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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
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唐璨）1 月
24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获
悉，两江新区与腾
讯在深圳签署合作
备忘录，将在数字
内容产业、工业互
联网、智慧+等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

其中，智慧生
活体验园、互联网
医院等项目尤其引
人关注。智慧生活
体验园位于礼嘉。
腾讯将结合大数据
智能化产品，全面
打造以科技生活为
主题的体验园区，
让民众能在游玩过
程中感受到科技对
生活带来的改变。

而在浙江乌镇
发展势头良好的互
联网医院，也将落
地重庆，打造诊前、
诊中、诊后全流程、

“医疗、医药、医保”
线上线下一体化闭
环的互联网医疗+
医药平台。帮助两
江新区医院线下体
系实现互联网化。

另外，双方将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在两江新区聚集发展，进一步提升产
业聚集效应及两江新区数字文化产
业影响力。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腾讯
将利用其在大数据、云计算、AI领域
积累的深厚技术，给两江新区数字经
济产业园提供全套的咨询及信息化
提档升级的落地支持服务。

此外，双方将共建“智慧两江”，
搭建两江新区的智慧移动警务、智
慧医疗健康平台、智慧教育平台、

“指尖政务”服务平台、智慧社区平
台、智慧市场综合监管平台、智慧环
保平台等。

除了上述合作项目，备忘录还
提出，腾讯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结合两
江新区制造业特点，率先建设制造
业服务平台，并为两江新区输出完
整的智能制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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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重庆旅游总收入达4343.5亿元，
同比增长31.3%；签约文旅产业项目261个，签
约金额7621亿元，世界旅游及旅游业理事会
（WTTC）将重庆评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城市。

1月24日，2019年全市文化旅游工作会议
在渝州宾馆召开。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重庆旅游将在“精”“推”“特”“惠”“优”等
方面下功夫，以“三峡、山城、人文、温泉、乡村”
五张牌为主战场，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
级版，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强市，开
创新时代重庆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的新局面。

“精”字上着力
打造三大特色区域旅游目的地

旅游经济唯有精品，才能产生持久的吸引
力，形成“虹吸”现象。全域旅游的核心内涵之
一，就是要高质量、高水平打造精品旅游。

去年，世界旅游及旅游业理事会、中国旅游
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百度数说
等权威机构之所以把一个个“冠军”奖章颁给重
庆，洪崖洞、磁器口、渣滓洞、白公馆，以及人流
如梭的李子坝、长江索道，千年美景展新颜的长
江三峡、仙女山等精品景区，功不可没。

数据显示，以“山城”为特色的精品都市旅
游贡献了全市超过50%的游客接待量，红岩联
线景区年游客接待量超过1000万人次。“挖掘
新潜力、激活新要素、集聚新动能，唱响‘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品牌，在精品上下功夫，仍是
今年我市文化旅游工作的重点。”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称。

据悉，今年，重庆将把打好“三峡、山城、人
文、温泉、乡村”五张牌，作为全市文化旅游发
展的主战场，确保每张牌都有特色、有亮点、有
影响。并把五张牌融入大都市、大三峡、大武
陵三大特色区域旅游目的地中，突出特色、区
域联动、精准发力。

在打造大三峡黄金旅游目的地上，对三峡
旅游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打造、统一营销，促进
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加快推进长江游轮“一
票通”，使其留岸时间不受限制，便于深度游、
体验游、休闲游；加快推进以旅游交通为主的
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实现景景通、城景通等。

在打造大都市国际旅游目的地上，以红色
文化、抗战文化、巴渝文化为载体，以“一岛、两
江、四岸、四山、多温泉”为核心，建设都市全域
旅游城和环城旅游休闲带，且都要建成精品。

在打造大武陵精品旅游目的地上，聚焦渝
东南民俗风情聚集区，突出喀斯特地貌、土苗
风情、武陵风光、气候养生等元素，建设自然生
态与民族风情相融合的民俗生态旅游度假区。

“推”字上着力
提升城市文化范儿和美誉度

去年，重庆设立了3亿元的市级文化产业
发展专项基金，签订了文旅产业项目261个，
签约金额7621亿元，新增文化企业1.3万户，
文化旅游发展热度不断上升。

今年，重庆旅游将在“推”字上下功夫，突
出开放、积聚、融合、创新4个发展方向，分门别
类建立文旅产业项目库，加快推进引进一批、
落地一批、投产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力争全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00亿元。

建立重大项目联合推进机制，重点推进一
批资源品位高、配套条件好、市场潜力大、带动
能力强的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全力打造世界
温泉谷、长江三峡国际旅游集散中心、都市旅
游、立体气候四季康养四大旅游项目集群，做
强“五方十泉”、做优“一圈百泉”，打造“水上巴
士”快速观光游船，开发“旅游+”和“+旅游”产

品和集群等。
深度开发一批交旅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工

业旅游示范项目、森林康养基地、低空飞行旅
游示范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项目、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研学旅游基地；加速璧山六旗乐
园、解放碑时尚文化城、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
建设，助推南滨路文化产业园创建国家级文化
产业园区等。

今年，全市力争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7%，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0%。

“特”字上着力
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当前，重庆旅游业发展渐入佳境、蓄势待
发，方兴未艾，好戏还在后头。”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重庆旅游
还将在“特”字上下功夫，狠抓实品牌创建推
广。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
播文化，促进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品牌化、常
年化，推动全市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结合全域旅游战略，立足打好“三峡、山
城、人文、温泉、乡村”五张牌，坚持“宜融则
融、能融尽融”，建设一批具有巴渝文化魅力
的品牌文旅融合景区、度假区，打造一批特色
鲜明、产业融合的文化旅游商圈、街区、小镇
和艺术之乡，研发推广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
文化旅游纪念商品，引导一批文艺演出、影视
制作、文化娱乐等文化企业向现有文化产业
园区和旅游景点景区积聚，打造文化旅游特
色产业集聚区。

强化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搭建“1+N+X”
的旅游外宣平台，加强与亚太旅游协会、世界
旅游业理事会等国际性旅游组织合作交流，充
分展示重庆最美、最炫、最新形象，让重庆旅游
全面融入国际市场。以阅读、演出、电影、文
博、旅游等消费为重点，引导更多市民、游客走
进书店、剧场、剧院等文化场所，培育高人气高
活跃度的文化消费大市场等。

此外，重庆还将从“惠”字出发，做优做特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做精做美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在“严”字上着
力，让游客“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

“购之称心”“娱之开心”“游之顺心”等。
到2022年，力争将重庆建设成为国际知

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2018年重庆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1.3% 被评为全球旅游增长最快城市

打好“五张牌”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本报记者 韩毅

数读2018年重庆旅游

仙女山冰雪节耍事。 （本报资料图片）

为了打赢脱贫攻

坚战，2015年底，国务

院扶贫办发布推进实

施精准扶贫“十大工

程”，首次将电商扶贫

纳入扶贫政策体系。

作为中国电商扶

贫联盟会员单位，建

行善融商务以“联盟

各平台模式讲解、产

品产销对接、电商专

业培训”为核心，积极

推动农产品企业中国

电商扶贫联盟成员单

位实现产销对接，促

进贫困地区电商人才

的培养，推进贫困地

区优质特色农副产品

销售。

目前，建行善融

商务已覆盖全国 545

个贫困县，累计拥有

扶贫商户 3878 户，扶

贫商品8.94万件。“善

融商务”已获准成功

加入商务部“电商扶

贫”频道。

“善融商务”走进贫困山区 助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开辟金融扶贫特快专线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积极响应国

家关于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的号召，践行总行“十三五”金融扶
贫工作规划，坚持电商扶贫先行，依托
善融商务电子商务平台，派驻扶贫干
部驻村，拉动龙头企业商户入驻，开展
主题营销活动，开辟金融扶贫特快专
线，助力贫困地区产品从大山深处走
出去。截至2018年12月底，建行重庆
市分行善融扶贫商户199户，其中个
人商城63户、企业商城136户，善融扶
贫买方交易额3.1亿元；关联建档立卡
贫困户 701 户，对接贫困人口 2787
人，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引入龙头企业
开设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善融商务”
电商平台，主动引进贫困地区优质龙头
企业进驻平台，开启“政府+龙头企业+
农户+善融”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合作新
模式。这一电商扶贫新模式，由当地政
府牵头，以龙头扶贫企业为抓手，以善
融商务平台为载体，为贫困地区优质农
产品搭建产销对接的直通车，拓宽农产
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村产业升级。

例如建行与奉节县政府签署《电
子商务金融服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将奉节脐橙引入善融商城，截至目前
已有6家奉节脐橙龙头企业商户入驻
善融商务，累计实现网上订单1.6万
笔，实现销售收入308万元。

为帮助当地中小农业企业入驻善
融，建行还先后开设“善融·重庆扶贫
馆”、“善融·巴渝馆”，通过辅导电子商
务知识，缩短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率，
协调农产品上下游开展一系列订货会、
推介会，推广善融贷等金融产品等举
措，帮助涪陵鱼泉榨菜、武隆豆干、忠县
豆腐乳等快速入驻善融。

作为国内电商扶贫的“引领者”，
建行善融商务在扶贫的道路上一直立
足农户“造血”增收，致力于为农户与
企业达成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谋划
可持续改善农户生活的好办法。建设
银行重庆市分行网络金融部联系百香

果经销商——重庆市庆之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与其达成合作协议，由庆之
源公司保价收购巫溪天元乡百香果，
通过合格检验、定制包装后在善融商
务平台进行销售，切实为农户增收。

同时，该行致力于挖掘贫困地区
优质农特产品，帮助其打造品牌，促进
产销对接，助推贫困地区农特产品生
产与加工的转型升级。利用善融商城
帮助了以云阳“三峡阳菊”为代表的一
系列产业品牌打造。如今，云阳“三峡
阳菊”已拥有整套扶贫激励和联合发
展模式，带领菊农增收致富，激励贫困
户劳动脱贫。三峡阳菊产业基地已带
动全县发展菊花产业近3万亩，累计帮
扶贫困户 1500 余户，亩均产值达
3000余元。

创新电商营销
开通贫困户土特产销售高速路

发挥电商扶贫优势，建设银行重庆
市分行在善融商务平台上积极组织参
与“扶贫爱心购，礼赠爱心人”、“乐善好
施，善融扶贫”等大型线上扶贫主题营
销活动，通过善融商务平台年销售当地
农副产品达3500余万元。伴随销量的
不断提升，建行善融商务惠及的贫困户

范围持续扩大，其推广的各类土特产逐
步实现着扶贫的“大使命”。

除了开展常态化主题营销活动
外，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还针对贫困
县边远地区成熟农产品严重滞销带来
农户收入大幅减少的难题，打了几场
漂亮的“扶贫仗”。在获悉酉阳油茶果
滞销的情况以后，该行网络金融部积
极行动起来，联合善融扶贫商户重庆
琥珀茶油有限公司，为当地制定了长
效保价的油茶果收购计划，这些油茶
果被加工精炼成山茶籽油，通过建行
善融商务平台推广促销用油茶果加工
精炼成的山茶籽油。“这下心里亮堂
了，建行的同志们不仅把我们的茶油
卖到了全国，还让我们赚了钱。”提及
此事，酉阳土家族建档立卡贫困户村
民们拍手称赞。

为实现善融扶贫常态化营销推
广，建行设立了“善融商务扶贫馆”，并
充分应用新一代最新科技成果，对扶
贫馆进行了持续升级和扩容。目前，
已实现PC端、微商城和善融手机APP
的全渠道覆盖。随着年味越来越浓，
建行在“善融商务”平台上开辟了精选
年货专场。来自重庆云阳的“三峡阳
菊”、酉阳的山茶籽油、奉节县的脐橙
和高山晚熟黄心猕猴桃……这些农户

们的辛勤劳动成果，可以沿着建行“善
融商务”平台这一农产品销售的高速
路，销出大山，走向全国。

派驻扶贫干部
架起联系贫困村民连心桥

眼下，在重庆精准扶贫一线正广
泛传颂着一位建行员工借助“善融商
务”平台，与贫困乡村蜂农们一道开创

“甜蜜事业”的美好故事。
天元乡是巫溪县最贫困的乡镇，

受地理、交通条件的制约，蜂农们辛勤
劳作产出的好蜜困在大山里销不出
去。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派驻天元乡
象坪村的“第一书记”肖冉超了解到情
况后，主动牵线搭桥，引荐善融商务入
驻商户深入天元乡进行实地考察，在5
天时间就完成了收购、检测、加工和包
装等，通过“善融商务”平台开展爱心
扶贫促销活动，仅两天时间就售出蜂
蜜3400瓶，为贫困蜂农增收7万余元，
蜂农们乐开了花。

贫困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处于
起步阶段，电商人才稀缺，产业化程度
低，产品缺乏标准化，影响了农村贫困
人口通过电子商务增收脱贫的步伐。
为此，建行充分发挥扶贫干部的作用，

架设起一座建行和贫困村民的连心
桥。该行明确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
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办法，列出任务清
单、工作计划、进度安排，建立日常工
作汇报制度，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
扶贫干部“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

依托“善融商务”开展电商扶贫，
最大的难点在于拓展贫困地区商户覆
盖面。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有关负责
人表示，“难点就是着力点”。为此，该
行派驻的扶贫干部承担起艰巨的扶贫
任务，坚持扶贫先扶“智”和“资”，为村
民找准渠道、指导技术、提供贷款。据
了解，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普惠金融
贷款金额较2017年新增67亿元，增幅
高达81%。建行扶贫干部俨然成为山
区扶贫工作的坚强堡垒。

据悉，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将充
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引导和协同
作用，持续推进资源整合和模式创新，
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实体经济发
展，激活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坚持用金融的
智慧、金融的思维方式和金融的资源
来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彭定锐 谭叙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建行“善融商务”精准扶贫让贫困山区的优质农产品变成了真金白银 奉节高山猕猴桃进入建行“善融商务”精选年货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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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年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4343.5亿元，同比增长31.3%

● 新增A级旅游景区24家，开

展流动文化进基层3.3万场次

● 建成市级旅游集散中心7个、

区县旅游集散分中心22个。新建成开

放博物馆9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