、硫酸钠、硫酸钙、硫酸镁
等，可沐浴、直接饮用，也可用于医疗（具有物
理和药理作用）。”匈牙利浴疗协会主席、匈牙
利福利部卫生政策司原司长帕·格赫尔表示。

在他看来，温泉康养需要具备：疾病治疗
认证的自然资源和补救措施，高品质的空气
和养生气候，度假村配备有沐浴、体操和理疗
适应症的特定设备，有利治疗环境、配有公园
和步行区、拥有专业的医生和医疗团队、有着
高品质标准的卫生设备等。

他认为，重庆温泉产业基础雄厚，拥有温
泉疗养的水质条件和自然环境，发展温泉疗
养前景广阔。

他建议，为助推温泉产业转型升级，可以
考虑将温泉疗养纳入健康保险报销费用。目
前，欧洲35个国家中有27个国家拥有理疗
中心，浴疗学已经作为一个医学专业存在，其
中72％的国家可以通过健康保险报销费用。

魏小安：
温泉业转型升级需提升“五个力”

“中国温泉，重庆领先。”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
会长魏小安称，重庆温泉资源丰富、市场培育
充分、设施建设领先，已形成集群。

下一步，重庆如何将资源优势转换为产
品优势，将区位优势转换为市场优势，在魏小
安看来，需要在差异度、文化度、舒适度、方便
度、幸福度上下功夫，着力提升视觉震撼力、
历史穿透力、文化吸引力、生活沁润力、快乐
激荡力“五个力”。

从健康养生角度，要打造康体、康疗、康
乐复合型产品，涵盖山水养生、森林养眼、宗
教养心、文化养神、运动养性、物产养形、气候
养颜、教育养成、生活养情等。

宋英杰：
气候养生要天人合一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靠天吃饭的权重下
降，但靠天养生的权重上升了。”中国气象局
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气象专业高级工程师宋
英杰表示。

在传统养生观念中，人们特别在意“药食
同源”，把“吃什么”当作一种养生方式，并对
保健品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不过，气候是
人类安生和养生最大的背景场，只有在减缓
的基础上敏锐地顺应它的变化，才能真正使
养生由生命愿景变为生命科学。

气候养生，我们需要怎么做？在宋英杰
看来，首先是依托气候禀赋，借助绿水青山，
持续改善环境品质；其次，有预见地适应不断
变化中的气候，智慧地扬其利、抑其害；最后，
在众多养生选项中，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
科学地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气候类型和康养方
式，为养生寻求最佳“气候疗法”，从而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界。

王捷：
重庆温泉要与国际接轨

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副会长、重
庆箱根温泉集团董事长王捷表示，中国温泉
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发展，有自己独立的产业
链、特定的市场、特定的文化，其中重庆温泉
就是典型代表。

他认为，重庆温泉产业要进一步发展，需
要规划好各个温泉酒店的侧重点和特色定
位，形成集群效应和品牌效应。同时，在迈向
国际化的进程中，餐饮尤为重要，既要提供本
地风味地道的饮食，也能烹饪具有正宗国际
范儿的饮食，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此外，在温泉水质、硬件设施、服务水平、
营销等关键领域都应该与国际水准接轨，才
具有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的品质，真正走向
国际化。

大塚吉则：
温泉康养大有可为

研讨会上，日本温泉气候物理医学学会
原理事长、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大塚吉
则以日本北海道温泉为例，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温泉乃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馈
赠，弥足珍贵。温泉既是一种水利资源、热能
资源和矿产资源，更是一种健康资源。科学
并恰当地利用温泉资源并结合气候疗法等自
然疗法，可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甚至可以
起到辅助治疗部分慢性病并显著增强康复的
效果。

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养”概念引入温泉
行业，是温泉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杰斯克·觉诺瓦斯基：
气候养生能改善人体机能

波兰卫生部浴疗学专家委员会副主席、
波兰浴疗与物理医学协会主席杰斯克·觉诺
瓦斯基表示，气候养生对改善人体机能、全身
性反应正常化、增强人体免疫力等有明显效
果。

他称，气候养生是运用各气象因素、天气
特点与当地气候特点达到养生效果的方法，
包括日光浴治疗法、空气疗法、户外游泳、
人造气候疗养等。波兰目前拥有 45处温
泉疗养地，大约有240处温泉疗养场所，共
提供37800个汤池，具有治疗效果的矿泉水
主要用于泡浴，此外还有饮用水、吸入剂等疗
养方式。

吉奥吉奥·D·亚历桑德罗：
山地疗法对多种疾病有益

意大利环境医学学会副主席、世界温泉
与气候养生联合会瑞士代表医师吉奥吉奥·
D·亚历桑德罗称，在对瑞士达沃斯荷兰哮喘
中心（成人患者）中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表
明，采取山地疗法可改善严重难治性哮喘等。

他称，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山地医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意大利和法国召开了
多次研讨会。目前，研究表明，山地疗法对移
植、不同的有机病理学、感觉障碍、运动缺陷、
心理健康、吸毒成瘾等有益。

不过，山地疗法需要临床技能和适当的
方法、操作员培训、综合小组（心理学家、医
生、物理治疗师、教育工作者、康复技术员和
护士）及志愿者、登山向导员和教练员的合
作。

斯得范鲁·马斯若：
热温泉可治疗肌肉骨骼疾病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康复医学院教授兼主
席斯得范鲁·马斯若称，随着人口老龄化，肌
肉骨骼疾病的状况将会增加，对世界卫生领
域来说是一个挑战。

基于生物心理社会方法的热温泉疗法，
可以降低肌肉张力，降低疼痛强度，增加神经
末梢的疼痛阈值；身体表面受到热量的刺激
和水的静水压力，可降低疼痛感；增加多肽类
的血清水平；增强抗氧化防御等。

因此，温泉疗养可针对中老年人或肌肉
骨骼疾病患者开发出更多产品。

重庆如何打好“温泉牌”？
——全球顶级温泉与气候专家来渝支招

本报记者 韩毅

金秋十月，风景如画。10月16日，在文
化厚重、生态宜居的重庆北碚，在合作、共享、
和谐的浓厚氛围中，中国首届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国际研讨会盛大召开。

来自中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匈牙利、
瑞士、波兰等国的温泉与气候养生专家、学者、
企业家及相关从业者共350余人，“聚智聚资
聚力”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助重庆打造世界
一流的温泉旅游城市和温泉疗养胜地。

温泉之都襄盛会
群贤毕至绘蓝图

重庆温泉地热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温
泉分布区域达1万平方公里，温泉矿点146
处，地热可采水量为每年5.6亿立方米，科学
可开采量为每天40万立方米，现开采量仅占
合理开采量的20.2%，可谓“山山有温泉，峡
峡有热水”，早在2012年就被评为全球首个

“世界温泉之都”。按照“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重庆市委、市
政府正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唱
响“山水之城·美丽之地”，让八方游客在重庆

“行千里·致广大”，并提出打好“温泉牌”，努
力把重庆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温泉旅游城市
和温泉疗养胜地。

本次研讨会以“相聚世界温泉之都，共话
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为主题，由世界温泉与
气候养生联合会、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
会、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重
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面贯彻了全
市旅游发展大会精神，按照打造重庆旅游升级
版的要求，聚焦打好“温泉牌”。同时这也是中
国温泉旅游行业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探索推动大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的一次盛会。

研讨会开幕式现场，俊采星驰、群贤毕
至，来自国内外的温泉产业专家、精英汇聚一
堂，共话温泉发展，畅想行业蓝图。

世界温泉及气候养身联合会主席恩贝
托·索里曼在惊叹重庆温泉资源的同时表示，
温泉浴场水疗可以“审查”和“调整”一个人的
生活方式，降低大多数活动性疾病的发病
率。重庆将温泉与“养生旅游”相结合，开拓
了中国温泉产业转型升级新篇章。

意大利环境医学学会副主席、世界温泉
与气候养生联合会瑞士代表医师吉奥吉奥·
D·亚历桑德罗认为，重庆山地自然环境和气
候能为常见的肌肉骨骼康复和神经康复提供

理想的环境，对贫血、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
征、高原肥胖等多种疾病都有益处。他建议，
重庆可以将山地温泉中心作为枢纽，组织各种
活动，以应对重要的健康问题和满足市民在压
力社会下的新需求，将健康环境、疗愈水、医疗
能力、心理和心理社会支持融为一体。

此外，还有来自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瑞
士、波兰和我国的国际温泉与气候养生知名
专家，结合国内外发展温泉与气候养生的最
新理论和生动实践，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世界
温泉与气候养生领域的前沿理念，提出并倡
导以发展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来促进人类健
康，实现“人人享有健康”。

重庆温泉
将向世界输出“重庆智慧”

这次国际研讨会更是深入推动了重庆温
泉与气候养生发展国际化，进一步彰显和发
挥重庆作为“世界温泉之都”地位作用。

会议期间，中国气象局授予重庆“国家气
候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品牌，世界温泉与气候
养生联合会重庆代表处、亚太（重庆）温泉与
气候养生研究院、重庆温泉旅游行业协会和
国家气候养生示范基地挂牌成立，同时选聘
出国际温泉与气候养生研究院首批顾问，取
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

其中，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重庆
代表处将负责世温联亚太地区相关事务；国
际性研究机构——亚太（重庆）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研究院集聚温泉与气候养生领域的一
流专家和资源，将在打造全球智库、开展温泉
与气候养生产品研发及标准制定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服务重庆、服务中国、服务世界的
温泉与气候养生产业。

被聘为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首批顾
问的17位温泉与气候养生领域专家分别是，
恩贝托·索里曼先生、乔瓦尼·古纳尔先生、吉
奥吉奥·D·亚历桑德罗先生、杰斯克·觉诺瓦
斯基先生、大塚吉则先生、帕·格赫尔先生、斯
得范鲁·马斯若先生、法比欧·艾斯伯斯先生、
李卿先生、魏小安先生、张越先生、王捷先生、
曹文富先生、罗兹柏先生、李永华先生、约兰塔
女士、宋英杰先生。这些受聘的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专家，将为重庆建设世界一流温泉旅游
城市和温泉疗养胜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以他们的前沿学术理念帮助产业实践创新。

由此可见，重庆作为山水之城，温泉历史
悠久、资源丰富、品质一流，气候条件独特、绿
色生态、独具魅力，发展国际化温泉与气候养
生旅游，区位优势明显、交通快捷便利、市场
辐射力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国际温泉
文化、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产业集群的理想
之地。推动重庆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走向亚
太、走向全球已经成为国内外、旅游业界的共
识和愿景。

117亿元6个项目
助力重庆打造“世界温泉谷”

此次国际研讨会更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市
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助力打好“温泉牌”的持
续推进会。会议按照国际标准，突出本土特
色，以世界温泉谷为核心发展温泉产业集群，
是全力以赴打好“温泉牌”的重要举措。

会议期间，一批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项

目在我市签约落地。
这些项目包括：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重庆通用航空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与重庆统景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重庆市
北碚十里温泉城管理委员会与重庆恒隆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约恒大国际温泉旅游健
康小镇温泉产业研究与利用项目，与重庆远
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约缙岭麓泉项目；
重庆市生态农业科技产业示范区（台湾农民
创业园）管理委员会与重庆协信远创地产公
司签约协信温泉度假酒店项目，与重庆和泓
集团签约温泉小镇项目等，其中5个项目落
户在北碚区。

据介绍，此次签约中，仅6个项目（战略
协议）的签约金额就达117亿元。重庆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重
庆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三方战
略合作协议；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
与重庆统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重庆市北碚十里温泉城管理委员
会与重庆恒隆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约；恒
大国际温泉旅游健康小镇温泉产业研究与
利用项目，与重庆远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约缙岭麓泉项目；重庆市生态农业科技
产业示范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管理委员会
与重庆协信远创地产公司签约协信温泉度
假酒店项目，与重庆和泓集团签约温泉小镇
项目。这些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的
国际化旅游项目，必将助力重庆打造“世界
温泉谷”。

“气候养生”
将成重庆旅游崭新名片

“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亚太地区办
事处落户重庆，让重庆在气候养生旅游发展方
面，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市旅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基于丰富的地理形态，重庆同一季节
的气候资源非常丰富，且特色鲜明，如何让气
候成为一种旅游资源，这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提到重庆夏天的高温就谈虎色
变，但如果将夏天蒸“天然桑拿”“吃火锅”

“泡温泉”开发成气候养生项目，其反而会形
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为此，我市当前正在
尝试打造两个“气候养生”项目，一个是“世
界温泉谷”，一个是“高山气候养生集群”。

“世界温泉谷”不一定是特指某一个温泉
项目，更现实的方式是将全市尤其是主城的温
泉资源来一个集成式的提升。“高山气候养生
集群”，下一步会整合重庆的优质高山气候资
源，对标国际化，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疗养计
划，集风景、康养、运动、文化体验于一体，针对
游客不同的身体状况，设计不同的养生计划。

按照初步规划，从全市高度来统一规划，
以政府引导的方式差异化发展，3-5年内大
概会吸引到100亿元投资来打造重庆的“温
泉及气候养生”旅游项目。预计3年初见成
效，5年大见成效。

不难看出，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理念在
重庆相遇、相知并融合发展，重庆正对世界温
泉与气候养生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发挥着特
殊的桥梁和引领示范作用。

汇聚共识
引领产业新趋势

在本次研讨会上，更是酝酿形成和正式
推出《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重庆共识》这
一重大会议成果。

该《共识》是在重庆市人民政府大力支持
下，由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FEM-
TEC）、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CH-
TA）、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气象
局、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重庆市温泉旅游
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来自中国、意大利、俄罗
斯、日本、匈牙利、瑞士和波兰的有关温泉与
气候养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媒体和相关
从业者共同达成。

《共识》提纲挈领，将温泉产业横向、纵向
进行探寻，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国际视
野、具有前瞻性，在指导温泉产业发展等方面
具有深远意义。

《共识》把世界上最前沿的“医疗”概念
引入，充分肯定了温泉资源对人类健康的作
用，并强调温泉结合气候疗法等自然疗法，
可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甚至可以起到辅
助治疗部分慢性病并显著增强康复的效果。

引入医疗概念，是对温泉产业的一次充
实，更重要的是，它靶向瞄准现代社会人类亚
健康的情况，从预防、防治等方面赋予温泉产
业新的认知，对于温泉产业的升级、发展，有
了更契合时代的意义。

重庆温泉文化源远流长，《共识》的发布
将成为重庆温泉产业不断完善的新节点，助
推重庆温泉将迈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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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泉与“养生旅游”相结合

重庆开拓温泉产业转型升级新篇章
本报记者 韩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