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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今年，渝北区将以“文化旅游融合年”
为主题，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找准
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
点，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擎新
动力，形成发展新优势。”渝北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档
升级 3个镇（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新
建10个社区文化室，推动乡村文旅工程融
合发展，打造一批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示范点，打造一批示范乡村文化大
院、文化驿站，推进城区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建设等。
提升公共文化旅游服务绩效。健全完

善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建设，重点支持文
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
设施向游客开放。推进旅游交通体系、集
散体系、咨询体系、信息体系、便民惠民体
系、旅游营地体系等各类软硬件服务体系
建设。

提档升级文化旅游产品。围绕“六大升
级版”，进一步提升临空旅游、都市旅游、乡
村旅游、温泉旅游、人文旅游、会展旅游品
质，注重注入文化领域项目，提升旅游景区
景点内涵等。

其中，在“拳头”产品上，推进统景温泉5A
级旅游景区建设，2019年建成统景温泉康养
示范基地项目，启动统景温泉康养旅游开发
项目（感应洞片区）和 “三洞联通”工程建
设，促进“温泉旅游”品牌提升，正加快形成全
镇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打造铜锣山国家级矿山公园。目前正
按“锁定修复范围、迅速摸清现状、抓好规
划策划、大力招商引资、提前谋划实施、打
造良好环境、强化工作保障、形成整体合
力”等有序推进，已完成 24 平方公里范围
内地形图和规划图收集、1598 亩土地流
转，预计今年 6 月完成铜锣山矿山公园规
划设计报审工作。

推进“巴渝乡愁”4A级景区建设。已完成
展示区建筑、景观和市政工程，巴渝乡愁项目
500亩展示区预计今年8月对外试营业。

此外，渝北还建立了文化旅游重点项目
库，策划铜锣山矿山公园、时装小镇、金紫山
文创园等一批辐射范围广、带动性强的重点
旅游项目，实施精准招商，目前深度在谈项目
8个，总投资19.6亿元。

山水形胜，流风余韵。渝北区将努力为
重庆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树好门户和窗
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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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当前，在渝北放牛坪景区，万亩梨子基地也在

春雨滋润下复苏。景区内，一步一景，层林叠染，
峰回路转，可欣赏“占断天下白、压尽人间花”的梨
花，让人相遇不知归路。

3月中下旬，第十届茨竹放牛坪梨花节也将拉
开大幕，“传承优良家风·助力乡村振兴”梨树认
养、非遗文化展演、乡村振兴摄影大赛及成果摄影
展等活动精彩纷呈。放牛坪20余家主题酒店和
乡村民宿正以青椒兔、青椒鱼等特色美食迎接八
方来客。

醉美花海
与您春天相约

时下，渝北乡村已花开成海，红的、黄的、白
的、绿的、粉的……五彩缤纷，似人间仙境，美不
胜收，可承包你的整个春天。

在渝北统景镇印盒村，3月的春风唤醒了3
万亩的李花，一簇簇如霜雪般缀满枝头，漫山遍
野，如海如潮，好似波浪翻腾，独有的纯洁白净、
高雅脱俗足以醉人心脾。

3 月 7 日—3 月 25 日，第九届印盒李花观赏
季活动将盛大启幕。春季快乐跑开幕式、文艺
演出、国际象棋等级赛、传统文化展示及采风
活动，丰富多彩、亮点纷呈。赏花季期间，景区
还推出了微信扫码有奖答题活动，游客参与答
题，有机会获得统景柑橘1箱（10斤）。

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渝北山樱如美人
……当前，渝北大盛镇云龟山谷景区的上万亩野
樱花正值花开灿烂，是踏青赏花绝佳目的地。

3月1日至3月31日，大盛镇举行第五届樱花
观赏季主题活动，涵盖汉服摄影比赛、“千龙腾飞·
百凤起舞”特色传统画展等，以丰富游客的游玩体
验。此外，游客在游玩的同时，还可以吃到无烟烧
烤、重庆小面、新疆特产、搅搅糖、台湾特色小吃等
美食。2019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海选重庆渝北赛
区独家风景区比赛场地也落户云龟山巅的樱花广
场，游客们可以置身于樱花林下赏花听曲，享受惬
意的休闲生活。

渝北，历史悠久、人文

荟萃，山川秀丽、风光旖

旎。文化旅游，是她的优势

积淀，更是精神持守。

整合区域资源优势，用

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

游的方式传播文化，渝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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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城两区三级示范”产

业发展布局，着重打造临空

旅游、都市旅游、乡村旅游、

温泉旅游、人文旅游、会展

旅游六大升级版，为重庆建

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树

好门户和窗口形象。

从碧津美术馆、历史

文化陈列馆双馆开放，到

圣 名 世 贸 环 球 城 全 面 扩

容；从统景温泉风景区的

提档升级，到铜锣山国家

级矿山公园的打造；从巴

渝乡愁项目的落户，到乡

村 休 闲 旅 游 的 蓬 勃 兴 旺

…… 一 个 个 文 旅 融 合 的

“大手笔”，正在渝北区落

地开花。

有故事可说，有美景可

看，有项目可玩——伴随文

旅融合碰撞的“火花”，渝北

区文化之旅未来可期。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渝北是重庆的门户。
2017年6月，渝北文化馆、渝北图书馆开

放；2018年12月，城市文化新地标碧津美术
馆、历史文化陈列馆同时开馆，让城市颜值与
内涵齐飞，“诗和远方”完美结合。

2018 年在举国上下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渝北区碧津公园内，一栋褐墙黛
瓦、风格古朴的建筑，张灯结彩，人潮涌动，
游人如织。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碧津美术馆
开馆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美术作品展，
展出近现代重庆本土优秀艺术家国画和版
画藏品 100件，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艺术家们在创作道路上的不断探索。

碧津美术馆总建筑面积1581.96平方米，
内分三层，设有展览厅、固定陈列室、创作室、
典藏室、培训室等功能室10个，主要承担艺
术展览、文化交流、公益讲座等功能。该馆是
为社会发展服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全民
艺术普及的重要阵地，弥补了渝北区内美术
馆的空缺。

而这仅是渝北“文旅兴区”的一个序
曲。同期开馆的还有渝北历史文化陈列
馆。该馆位于渝北区双龙大道46号，建筑
面积2610平方米，展览面积1529平方米，

是服务并推进渝北区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
展的专题性博物馆，展示渝北历史、自然和
建设成就，是对外交流的平台，是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殿堂。

陈列馆以实物展品、图文展板和多媒
体辅助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了自石器时代
到改革开放以来，渝北历史文化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陈展分为古代渝北——远古
风遗、巴国风韵、秦汉风云、唐宋风骨、明清
风采，近代渝北——民族抗争、人民觉醒、
坚持斗争、同仇敌忾、迎接曙光，当代渝北
——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经济社会文化取
得巨大成就。

此外，陈列馆还设有临时展厅、公共服务
区，会不定期举办各类展览、社教活动，以满
足观众的参观需求，并且同样是免费对外开
放。

“两馆同开，是渝北区不断坚定文化自
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聚万众之
心、集全区之力抓文化阵地建设的成果，也是
丰富渝北区文化内涵、积淀文化底蕴、提升城
市品位的现实选择，让文化的力量汇入经济
建设、融入城市建设。”渝北区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黄金周，渝北区实现
接待游客313.56万人次，旅游收入10.82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2.31%、40.98%。无论是
临空旅游、都市旅游，还是人文旅游、温泉旅
游、乡村旅游，渝北全域旅游产品迸发出了惊
人的文化向心力和旅游吸引力。

“在渝北145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
都是文化旅游资源。当前，渝北区文化旅游
业发展渐入佳境、蓄势待发，方兴未艾，不过
好戏还在后头。”渝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渝北区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全面提
升文化软实力，全力打造六大文化旅游升
级版。

升级“都市旅游”。渝北将突出“景城一体
化”发展理念，实行“旅游+工业商贸”，打造一
批企业观光体验型、博物馆展示型、文化创意
型工业旅游景点；整体规划打造“文艺小镇”、

“艺术长廊”；扶持发展一批特色美食和特色美
食街，集聚观光、休闲、购物等功能；支持圣名
世贸城、重庆文化创意公园等项目拓展新兴业
态，鼓励新光天地等企业开展购物节、美食旅
游文化交流等活动，扩大旅游消费。

其中，2月17日，原洋人街搬迁经营商家
入驻圣名环球城签约仪式在维也纳国际酒店
举行。原洋人街商家签订合作设备近30台，
目前环球城建设开放的游乐设施项目已扩容
到110多项。

圣名世贸环球城总占地面积120公顷，

是集“都市旅游、娱乐休闲、美食宴会、酒店住
宿”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开放式主题乐
园。在游乐项目中，涵盖摩天轮、豪华转马、
跳楼机、大摆锤、海盗船、激流勇进、勇闯侏罗
纪、太空漫步、海洋世界、机械战警、熊宝历险
记、阿里山小火车等，现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的
游娱目的地。2月1日到2月5日，环球城接
待游客近20万人次。

升级“临空旅游”。渝北将围绕机场人流
的吃、住、行、游、购、娱，创造更多更优质的旅
游产品，让游客来了渝北既有看头和吃头，还
有住头和耍头。做强一批星级酒店、主题酒
店、度假型酒店、商务酒店；开通一批机场至渝
北各大景区的观光巴士和公交专线；策划打造
一批适宜72小时过境免签游客游玩的旅游景
点和旅游线路；打造保税商品、进口商品批发
零售中心和进口商品分销体系，打造“渝北好
礼”。

升级“人文旅游”。利用古路慈孝文化、
碧津公园内王朴烈士塑像、大盛镇明月场张
伦烈士纪念亭等资源，做好“红色旅游”。

升级“乡村旅游”。打造四季可览、四季
可游、四季可享的乡村旅游特色景区景点。

升级“温泉旅游”。争创统景温泉5A级
旅游景区，做好“温泉+”产品。

升级“会展旅游”。依托国博中心、中央
公园、仙桃数据谷、两江国际商务中心等，把
酒店资源、商业资源、滨江资源和会展经济紧
密“嫁接”，让会展人流变成源源不断的旅客
流。

A.机场高速—南北大道—茨竹镇（崔福菜香园
处丁字路口左行）—放牛坪景区。

B.机场高速—南北大道—兴隆镇（兴隆派出所
处左行）—南天门森林公园—放牛坪景区。

C.内环高速—渝邻高速—坛同（坛同高速路下
道）—高滩—中兴（川渝交界处右转）—十里荷花走
廊—放牛坪景区。

印盒 看李花雪

云龟山 沐樱花雨

放牛坪 听梨花语

A.由东环上渝邻高速至草坪下道，走新草统
路至统景。

B.由渝长高速长寿方向在复盛下道，途经龙
兴、石船，在石船转盘直行至统景。

C.由319国道经长寿往重庆方向，在石船转盘
分路右行至统景。

A.经内环快速上渝邻高速，在草坪下道，
经统景、大盛镇到达景区。

B.经内环快速上渝长高速，在洛碛下道，
经张关街道右转走张白路到达景区。

六大升级版
构建全域旅游目的地

渝北历史文化陈列馆

碧津美术馆

自驾线路

自驾线路

自驾线路

统景温泉

巴渝乡愁——重庆乡愁博物馆
圣名游乐城

龙兴古镇重庆中央公园

宜融则融 能融尽融

渝北：临空之旅 以文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