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伊始，重庆凭借独具特色的
城市颜值和气质，迅速成为国内外最热
门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和
旅游发展，加快实施《关于加快全域旅游
发展的意见》《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并召开了首届全市旅游发

展大会，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18年10月，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市文
化旅游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关键性的
第一步。在这块“新的牌子”的聚合下，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正式拔锚启航。

……
2018年，对于重庆的文化旅游系统

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诸
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在2019年
全市文化旅游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我们
尝试用10个关键词来回望和梳理2018
年重庆文化旅游发展成果。

第三届重庆声乐比赛 摄/侯文斌 重庆旅游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盛典现代川剧《江姐》首演 摄/侯文斌
重庆举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优

秀群众文艺展演 摄/侯文斌

2018年，我市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文
化旅游类公共服务取得新进展，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文化方面，全年组织开展流动文
化进基层活动3.3万场次、全民阅读
活动6000场，全市乡村文艺会演、戏
曲曲艺大赛、阅读之星诵读大赛、广
场舞大赛等品牌群艺活动精彩纷
呈。此外，还提档升级基层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加大全市广播、电视信号
覆盖等。

旅游方面，依托信息技术，建
成了全方位全时段提供重庆旅游
信息资讯服务的旅游公共信息服

务体系，并打造了包括观光巴士、
各级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汽车营
地、运营游轮游船、运营低空旅游
飞机等水陆空一体化旅游交通格
局。同时，还持续推进“利剑行动”
和“不合理低价游”、“一日游”、“两
江游”、“三峡游”等旅游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

此外，深入开展和推进乡村文
化旅游振兴和扶贫工作，大力实施
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和“巴渝人家”
品牌体系建设，其中乡村文化遗产
资源底数基本摸清，酉阳车田乡

“三变”改革和旅游度假区示范点
建设也在积极推进。

公共服务

新闻广电

新闻出版及广播电视是我市
当前重要的文化阵地。2018年，
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都驶入到转
型升级、融合发展的快车道。

新闻出版方面，品牌期刊、重
点学术期刊和社科名栏建设三大
工程深入推进，报刊融合发展速度
加快，区县融媒体中心、重庆日报
中央厨房公共稿库建设深入推
进。其中，重庆大学出版社荣获最
佳学院出版奖，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转型升级综合指数排名全国第一，
华龙网集团获批从事网络出版服
务。

广播电视方面，深入实施舆
论引导能力提升工程，开办栏目
节目252档，主流媒体作用充分发
挥的同时，创新开展频率频道品
牌化建设试点，持续深化区县广
播电视台标准化建设，以大数据
智能化为引领，加速媒体融合转
型重构，成效显著。

政策保障

2018年，我市出台了一系列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支
撑，为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和文化强市保驾护航。

其中，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
例（草案）》，填补了历史文化街
区、传统风貌区、历史建筑保护
的立法空白。另外，市委、市政
府下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从项目、税收、
用地、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保
障，市财政设立市级文化产业专
项资金，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旅游方面，市委、市政府加快
实施《关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

见》，16项配套方案同步印发执
行，“1+16”旅游发展政策体系全
面成形并落地推开，《全市旅游管
理工作考评实施方案（试行）》在主
城区试点推行，全市上下齐抓共
管、一体联动、合力共促旅游业发
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此外，我市拟订《加快推进旅
游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组织
开展文化旅游行业培训30余期
次，并通过以赛促训，一大批文化
旅游服务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2018重庆全球旅行商大会 摄/侯文斌

深化改革关键词１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大部署，适应新的市
场形势，2018年，我市在推进文化
旅游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其中，“最大动作”莫过于机构
改革，挂牌成立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这充分体现了市委、市
政府对文化和旅游工作寄予的厚
望，凸显了市委、市政府对全市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与此同时，为优化行业管理，我

市文旅系统还加快推进了行业领域
“放管服”改革。例如完成区县文化
网审平台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市上
下“一套标准”；全市旅行社设立审
批和导游证核发实现“网上办、一次
办”等。

此外，为了更好开展文化旅游
市场的服务管理工作，2018年，我
市文化和旅游系统还开展了公共
文化服务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加强演出活动市场监管等一系列
体制机制建设工作。

文艺创作

按照打造文化强市的
要求，2018年，我市文化和
旅游系统深入挖掘巴渝文
化、抗战文化、三峡文化等
丰富资源，全力提升重庆文
艺创作能力，实现数量上的
飞跃、质量上的攀升。

在舞台剧方面，川剧
《江姐》、京剧《天路彩虹》、
话剧《红岩魂》《其香居茶
馆》、歌剧《尘埃落定》、跨界
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成
功首演。舞剧《杜甫》获中

国舞蹈最高奖“荷花奖”。
影视作品方面，《突击

再突击》《娘亲舅大》《回家
的路有多远》《海棠依旧》
《风云年代》相继登录央视
掀起“重庆造”电视剧播出
热潮。其中，主旋律电影
《幸福马上来》创造全国类
型电影票房之冠。

另外，我市在曲艺、杂
技、魔术等艺术创作领域方
面也成果丰硕，涌现了不少
匠心精品。

旅游升级

按照我市打造旅游产业升级版的
要求，2018年，重庆文化和旅游系统坚
持把打好“三峡、山城、人文、温泉、乡
村”五张牌作为全市旅游工作的主抓
手，集中发力、集智攻关，以旅游股权投
资基金为引导，以国际化和智能化为驱
动，以优惠政策、优秀人才和优良环境
为保障，做大做强世界温泉谷、长江三
峡国际旅游集散中心、重庆都市旅游和
立体气候四季康养四大项目集群，打造
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的世界级
旅游品牌，牵引推动全市旅游发展提档
升级、提质增效。

其间，我市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持续有序推进，全年累计完成27家A级旅
游景区创建评定和8家星级酒店评定工
作，被世界旅游及旅游业理事会（WTTC）
认定为2018年全球旅游增长最快的10个
城市之首，并在2018中国旅游城市排行榜
中排名第二。其中，李子坝、洪崖洞、解放
碑、长江索道等景区一跃成为“重庆都市旅
游”的代名词，洪崖洞进行了全方面的智慧
景区建设，长江索道成为全国第三大人气
景区。我市组织实施的“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了不起的城市·重庆，荣获今日头条
2018全国大型城市营销金奖。

城市气质

为精准对接全市“城市提升行
动计划”，我市文化和旅游系统启动
实施了城市美誉度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以文旅融合的方式，持续提升城
市颜值和气质。

2018年，重庆一大批文化旅游
项目加速建设。其中重庆音乐厅
规划选址顺利推进；重庆大轰炸纪
念馆建设启动规划论证；国际马戏
城一期建成投用、二期完成方案设
计；7条传统风貌街区保护利用项
目加快推进，南岸区龙门浩首开区

对外开街；倾力打造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品质提升工程等。

“硬件”过硬，“软件”也不能
少。2018年，我市成功举办第九届
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世界大河歌
会、“三峡明珠·璀璨平湖”旅游文化
灯光秀、西部动漫文化节、文化旅
游惠民消费季、长江三峡（巫山）红
叶节暨神女杯艺术电影周、中国首
届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国际研讨
会等重大文化旅游节会60余场，提
升了城市人文气质和美誉度。

市场活力

北碚区温泉健康小镇项目建
设有序推进、当当书店全国首家旗
舰店落地重庆、西部地区首个纪录
片产业基地——重庆纪录片产业
基地揭牌启用……

2018年，我市举办了重庆市
文化产业发展协作推进签约仪
式、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务
平台第十二期产业精品项目交流
对接会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产业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全球旅行商

大会、重庆国际旅游交易会等一
系列文旅招商活动，吸引了一批
重大文旅项目落户重庆，形成了
顶尖企业扎堆我市发展文化旅游
业的火热局面。

数据显示，2018年我市文化
产业企业注册数超11.5万家，文化
产业增加值增速5.5%左右；全市
55个涉旅重点项目有序推进，预
计实现旅游总收4234亿元，增速
30%左右。

文化遗产
为实现历史文化遗产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2018年，我市
文化和旅游系统全年实施革命文
物、抗战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三峡
后续文物、大遗址、巴渝古建筑等
重点文物保护项目157个，其中，
民国政府警察署旧址、重庆建川博
物馆、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等成为都
市旅游新热点。

另外，新建成开放博物馆9家，
新增国家等级博物馆5家，全市博

物馆总数达100家，历史、革命、抗
战、工业、自然五大博物馆群更加
健全，钓鱼城、白鹤梁申遗步伐也
在加快。

非遗方面，20名市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总数达到60人；52个、
54个单位分别入选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总
数分别达到87个、109个。

重庆旅游推介会和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精彩亮相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新年倒计时庆
典；重庆文化代表团赴葡萄牙和
美国参加“欢乐春节”活动；“2018
重庆文化旅游日”活动在白俄罗
斯首都明斯克成功举行……

以建设文化强市、打造世界
知名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打造与
内陆开放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和
旅游开放格局，2018年，重庆开
启了常态化的文化旅游境外推
广营销，全年参与各类国际活

动、开展专题文化旅游推广营销
活动40余场。重庆入境旅游市
场不断拓展，入境游客不断增
多。2018年全市预计接待入境
游客 388.1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
入 21.8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8.3%和11.9％。

为了实现营销常态化，我市
还建立了旅游国际传播中心，积
极筹建重庆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中
心，成立10个重庆旅游境外推广
中心和形象展示店，“1+N+X”文
化旅游外宣平台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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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关键词勾勒“诗与远方”
回望2018重庆文化和旅游

长江三峡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