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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一节洪崖洞、解放碑、奥陶纪公
园万人空巷，到十一黄金周磁器口、渣滓
洞、白公馆被迫限流，再到刚过的元旦金
佛山、仙女山排“长龙”……2018年，重
庆旅游人气究竟有多旺？又有哪些新亮
点及不足？

1月3日，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
发布《2018年重庆旅游大数据报告》（以
下称《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
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均呈两位数
增长，旅游业发展速度领跑全国。“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重庆推动文化和旅游
真融合、深融合，释放出“1+1>2”的效
果，旅游产业发展渐入佳境、方兴未艾。

渐入佳境
重庆旅游指标增速领跑全国

该《报告》是根据3亿携程用户在线
预订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游等旅游产品
大数据，结合全国7000多家携程门店报
名情况，以及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
统计数据综合分析而出。

数据显示，在游客接待量方面，
2018年1—11月，通过携程平台赴渝游
客量高达 2200 万人次，同比增长达
51.17%；在旅游收入方面，2018年 1—
11月，通过携程平台赴渝游客的订单总
金额为87亿元，同比增长37.18%。

携程旅游和百度数说联合制作的
《2018年城市旅游度假指数报告》显示，
重庆位居全国游客数量增长最快的十强
城市榜首，其后依次为苏州、南京、成都、
青岛、兰州、西宁、杭州、西安和长沙。

据悉，在2018年，这并不是首个把
“冠军”奖章颁给重庆的大数据报告。日
前，世界旅游及旅游业理事会(WTTC)
发布的《2018年城市旅游和旅游业影
响》报告，对全球72个城市的旅游经济
作了分析，在全球旅游增长最快的10个
城市排名中，重庆位居榜首，其后依次
为：成都、上海、拉各斯(尼日利亚)、广州、
德黑兰(伊朗)、阿布扎比(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胡志明市
(越南)、孟买(印度)。

无独有偶，2018年9月，在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青岛香山旅游峰会上，世界
旅游城市联合会首次颁发了世界最佳旅
游城市奖和创新发展、城市营销、发展潜
力、可持续发展、产业贡献等专项奖，重
庆荣获发展潜力奖。

“一组组数字、一枚枚奖章，展示了
重庆旅游业发展的成效，反映了重庆旅
游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也凸显了旅游
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刺激国民消费、改善
经济发展结构、提升民众幸福感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重庆市重报大数据研究院
执行院长彭建洪称。

蓄势待发
游客年轻化让未来有无限可能

2018年，对重庆旅游业来说，可谓
是名利双收的一年。不过，基于旅游市
场细分理论研究，单纯某一时段的客流
数据并不能完全反应旅游目的地的持久
影响力和吸引力，其中游客年龄结构就
是一个重要社会人口学变量，它影响着
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出游方式、出游天数
和空间行为，进而影响到整个旅游市场
的发展。

《报告》从大数据维度对来渝游客进
行了“画像”。根据携程跟团游和自由行
数据，在2018年的来渝游客中，性别比
上，男性占55.24%、女性占44.76%；年

龄结构上，20—29岁的年轻群体最多，
占 36.72%，其次为 30—39 岁人群，占
26.65%，再后为 40—49 岁人群，占
17.58%，而 50 岁以上人群占比仅为
13.09%。由此可见，80后、90后游客已
成为重庆客源市场的中坚力量。

“爱自由、够洒脱、重体验、舍得
花……是年轻群体的旅行特征。”彭建
洪分析称，这一方面反映出重庆在城市
发展中不断注入文化、时尚等旅游元素，
取得积极成效。迷人的都市风情、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的山水城灯、
历史悠久的巴渝文化，造就了重庆“3D
魔幻城”“不夜城”“时尚之都”“美食之
都”“购物之都”的独特城市魅力，深深吸
引着海内外年轻游客观光游览。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重庆在旅游产
品供给上日臻完善和合理。如黑山谷、天
生三桥、奥陶纪公园、重庆欢乐谷、大足石
刻、长江三峡、温泉等系列产品，涵盖了特
色观光、高空项目、互动体验、历史文化、
健康养生、运动休闲等诸多元素。

旅游业界普遍认为，未来旅游业发
展，“得年轻群体者，得天下”。重庆旅游
未来发展充满无限可能。

方兴未艾
提升产品质量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庞大的

客流量是一个重要支撑，但如何让游客
进得来、玩得好、留得住，从而产生“心甘
情愿”的二次消费，更加考验目的地旅游
从业者的才智。

《报告》对来渝游客的停留时间、游
玩兴趣、消费构成等作了分析：

数据显示：在通过携程平台跟团来
渝的游客中，1—3天的短途游占比高达
77.91% ，4—7 天 的 中 长 线 游 占 比
21.38%，而8—13天的长途游占比仅为
0.7%。在自由行方面，1—3天的短途游
占比达61.55%，4—7天的中长线游占比
37.16%，而8—15天的长途游仅为1%
左右。

跟团来渝游客在产品线路选择上，
仍以重庆（主城）+武隆、三峡游（宜昌-
重庆）、成都+重庆、重庆+武隆+大足、西
安+重庆、重庆主城一地等为主。

来渝游客在旅游消费方面，机票、火
车票仍是最大开支，其次为酒店住宿，而
用在度假项目、景区门票、玩乐等方面的
开支则相对较少。

重报大数据研究院相关专家分析
称，这也反映出重庆在延长游客停留时
间方面尚有较大空间。好戏还在后头，
如重庆正致力于全域化发展、全季节体
验、全产业发展、全方位服务、全社会参
与，把景区连成线路，唱响旅游“四季
歌”，推进业态融合，完善“快旅慢游”服
务体系等。

重庆日报、携程集团联合发布《2018年重庆旅游大数据报告》

强势增长 重庆旅游发展速度全国领先
本报记者 韩毅 周静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3日，随着最后一片30
米预制T梁架设完毕，标志着石黔全线首座特大桥——马
武河特大桥架设施工圆满完成，全桥实现贯通。

马武河特大桥是石黔高速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位于石
柱县马武镇腾龙村。大桥右线长 997.5 米，左线全长
1017.5米，整个桥面上部结构由400多片T梁组成。

据负责承建的中铁十六局五分部总工程师盖建卫介
绍，马武河特大桥地处高山低谷，相对落差高达96米，相
当于30多层楼高。

“桥长墩多，施工技术要求高，给建设施工带来相当大
难度。”现场负责人表示，马武河特大桥作为马武互通立交
与麻柳坝大桥的“连接桥”，其建设进展直接关系着全线通
车时间。

“建设人员先后克服了水中墩洪水季施工、高墩高
风险施工、高空架梁、跨国道架梁等难点，历时760天完
成架设施工，为石黔高速全线后续作业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铁发建新公司负责人表示。

目前，石黔高速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截至
2018年12月底，石黔高速公路基土方已完成约八成，已
贯通神仙岭隧道、黑溪沟隧道、沙坡隧道、三义隧道等12
座隧道。

据介绍，石黔高速是重庆城市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高速公路重点项目之一。全线长83.18公里，线
路起于石柱，经彭水，止于渝湘高速黔江册山立交，计划
2020年建成通车。全线建成通车后，从黔江到石柱，将由
目前的4小时缩短为约1小时。该高速也是连接重庆渝
东南与渝东北间的高速公路快速通道，届时，渝东南地区
驾车走石黔高速，经石（柱）忠（县）高速、忠（县）万（州）高
速，就可到达渝东北地区。

石黔高速首座特大桥贯通
全线有望2020年建成通车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1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科技局获悉，《2018年重庆市“三百”科技领军人才支持
计划人选名单》日前出炉，共有45人入选。

据介绍，为加快建设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队伍，我
市于2016年启动实施了“三百”科技领军人才支持计划，
重点围绕技术、资金、产业核心要素，实施科技创新、科
技创投、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培养。我市每年对上述3类
人才各遴选20名左右，预计到2020年分别达到100名
以上，并力争到2020年，每类人才有15-30人入选国家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

经过推荐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审定，最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万鑫
铭等20人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
金有限公司贺亚军等5人入选科技创投领军人才，彭水县
百业兴森林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马丹强等20人入选科技创
业领军人才。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入选的“三百”科技领
军人才，市科技局将予以经费和相关政策支持。截至目
前，全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投领军人才、科技创业
领军人才已分别达到79人、15人、60人。

45人入选我市
“三百”科技领军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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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向东，长江黄金水道逐步显现“黄金效

益”。
2017年，全市航道里程达到4472公里，

5000吨级单船和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主
城，全市港口吞吐能力达到2亿吨、集装箱通
过能力达到450万标箱。

不仅如此，重庆还建成长江上游地区最
大的集装箱集并港、大宗散货中转港、滚装汽
车运输港。除果园港外，重庆还打造了江津
珞璜港、涪陵龙头港和万州新田港。这三大
港口也都是铁路、公路、水路通用枢纽港，且
分工明确：珞璜港主要服务于渝西，可以直接
对接江津工业园区；涪陵港主要服务对象为
涪陵周边区县和乌江流域，是渝东南区域货
物的重要中转港；万州港则旨在打造成渝东
北、陕南和川东地区的重要物资出海和中转
中心。

三年前的1月5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重庆积极践行习总书记的要求。2018年
1月，渝甬班列首发去程班列开行，宣告由重庆
与宁波共建的“甬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去程
段正式打通。通过该班列，重庆的货物经过57
个小时可抵达宁波，比传统水运节约12天。该
班列开行，正是顺应市场需求，开辟的一条除长
江黄金水道外的沿江货运班列。

2018年12月，重庆新田港铁路集疏运
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将新建全长约16公里的
区间铁路。该铁路自宜万铁路万州站宜昌段
桥头线路引出，延伸至港区码头。未来，该铁
路可衔接宜万、达万、兰渝等铁路，直接对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还能通过新田港抵达长江
经济带沿线省市，进而出海。

向西，中欧班列已“星火燎原”。
重庆不仅仅率先开通中欧班列，还开得

多，开得实！
2018年6月，中欧班列（重庆）累计开行

2000班，成为首条突破2000班的中欧班列
线路。

2018年10月，中欧班列（重庆）再创纪
录，成为首条单年开行超过1000班的中欧班
列线路。

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重庆）的集结点和
分拨点广布发展，由最初的德国杜伊斯堡，增
加到哈萨克斯坦、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匈牙
利、波兰、立陶宛、越南、新加坡、柬埔寨等10
余个国家30多个城市。

中欧班列（重庆）还发展出丰富的货物种
类，已逐步涵盖了笔电产品、整车及零部件、通
讯设备、机械、汽配、服装、小家电、化工品、食
品、冷链、医药及医药器械等数十个大类。

向南，陆海新通道迅速迸发新活力。
截至2018年10月31日，陆海新通道铁

海联运班列累计开行班次达419班；国际铁路
联运（重庆—河内）班列已完成双向测试，累计
开行25班；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累计发
车510次，服务网络延伸至越南、泰国等地。

目前，陆海新通道建设已初步形成1个
省际联席会议制度、3个工作支撑体系、1个
平台公司的“1+3+1”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机
制，广西、青海、甘肃、贵州、新疆等省区市均
已加入，形成齐心协力的共建局面。

向北，“渝满俄”让重庆携手俄罗斯。“渝
满俄”是一条自重庆西部物流园出发，北上经
满洲里口岸出境，横越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的国际铁路班列。从2018年5月15日起，

“渝满俄”实行每周固定发班。该班列的开
行，进一步完善中欧班列（重庆）的体系，丰富
货源种类，扩大中欧班列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向天空，江北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投用，航
空飞出“新高度”。

2017年8月，随着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
楼和第三跑道投用，重庆航空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2018年12月17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旅客年吞吐量首次突破4000万人次，有望跻
身世界机场50强。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江北国际机场
已开通国内外航线300条，其中，国内航线
218条，国际（地区）航线82条，通航5大洲26
个国家61个城市，构建起重庆与世界互联互
通的空中桥梁。

扩平台
两江新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自贸

试验区、保税港区……多维开放平台融
合，不断孕育发展新动能

开放，离不开平台支撑。三年前，习总书
记要求重庆完善各个开放平台。按照这一要
求，重庆积极完善各开放平台，融合其功能，
培育发展新动能。

2017年10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重
庆要提升开放平台，发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
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
区、两江新区的引领作用，推动保税区、开发

区、园区等各类开放平台互补互促、增强功能。
2018年11月15日，一架A320NEO飞

机降落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目前已有5架飞
机，通过“保税+融资租赁”的方式落地重庆。

而促成这种飞机租赁新方式的，是重庆
运用已有开放平台，进行的一次“完美配合”：

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
江新区推动春秋航空、重庆航空与新加坡中
银航空租赁公司合作；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自
贸试验区两大国家赋予的开放平台确保“先
行先试”；江北国际机场、国家一类口岸、保税
港区空港功能区三大功能平台相互配合，得
以让重庆在全国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中率先开
展飞机保税租赁业务。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新第三个政府
间合作项目，它以重庆为项目运营中心。与
之前的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不同，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没有物理的边界，也不属于传
统的招商引资，而是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
服务经济”为主题，这意味着将更多依靠制度
创新激发项目活力。

2016年1月4日至6日，习总书记在视察
重庆时指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
项目在重庆落地，一定要高标准实施好，打造
高起点、高水平、创新型的示范性重点项目。”

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截至目前，中新双方
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共签约137个合作
项目，总金额逾219亿美元，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2017年4月1日，重庆自贸试验区挂牌
运行，119.98平方公里范围内，涵盖两江、西
永、果园港3个片区，标志着重庆开放平台

“新旧搭配”，内陆开放步入新里程。
挂牌运行一年多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

与原有开放平台融合发展，151项改革试点
任务已落地实施122项、构建“陆上国际贸易
规则”初显成效、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新兴产
业集群加速形成……对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
示范带动效应正在显现。

改革红利正在成为吸引新兴产业集聚的
“磁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商汤科技人
工智能、金泰克内存生产基地等重点项目实
现落地，智能产业加速在重庆集聚。航空、健
康、金融等高端产业集群也正在加速形成，如
新加坡新科宇航、美国ARR、新加坡莱佛士
医疗集团、美国石溪中学等标志性项目落户
重庆自贸试验区，首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及
合资医疗保险机构正在筹建。

截至2018年10月底，重庆自贸试验区
新增企业注册 2.06 万户，注册资本总额
1725.39亿元，其中新增外资企业注册347
户，注册资本24.05亿美元；共引进项目1605
个，签订合同（协议）金额4848.14亿元。

转方式
内陆开放引入新元素，助力转方式调

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新支点，新通道，新平台，引来新元素，为
重庆转方式调结构带来好机遇。

2018年8月，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在重庆举行。这是一场智汇八方、博采
众长的开放盛会。

三天时间，来自国内外的2万余名宾朋
相约重庆，围绕“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
添彩”，展开巅峰对话；三天时间，洽谈签约重
大项目501个，总金额6120亿元，开启合作
共赢新篇章。

大数据智能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内陆
开放，让全球要素聚集重庆。

随着各路资本大举进军重庆大数据智能
化产业，重庆本地迅速崛起一批各具特色的
大数据智能产业平台。

围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大数
据产业生态谷、建设国家数字经济示范区”的
目标，仙桃数据谷已累计投资60亿元，引进
高科技企业628家，入驻办公企业113家。

2018年年初开园的两江数字经济产业
园，当年吸引投资492亿元，新增企业落地
562家，聚集数字经济类企业3300余家，成

为重庆“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内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创造高品

质生活。把握开放契机，许多新商业模式在
重庆不断涌现。

重庆西永保税区有个大仓库，挂着重庆
渝欧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牌子。这一仓
库的设立，让许多重庆人享受到跨境电商购
物送货上门的时间，从30天减少到两天。

“以前，我们就是代购。现在，我们拿到
国外好几个大品牌的代理权，在国内27个省
份开设了1500家跨境电商门店。”公司董事
长魏芯说。

在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内陆开放带
来了“保税+展示交易”的新尝试。

又到年终岁末，位于重庆两路寸滩保税
港区的重庆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为市民准
备了品类丰富的年货。

张瑜是展示交易中心国别馆马来西亚馆
的老板，为满足市民元旦春节采购需求，他特
地从德国引进了无氧真空防腐、高温密封两
项技术，将进口的马来西亚燕窝加工成鲜炖
浓缩燕窝，这样处理后鲜燕窝的保质期从15
天延长到3个月。

在展示交易中心，市民可以买到3.5万多
种全球商品，这些商品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
区，经过海关检验检疫后储存在保税港区的
保税仓库内，随时为柜台补货，满足市民采购
需求。

发展质量提高，生活品质提升，为重庆经
济社会方方面面带来变化。内陆开放，不负
众望。

重庆内陆开放按下“加速键”

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开放。作为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重庆的开
放，有自己的优势：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
经济带的联结点上。

这一优势意味着，重庆的开放路径与方
式，多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相关。这
也是市委市政府此前提出重庆要“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推进全
域开放，统筹抓好枢纽、口岸、平台、主体等
开放重点，努力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
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原因之一。

比如中欧班列（重庆）的出现。这本是
一条重庆与欧洲相连的国际铁路大通道，其
线路与古丝绸之路高度重合，堪称现代铁路
版丝绸之路。如今，以重庆为代表的中欧铁

路集装箱班列，已打通了我国西向通道，带
动了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经贸交流，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撑。
再如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这条通道由

重庆发起，通过各兄弟省区市共建的形式，使
内陆地区与东南亚地区相连，促进双边贸易
频繁往来的同时，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了支持。

这一优势，让重庆开放速度更快，辐射
范围更广，也让重庆与“一带一路”建设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契合度更高。

如此一来，重庆可以具备更广阔的视野，
汇集更多来自世界的资源要素。作为西部地
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的发展也将带动西部
开放，发挥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作用。

发挥重庆开放的独特优势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