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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市委推出全市“晒文
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这是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有效
推手，立体化地展示了重庆“山水之
城”的底蕴和魅力。

武隆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化
底蕴深厚，每年吸引众多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双晒”活动
是武隆向世界发出携手共看神奇山
水的邀请函，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宣言书。“双晒”活动把“自然的遗
产、世界的武隆”充分地展示给世界
人民，讲述了羊角古镇百年纤夫情，
大唐名臣长孙无忌、骨鲠忠臣刘秋
佩、断头将军王超奎等故事，彰显了
武隆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忠诚大义的
血脉品性，晒出了武隆山水“颜值”、
人文“气质”，切实把讲好武隆故事
生动融入讲好中国故事、重庆故事
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在武隆“行千
里·致广大”，体验诗意之旅、收获价
值之旅。

下一步，武隆将进一步巩固提
升和用好用足“双晒”活动成果，推
动文旅深度融合，以打造“世界知
名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强化担当、
展现作为。

大力实施国际化旅游
品牌提升行动

按照“一中心五片区多节点”全
域布局，深耕仙女山、错位拓展白马
山、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游，巩固提

升“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 级景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大品牌价
值，打好“世界遗产、休闲度假、人文
历史、乌江画廊、美丽乡村”五张牌，
确保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努力塑造具有标志性、引领性、
带动性的国际化旅游品牌形象，把武
隆美景奉献给世界人民。力争到
2030年，成为全国入境游客的首选目
的地之一。

大力实施国际化产品
供给提升行动

实施全域旅游提档升级三年行
动，不断提升旅游业质量和效益，推
动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
级。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
开发医养抗衰、高端体检、避暑疗养
等体验项目，做大做强康养休闲产
业，积极发展康养经济。以创建全
国“文旅融合示范区”为抓手，因地
制宜引进和打造一批各具特色、亮
点纷呈的文旅融合产品和旅游商
品，加快补齐文化旅游短板。围绕

“旅游+”，大力发展研学旅行、商务
会展、高峰论坛、节赛活动等延伸产
业，积极开发新模式新项目，丰富
产业业态、增加国际化产品供给。
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成果巩固提升，加强“中
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实践国际论
坛”成果转化运用，强力助推旅游
发展。

大力实施国际化服务
水平提升行动

一是积极推进旅游服务国际标
准化建设，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及配套
设施，健全外语标识标牌等旅游信息
引导系统，不断提升公共交通、医疗
救援、旅游厕所、通讯信号等旅游设
施现代化水平。二是建成“一部手机
游武隆”全域智慧旅游平台，利用动
漫、VR、AR等新形式新技术提供全
息影像欣赏、虚拟触摸等沉浸式旅游
体验。三是加强旅游市场监管，进一
步提高游客安全感和舒适度、满意
度，加快建成“全国优质旅游示范
区”。四是大力实施国际化旅游营销
提升行动。加强网络营销、节赛营
销、事件营销、植入营销，通过强化与
国际国内 OTA 平台合作，定制武隆
专属影视节目、建立武隆旅游外文版
宣传网站、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峰会论
坛和赛事活动等，吸引国际国内媒体
和游客的广泛关注。五是利用好文
化和旅游部“美丽中国——中国旅游
海外推广网站”、重庆境外推广中心
和形象展示店等渠道，有效宣传推介
武隆旅游。加强与瑞士国家旅游局、
瑞中协会、少女峰景区管理部门等国
际旅游机构的合作，积极主动到“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推介会、展会，
不断拓展境外市场，不断提高武隆知
名度、美誉度。

（作者系中共武隆区委书记）

用好用足“双晒”成果
助力旅游国际化发展

□黄宗华

各区县匠心打造的“双晒”作品，
深度挖掘巴渝大地的文旅资源，有理
念、有深度、有情怀、有温度，是“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生动注脚和完美演
绎，极大地增强了巴渝儿女的文化自
信，广泛凝聚起了重庆加快发展的强
大合力。

天生云阳，精彩讲述。作为“双
晒”的首推区县，云阳高度重视、深挖
细琢，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
务全局，以“万里长江·天生云阳”为主
题，从时空、地点上浓缩了云阳亿万年
来的厚重人文风韵、多彩风土人情和
秀美自然风光，全方位展示“四时多
云、山水之阳”的颜值与气质，掀起了
137万云阳儿女点赞家乡、热爱家乡、
宣传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潮。据统计，
云阳三件作品全网阅读量、点赞量超
过3200万次，“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

台转载、传播30万余次，新华网、人民
网等 60 余家媒体参与转载推送。央
视二套财经频道《生财有道》栏目专门
播出《文旅经济看中国——书记说文
旅（云阳篇）》。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海
内外游客 1362.7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
入 58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5% 、
20.2%，势头喜人。

下一步，云阳将紧扣“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和“行千里·致广
大”价值定位，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做好做足“双晒”的

后半篇文章，推动旅游从观光游向康
养游、体验游转变，从景点景区游向全
域游转变，从单一产业向综合产业升
级，从传统业态向现代业态升级，打造
云阳旅游发展升级版。

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让“景
区美”与“全域美”共生

按照“景区景点、全域全季”发展思
路，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持续擦
靓“天下龙缸”“千年张飞庙”“三峡梯

城”“普安世界级侏罗纪恐龙公园”4张
名片，唱响“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果、冬
滑雪”乡村旅游四季歌，让景区、城市、
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断深化与
库区区县联动发展，共同打造“三峡
牌”，努力让“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千
年美景焕发新风采、展现新魅力。

做人文精神的传承者，让“外
在美”与“内在美”共修

围绕“一步一景、步移景新”，

精雕登云梯、三峡文物园、磐石城、
龙脊岭公园、环湖绿道等“梯城八
景”，丰富三峡梯城景区内涵。深
挖盐文化、三国文化、移民文化、龙
文化等，策划“三峡龙文化旅游节”
等文旅活动，讲好云阳故事。加快
完成十大古宗祠、十大古村落、十
大古建筑等“三个十”文物修缮工
程，让文化“活”起来。持续强化文
体营销，办好世界低空跳伞大赛、
全国摩托车城市登梯竞技赛、全国
沙滩排球巡回赛等大型文旅赛事，

叫响云阳品牌。

做金山银山的践行者，让“生
态美”与“生活美”共存

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
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做大做
强“天生云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让农产品走得远、卖得好。围
绕“ 食 品 药 品 用 品 、养 老 养 身 养
心”六大主题，高质量打造特色商
业 街 、步 行 街 ，推 出 桃 片 糕 、牛 肉
干等一批独具云阳记忆符号的特
色旅游产品，发展山地运动、水上
运动、户外露营等康体养生产品，
完 善 升 级“ 云 阳 文 化 研 学 游 ”线
路，让四方游客在云阳慢下来、闲
下来、玩高兴。

（作者系中共云阳县委书记）

“晒”出来 “动”起来 打造云阳旅游发展升级版
□张学锋

重庆是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
山水之城，也是文化根脉悠久、文化
资源富集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
源得天独厚，自然和人文景观异彩
纷呈。再次翻开这些精美画面，我
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全市举行“晒文
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把
文化和旅游巧妙地结合起来，实现
了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这既是
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化
路”的有益探索，也是推动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
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
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南川区在这次
活动中，不仅立体地展示了南川历
史之美、自然之美、人文之美，还凝
聚起了更加坚定地做好“双晒”后半
篇文章、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的广泛共识和磅礴力量。

立足“三优禀赋”，构建
景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南川立足“区位条件优越、生态
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优厚”三优禀
赋，以金佛山景区为核心，以南川城
区、生态大观园区为重要功能区域，
整体规划“金佛山—城区—大观园”
发展布局，推动景区、城市和乡村一
体化发展，打造城区至金佛山“景城

一体”旅游经济带、大观园“景村一
体、农旅融合”乡村振兴试验示范
带。精读一座山、深耕一座城、心居
一片田，把盆景变成风景，把景点扩
成景区，把景区连成线路，把珍珠串
成项链，形成众星拱月、月照群星的
品牌效应，努力交出全域旅游发展
的“南川答卷”。

做好“五篇文章”，探索
提高金佛山含金量的路径

金佛山重在一个“金”字。研究
金佛山的含金量，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们着力做好“五篇
文章”，提高金佛山含金量。一是向
景区景点要含金量，擦亮“天下第一
桌山”“地球生物基因库”“南国雪
原”“金佛山五绝”等名片，实施“金
佛山+春夏秋冬”旅游产品提升行
动，提供“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
冬玩雪”的全季节体验。二是向乡
村资源要含金量，集中培育方竹笋、
古树茶、中药材和南川米“3+1”特色
农产品，大力发展特色民宿和乡村
旅游，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三是向宜居环境要含金量，开发四
季康养项目，推动“养老、养生、养
心”三大品牌、“森林康养、医药康
养、文旅康养”三大综合业态融合发

展。四是向立体气候要含金量，发
挥海拔优势，梯次推出避暑休闲产
品，让金佛山这个“天然大空调”创
造更多绿色财富和生态福利。五是
向特色文化要含金量，用好人文宝
贝，保护历史文脉，深度挖掘中医
药、竹、茶、佛等文化价值，打造具有
特色的文化符号，让文化为旅游铸
魂，借旅游让文化生根。

大开“开放之门”，迈
出“行千里·致广大”的坚
实步伐

把旅游作为开放的重要领域，打
开大门迎接天下宾客，敞开胸怀拥抱
八方友人。深化与奥地利、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合作，加快推进奥悦金
佛山冰雪小镇、金佛山文化产业园、
东盟文化旅游小镇等项目建设。举
办好金佛山国际登山赛、国际冰雪
节、国际救援大赛等国际赛事，形成
知名品牌。加强与广州、南京、西安、
遵义等地的区域旅游合作，拓展客源
市场，把南川建成知名旅游目的地；
与盈科旅游等联手，开辟境外客源市
场，以旅游为牵引，推动南川走向世
界，吸引世人走进南川，努力实现旅
游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作者系中共南川区委书记）

做好“双晒”后半篇文章
实现文化旅游“双丰收”

□丁中平

5月13日，全市“晒文化·晒风景”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专题刊播了梁平
篇。梁平以“山水田园·美丽梁平”为
题，充分展现了充盈在独特田园风光、
良好生态资源、深厚农耕文明之间的
乡情乡愁。我们深刻认识到，“双晒”
活动是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内陆开放
高地的立体名片，是展示城乡融合、美
美与共的经典创意，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镜像写实。对
梁平来讲，“双晒”活动也是记住乡愁、
寻根乡愁的生动践行、情感共鸣。

晒乡愁，晒出了自信
心、自豪感，晒出了新时代
梁平人民的家国情怀

乡愁是家国情怀。梁平靓丽的风
景线、梁平人民的“金山银山”——百里
竹海，长江经济带最美河流——龙溪河，
梁平丰富的家底、绿色的宝藏——湿地
织锦、蜿蜒润城，尽情展现梁平的自然美
生态美，这是乡愁；梁山灯戏、木版年画、
抬儿调，西南禅宗祖庭——双桂堂，全国
第二高石塔——文峰塔，抒写出禅宗文
化与农耕文化、非遗文化相互交融、互
荣共生的文化渊源，这也是乡愁；高粱
山下一座城，双桂湖畔绕田园，城在山
水间，亦在田园中，完美勾勒出城乡融
合的美丽画卷，这更是乡愁……“双晒”

活动深度挖掘出了梁平的自然生态美、
历史文化美、乡情乡愁美，让梁平人民对
家乡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双晒”
活动不但唤起了人们心中浓浓的乡愁，
更激发了新时代梁平人民热爱家乡、讴
歌祖国的家国情怀，进一步形成了“祖国
好、家乡好，大家才好”的共识。

晒乡愁，晒出了影响力、
竞争力，晒出了新时代梁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乡愁既是心灵的风景，也是文化的
自信，更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旖
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农耕文明，自古
以来就是梁平最亮的风景眼，最浓的
乡愁源，是梁平的核心竞争力。“双晒”
活动无疑是对梁平田园风光、生态资
源、农耕文明的再发现、再提升、再传
播，是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催化
剂”。通过“双晒”活动，梁平深厚的历
史文化活起来了，山水田园风光动起来
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起来了。“一
座古寨、十里湿地、百里竹海、千里沃
野、万石耕春”的景象、“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吸引了大量的
游客和投资商，梁平逐渐成为投资兴
业、休闲旅游的热土。今年5至7月，
梁平区共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13.59亿元，分别较去年同

比增长278%和216%。接待考察客商
90批次，新增意向投资企业52家，签订
正式合同30个，合同引资80亿元。工
业投资增长13.3%，其中，集成电路、智
能家居、绿色食品三大新兴产业实现规
上总产值31.4亿元，同比增长4.0%。城
镇、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晒乡愁，晒出了激情、
热情，晒出了新时代梁平人
民的责任担当

乡愁是一种责任担当。“双晒”活动
期间，梁平籍大学教授、长江学者、新闻
记者纷纷撰文写诗点赞家乡、宣传家
乡，在梁平工作、学习、生活的人以及在
外地的梁平人纷纷为家乡点赞，更加激
发起了大家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决
心和动力。精神状态好，一好带百好。

“双晒”活动有效提振了全区干部群众
的精气神和干事创业的信心。目前，
我们正饱含激情热情，进一步在能力
素质上来一次大提高，在工作作风上
来一次大转变，在思想境界上来一次大
提升，以更大的追求、更大的担当，从更
高的站位、更高的目标谋划梁平发展，
打造区域开放高地，建设现代田园城
市，争做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快建
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区。

（作者系中共梁平区委书记）

田园梁平“晒”乡愁
凝聚起加速发展的强大合力

□杨晓云

文 化 是 旅 游 的 灵 魂 ，旅 游 是
文化的载体。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能有效推动旅游产业新的跨
越式发展。在“双晒”活动中，忠
县晒出了“诗意山水”高颜值，晒
出了“忠义之州”好气质，晒出了
忠县干群精气神，更晒出了“忠文
化”的坚定自信和旅游业的快速
提升。今年 1 至 7 月，全县旅游接
待 达 到 59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6%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达 到 30.9 亿
元，同比增长 51%。

忠义文脉之美，美在传承

一是打造“忠文化”展示载体。
忠县将围绕“忠文化”的历史人物、
故事、传说，逐步恢复刎首留城、巴
台望月、四望楼、四贤阁、陆宣公祠、
秦良玉故里等。同时，恢复忠州“三
月会”，并配套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展
演等子项目；打造“忠文化主题公
园”“忠文化主题街区”“忠文化文艺
作品”，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融入“忠
文化”元素。二是提升“忠文化”产
业价值。把“忠文化”分成历史人文
版块、民俗文化版块、民族艺术版
块；打造“忠文化”专业演出创作团
队；开发具有典型“忠义精神”的电
竞项目；增加“忠文化”科技含量；开
发融入“忠文化”的服饰、玩具等旅
游商品。三是发挥“忠文化”引领作
用。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通过建立教育基地、树立典型人

物、设立道德文化讲堂等平台，创建
“忠文化”干部教育学院，在干部职
工中开展“忠文化”教育，收集、整
理、编印体现忠县历史文化和人文
精神的“城市故事”，将“忠文化”纳
入中小学教学计划。

诗与远方之美，美在融合

突 出 深 厚 历 史 ，打 造 忠 义 之
城。树立“旅游综合体”理念，强化
基础、功能、形态“三大开发”，着力
凸显风貌、文化、生态、治理“四大特
色”，把县城打造成全域最大景区、
最美景区。新建巴蔓子广场，打造
忠州·三峡老街，提升白公祠、忠州
博物馆。突出人文特色，打造核心
景区。做优“1+3+N”旅游线路，串
起忠县人文旅游“珍珠”。不断提升
石宝寨、三峡港湾国际旅游度假区、

“三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三大
核心景区竞争力，形成忠县旅游“金
三角”。其中，“三峡港湾”以《烽烟
三国》实景演艺为核心，浓缩展现
忠义精神；石宝寨是长江三峡的一
张名片，被誉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
之一，承载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心灵
手巧和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三
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具有浓
浓的乡野味、自然趣，可以打造成让
城市更向往的乡村奢侈品。突出乡
愁气息，打造最美乡村。依托柑橘、
笋竹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三峡橘
海、金色杨柳、花田溪谷、巴曼竹韵

等乡村旅游景点，形成“一兴四美·
七彩大地”旅游景观，把最美乡愁、
甜美乡味、秀美乡村化为更多的金
山银山。

高品质生活之美，美在遇见

创办 8 项体验活动。看一场
演 出 、打 一 场 电 竞 、听 一 场 音 乐
会、跑一次马拉松、采一篮柑橘、
观一次三峡鸟、赏一轮江月、体验
一次“忠文化”，是忠县倾力打造
的 8 大特色体验活动。其中，长江
三峡国际马拉松荣获中国田协银
牌赛事和特色赛事“最美赛道”，
CMEL 全国电子竞技联赛总决赛
已连续举办 2 届，烽烟三国已走过
3 个演季，游客量年年攀升。提升
旅游服务水平。推进服务设施现
代化、服务手段智能化、服务品质
人性化、服务监管法制化，构建安
全、舒适、快捷的服务体系，不断
提高忠县旅游综合消费能力，确
保游客在忠县“行之顺心、住之安
心、食之放心、娱之开心、购之称
心、游之舒心”。塑造城市形象品
牌。“双晒”活动让忠县“忠·城”城
市 形 象 深 入 人 心 。 借 力 腾 讯 公
司，邀请国内旅游达人等，利用微
视“30 秒游忠州”，传播忠义精神，
塑造城市品牌。开展多种形式的
旅游推广和产品营销，不断扩大
忠县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作者系中共忠县县委书记）

营造走心之美
创造高品质生活

□赖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