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2018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圆满举办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
“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要求和全市旅游
发展大会精神，全力打造
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助推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建设，由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南岸区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
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于
11 月 9 日-15 日在渝圆满
举行。

7天时间里，大会围绕
“入境旅游”这一主题，开
展了精品线路考察、旅行
商大会现场会议、入境旅
游座谈会、境内外旅行商

“一对一”洽谈等一系列活
动，亮点频频，成果丰硕。

塑品牌
近 400 名国际旅行商“点
赞”重庆游

本次大会共邀请到来自美国、英国、
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加拿大
等20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近400
名全球旅行商来渝，实地体验“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独特的旅游产品和线路，
真正深入感受在重庆“行千里、致广大”
的独特魅力。

11月9日至13日，旅行商们兵分四
路，分别体验了山城都市一日游、世界文
化遗产两日游、世界自然遗产三日游、长
江三峡游轮四日游线路产品，涵盖大足
石刻、合川钓鱼城、涪陵白鹤梁、黑山谷、
金佛山、仙女山、石宝寨、白帝城、瞿塘
峡、巫峡等重庆优质旅游资源。

来自白俄罗斯的欧莉亚说，重庆立
体化的风景、壮观的建筑、美丽的自然风
光、热辣的美食，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美国PHG咨询公司副总裁保罗·迈
克尔·科恩认为，重庆有非常独特的旅游
产品，比如大足石刻、温泉等都给了他无
与伦比体验；新加坡亚太旅游华鼎集团
董事长李良义则更感慨于重庆便利的交
通体系、完善的旅游设施……谈及这次
重庆之行，旅行商们纷纷点赞。

会议期间，通过座谈会、一对一洽谈
等方式，旅行商们签下了30个旅游合作
项目。其中包括：武隆喀斯特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与德国汉堡中国之旅有限
公司，就武隆在欧洲建立推广中心及开
展旅游推广达成的合作；重庆飞友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与越南亚南公司签订协
议就组接团相关事宜达成的合作；重庆
长江黄金游轮有限公司与多伦多联谊假
期旅行社就客源地营销和组接团达成的
合作等。

请进来
产品服务硬实力成就
“口碑营销”

借势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美
丽中国2018年全域旅游年”活动，邀请
澳门新闻媒体记者、社团和旅行商代表
来渝踩线；

举办首届世界大河歌会，吸引世界
著名大河流域的艺术团体来渝演绎世界
各地大河文明，共同唱响长江之歌；

对北美、日本市场，招募一批曾经游
览过三峡的游客策划开展“再游长江·
归来三峡”主题推广活动，通过游客现
身说法，广泛宣传新三峡、新景点、新体

验……
除了本次全球旅行商大会之外，今

年以来，我市邀请了众多海外知名媒体
记者、旅游达人、娱乐明星、自媒体大V
等来渝开展踩线、体验、考察交流活动，
有效提升了重庆旅游的国际影响力。

“俗话说，千言万语，不如到此一
游。口碑，是最佳的广告。”重庆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秦定波看来，
这些国际旅行商和游客是重要的旅游产
品设计者、销售者、参与者，通过他们的
亲身体验和亲口认可，才有可能更有效
地传播重庆旅游形象、营销重庆旅游产
品。

当然，“请进来”的一大前提，在于拥
有优质的旅游产品和国际化的服务水
平。

据了解，在产品方面，通过对当前国
际游客旅游消费行为的分析，结合重庆
优质的旅游资源，我市将重点向国际游
客推荐都市旅游、长江三峡及邮轮产品、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温泉
之都五个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围绕这五个产品，我市正
在从出入境政策、地接导游服务、餐饮住
宿交通、支付方式等各个方面，匹配和提
升国际化的服务水平。

例如，长江邮轮对标国际五星级标
准，设置服务培训课程更新机制；大足石
刻、钓鱼城等热门文化旅游景区纷纷升
级多语言系统的电子导游，以满足不同
国际客源地游客的讲解需求；市内众多
温泉企业引入国际酒店的管理和服务团
队，以满足国际游客的服务需求。

走出去
构建常态化、驻点式的
境外推广体系

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已将重庆入
境旅游推广营销融入城市外宣，把重庆
旅游海外推广工作与全市外事交流、文
化交流、招商引资等工作相结合，“走出
去”，在境外开展一系列旅游营销推广活
动，把重庆旅游招牌立起来，把拳头产品
知名度传出去，成效显著。

例如：赴美国开展纽约时报广场，开
展2018新年倒计时庆典重庆旅游推介
活动，展示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赴法
国、德国开展重庆旅游交流推广活动，推
介重庆旅游精品线路及入境政策等；赴
加拿大、美国参加2018中加旅游年开幕
式及相关旅游推广活动，推介重庆旅游
等。

与此同时，我市还鼓励市内各旅游
企业积极参加国际性旅游展会，推广自

身旅游产品，持续提升重庆旅游的影响
力，引导重庆旅游企业积极“走出去”外
联组客，建立起完善的重庆旅游海外销
售网络，促进重庆旅行社提升地接服务
能力、做大规模。

本次大会上，我市挂牌了重庆文化
旅游国际传播中心、10个重庆文化旅游
境外推广中心、美中友协重庆办事处、白
俄罗斯文化旅游商品中心等一系列国际
文化旅游交流合作平台。

其中，重庆文化旅游国际传播中心
是在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旅游
委的支持下，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打造
的重庆市官方海外传播媒体平台。

重庆文化旅游境外推广中心，是在通
过与全球旅游业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
旅游企业合作在境外设立，最大程度利用
全球优质资源充分展示重庆旅游形象，组
织游客入渝和为我市出境游客提供服务，
并承办重庆旅游境外推广活动。

这一系列的阵地挂牌，意味着重庆
旅游的境外营销和服务平台矩阵已逐渐
形成，将有利于下一步重庆旅游开展常
态化的境外宣传推广，提供优化驻点式
的境外服务。

王宵
图片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读数字·看成果》》

400名
本次大会共计邀请到来自美国、

英国、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泰
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
地区的近400名全球旅行商来渝参
会。

150家
同期开幕的“2018重庆国际旅游

交易会”展馆面积共2500平方米，吸
引了来自泰国、约旦、北京、天津、陕
西、山东、海南等国内外多地的150
家机构或企业参展。

30个
本次会议期间，通过举办一系列

行业对接交流活动，成功签约30个入
境旅游市场合作项目。

72小时
本次会上，我市梳理了有关境外

旅游营销的鼓励措施、旅游口岸签证
政策、境外游客72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等。

4场
本次大会共举办了四场挂牌仪

式，包括重庆文化旅游国际传播中
心、10个重庆文化旅游境外推广中
心、美中友协重庆办事处、白俄罗斯
文化旅游商品中心。

重庆入境旅游
呈现十大亮点

1、入境游客人次连续保持高位增长
市入境旅游市场不断拓展，入境

游客不断增多，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
以上的增长幅度。

2、入境旅游产品更具特色
长江三峡之旅、都市之旅、世界遗

产之旅、巴渝文化之旅、世界温泉之旅
等线路产品受境外市场热捧。

3、温泉旅游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市拥有全世界顶级的地热资源

和温泉品牌，2012年被世界温泉及气
候养生联合会授予“世界温泉之都”称
号，前不久，“世温联”亚太唯一办事处
落户重庆，将进一步提升重庆温泉旅
游的国际影响力。

4、国际化文旅活动更加丰富
目前已成功打造了中国长江三峡国

际旅游节、中国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渝
东南生态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节等一系列
国际知名旅游节会品牌。

5、入境旅游市场主体更加成熟
全市景区、酒店、旅行社、温泉、邮

轮等总量不断增多，总体竞争力不断
增强。导游人员素质较高，各类语种
导游齐全。

6、入境旅游市场环境更加优化
不断优化旅行社审批业务、导游

管理业务流程，完善地方性旅游条例
规章制度，开展综合执法监督检查，旅
游营商和消费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

7、旅游服务更加人性化特色化专业化
对50多个国家实行72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方便境外游客“一站到达”、“一
次多程”；接待服务更加智能化、标准
化，游客满意度长期名列全国前茅。

8、入境更加方便快捷
已开通国际直达航线76条，重庆机

场推出入境边检自助查验“刷脸8秒通
关”服务和边境口岸旅游团签政策，广大
境外游客可以非常便捷地出入重庆。

9、入境旅游推广持续发力
将重庆入境旅游推广营销融入城市

外宣，并建立境外推广平台体系，全面推
广重庆旅游。

10、国际旅游交流合作日益加深
引进中美友好协会在重庆设立办

事处，协助白罗斯在重庆主城设立专
门的旅游文化展示厅，与泰国国家旅
游局联合开展泰国旅游文化、重庆旅
游文化互动推广活动，推动设置重庆
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中心。

嘉宾观点》》

史翔
中国驻法兰克福旅游办事处主任

重庆在欧洲的知名度高，一是其
直辖市地位，二是其是二战名城。
2019 年，从杜塞尔多夫到重庆的中欧
班列可能增加客运，同时还将增加直
航。两地交通将更加便利，联系更加
紧密。

李良义
新加坡亚太旅游华鼎集团董事长

随着重庆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设
备设施不断完善，其交通更加便利，其
拥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人文

文化、山水文化、抗战红色文化、影视
文化等无法代替的资源，使其更容易
被聚焦。建议宣传“大重庆”主题的旅
游目的地产品，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和
移民。

欧莉娅
白俄罗斯旅游文化商品中心主任

用 3 个单词总结重庆：hot，hot，
hot，即天气热，美食辣，重庆人热情。
重庆的山水对白俄罗斯游客很有吸引
力，因为白俄罗斯很平，重庆的立体城
市、城市天际线很美。计划接下来在
白俄罗斯建立重庆体验中心，推广重
庆的文旅产品。

保罗·迈克尔·科恩
美国PHG咨询公司副总裁

重庆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应
该很对美国游客的胃口。下一步我们
将设计能在重庆多呆几天的三峡产
品，去看看重庆的钓鱼城、大熊猫，欣
赏重庆美丽的天际线，立体的山水城
市景观，体验重庆的历史文化，然后再
登船去游三峡。

斯蒂芬·里彻
前内华达州及新泽西城旅游局局长

“产品”、“市场”以及“产品交付”
成为旅游产业中人们最关注的三个焦

点。重庆旅游当前面临着如何匹配
“产品、市场”以及做好“产品交付”两
个困难。重庆可以成立一些国际游客
站，专门处理语言、货币等旅行途中经
常遇到的问题。

马克塞莱蒂
美国马可波罗市场策划公司CEO

重庆的旅游产业发展，需做到“向
世界发声”及“搜集来自世界的声音”两
点。重庆需要搜集世界各个地方对重
庆的看法及建议，与此同时，把这些声
音以及重庆的都市、文化、旅游等有趣
的东西告诉境外市场。以此作为重庆
向世界推广的一种方式。

2018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现场

近400名全球旅行商来渝参会

亲身体验重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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