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宣传营销
扎实做好品牌推广

巫山地处三峡库区腹心，
拥有“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
峡红叶、四季云雨”颜值，是中
国旅游强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化解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冲
击，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巫
山县创新举措，以“旅游宣传营
销年”行动为抓手，将形象宣传
与渠道营销相结合，在重庆、四
川、湖北、广东、山东、西安、海
口、杭州设置了8个驻外旅游
宣传营销工作组，开拓旅游客
源市场的同时，提升巫山的知
名度、美誉度，全面扩大“神女
恋城·红叶巫山”品牌影响力，
助推旅游工作迈上新台阶。

合理布局空间
全面提升旅游住宿业

住宿业作为旅游经济不可
或缺组成部分，与旅游产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

为加快旅游住宿设施建
设，巫山着力推进旅游供给侧
改革，并出台了《巫山县旅游住
宿 业 发 展 三 年 实 施 方 案
（2020—2022 年）》，围绕“一
心、三带、多点”旅游住宿业发
展空间布局，
以 县 城
为

中心，围绕边贸中心、摩天岭生
态康养度假区、“三大核心景
区”（神女景区、小三峡景区、当
阳大峡谷景区）等重点区域，差
异化布局星级酒店、度假酒店
和精品民宿等业态，满足游客
多层次、个性化住宿需求。

预计到2022年，将形成旅
游住宿设施规划合理、特色鲜
明、业态多元、品牌突显、服务
一流的旅游住宿产业；到2025
年，全县将实现接待床位达到
30000张以上。

截至11月，全县共计发展
4家高星级酒店、14家度假酒
店、9家精品民宿，接待床位达
10352张。

坚持突出特色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

小三峡·小小三峡、神女峰、
神女溪……它们是巫山的名片，
但巫山的美，远远不止这些。

从山水到村落，从自然到
人文，初冬的巫山以其绝美的
颜值，召唤着五湖四海的人，千
里迢迢来这里，来到五彩斑斓
的森林里，去到美丽宁静的乡
村中，赴一场“红色”的约会。

随着巫山县创建乡村旅游
示范村工作的深入开展，一个
个绿色产业崛起，一条条公路
阡陌纵横，美丽的乡村如星斗
般在此密布。今年8月，国家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改委发布

了《关于公示第二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名单的

公告》，全国共有680
个村入选，其中，巫
山县两坪乡朝元
村和曲尺乡柑
园村赫然在列。

朝元村和

柑园村的蝶变，
仅仅是巫山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
发 展 的 一 个 缩
影。回望巫山县
近年来围绕全域旅
游发展的举措，从确
立将旅游作为战略性
主导产业打造，到全面树
立“一切围绕旅游转”的理念，
再到实施“旅游人才工程”、开展

“旅游形象大使评选”活动、建立
“神女旅游”志愿者队伍……无一
不印证着巫山举全县之力推动全
域旅游快发展大发展的历程。

接下来，巫山县将坚持以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原则，以
发展特色农林业和文化旅游资
源为基础，坚持与乡村文化振
兴相结合，补齐乡村旅游发展
短板，推动特色农林产业向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转变，实现特
色农林产业变成旅游产品，为
建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
范县提供有力支撑。

有序开展活动
切实壮大节庆经济

9月13日，由巫山县文旅
委、奉节县文旅委主办，相关区
县文旅委协办的“成渝地·巴蜀
情”2020重庆文旅大篷车巡游
活动走进四川省达州市；

9月14日，“大篷车”巡游
活动走进四川省巴中市；

9月15日，“大篷车”巡游
活动走进四川省南充市；

…………
11月6日，烟台-巫山东西

部扶贫协作成果暨第十四届中
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
红叶节新闻发布会在山东省烟
台市举行；

11月 10 日，第十四届中
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
红叶节成都推荐会在东郊记忆
国际时尚产业园召开；

11月 11 日，第十四届中
国·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
叶节新闻发布会在重庆召开；

11月13日，由巫山县、奉
节县和云阳县共同主办的
2020长江三峡文化旅游推介
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

…………
一个个有序展开的宣传活

动，川渝两地共建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携手打造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的互动之举，也是宣
传重庆文化旅游形象，激活全
国客源市场的拓展之举。从旅
游精品线路产品的推介活动，
到独具特色的地方文艺表演，
不仅见证着巫山唱响红叶品
牌，加快建设国际知名现代化
旅游城市的卓绝努力，也蕴含
着巫山因地制宜、壮大节庆经
济的文旅融合发展之道。

2007年至今，巫山已连续
成功举办13届长江三峡巫山
国际红叶节，累计吸引游客
400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益160多亿元。

壮美巫山壮美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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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红叶漫山，看层林尽染，
最好的方式就是置身其中。13
条精品线路（除小三峡·小小三
峡景区、神女峰景区、神女溪景
区、文峰景区 4 条线路收门票，
其他9条线路均免收门票）邀您
即刻出发——

1.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半日
游：县城—龙门峡—巴雾峡—滴翠
峡—小小三峡。

2.文峰景区半日游：县城—江
东新城—骡坪方向—巫峡镇七星
小学—文峰景区。

3.神女南环线景区：游览方式
有3种，分别是神女天路景区半日
游、神女溪景区半日游、神女景区
水陆南环线一日游。

4.神女北环线景区：游览方式
有3种，分别是神女峰景区水路半
日游、神女峰景区陆路半日游、神
女景区水陆北环线一日游。

5.神女景区南北大环线两日
游：全面体验三峡全景，游遍神女
天梯、神女溪、文峰景区、神女峰等
核心景点。

1.建平乡·飞凤峰红叶岭。该
线路陆路全程30余公里、水路全
程20余公里，是一条与红叶亲密
接触其乐无穷的线路。这里集山
峰之精粹、集红叶之精华，是摄影
和观赏的最佳去处。

2.官渡镇·紫阳台红叶坡。该
线路全程38公里，是巫山红叶红
得最早的景区之一。沿途10余公
里,放眼望去，满山遍野，如火似霞
的红色海洋。还可探访距今9万
年的9个洞官渡人遗址。

3.双龙镇·安静村红叶湾。该
线路全程52公里，是一条自驾游
线路，可俯瞰小三峡境内最精华的
部分。这里云顶和鱼头湾两岸层
林尽染，遍山红叶似彩霞；巴雾峡
河一鱼头，悠闲乐在水中央，景色
非常迷人。

4.抱龙镇·青石村红叶山。该
线路全程陆路76公里、水路20余
公里，是一条“登高眺巫峡，一峰见
八景”最美线路，可观赏广袤的最
美红叶、俯瞰长江和神女溪，与神
女峰咫尺对视，气势磅礴，景色宜
人。

5.培石乡·后宝山红叶王。该
线路全程30余公里，可观神州乃
至世界罕见的三峡乔木黄栌红叶
中树王——“培石乡·红叶王”，目
前成片红叶达4000余亩。

6.庙宇镇·莲花塘红叶沟。该
线路全程60公里，有庙宇莲花塘
至范家沟沿途5公里满山红叶，色
彩饱满，叶片闪亮。还可探访距今
204万年的龙骨坡巫山人遗址。

7.大溪乡·黄栌湾红叶谷。该
线路全程40余公里，从大溪乡错
开峡峡谷进入黄栌子湾沿途，两岸
层层耸艳，从河底红到山顶，往里
红到大溪风情小镇。还可领略到
6000万年以前的大溪文化。

8.三溪乡·望江台红叶廊。该
线路全程50余公里，可观赏连片
长廊红叶3000余亩，且有直径1
尺左右的粗杆大红叶树。

条核心景区赏红叶线路5

条乡村特色赏红叶线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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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
（巫山）国际红叶节开幕式晚会

●时间：2020年11月20日晚8时
●地点：巫山神女剧场
●内容：本届红叶节开幕式晚会突破一直以
来以歌舞为主的方式，强化晚会的创意性，
将耗时7个月倾力打造的《巫山神女》奇幻
秀为主要内容，为观众带来一场更先锋、更
震撼的巫山文化盛宴。

双龙镇、骡坪镇、曲尺乡乡村旅游
开园仪式

●时间：2020年12月
●地点：双龙镇安静村、骡坪镇茶园村、曲尺
乡白坪村
●内容：通过举办乡村旅游开园仪式，展示
巫山乡村旅游新形象，引导游客到乡村体验
生活，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实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0“红叶杯”中国拔河俱乐部公开赛
●时间：2020年11月27日—11月28日
●地点：巫峡·神女景区
●内容：此次公开赛的8支专业队伍100余
名专业选手（含世界冠军队）将在巫峡·神女
景区巅峰对决。

第二届长江三峡旅游一体化
（巫山）旅游营销大会

●时间：2020年11月26日—28日
●地点：江山红叶酒店、小三峡·小小三峡景
区、巫峡·神女景区
●内容：大会将邀请市内外旅游协会、旅游企
业、新闻媒体、有关区县文旅部门人员及县内
旅游企业参加，并组织相关区县开展文化旅
游推介及2021年度旅游合作洽谈；还设有文
化旅游商品、文创产品、农特产品展示区。

重庆五里坡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边界细微调整）

国际研讨会
●时间：2020年11月30日—12月4日
●地点：江山红叶酒店
●内容：该研讨会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联合巫山县政府举办，邀请世界遗产中心、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部分专家及市
林业局、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领导
参加；深入探讨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价值，系统立体
地研究三峡库区气候与物种繁衍保护之间
的联系。

“品烤鱼·赏红叶”文化旅游消费季活动
●时间：2020年10月—12月
●地点：巫山游客中心、三峡院子
●内容：活动由县商务委组织万州、巫山、巫
溪商家在游客中心举办烤鱼大赛，通过专业
人士、市民现场品尝打分，评选“三峡烤鱼名
店”，并由市餐饮协会授牌。届时，还将在三
峡院子等地组织 5 场烤鱼千人宴主题营销
活动。

此外，本届红叶节期间，还有2020华中
户外“巫山户外文化旅游季”、民宿音乐季、

“巫山情韵”情景演出、“诗意画巫山·最美三
峡红”画家写生采风艺术周、2020年度三峡
大坝客户答谢会、红叶婚纱秀（红叶汉服秀）

“红叶传情·山盟海誓”等相关活动等你参与。

文峰观红叶文峰观红叶

美丽中国，三峡红叶。
初冬时节，以黄栌、乌桕、枫树为

代表的“秋色叶树种”，随着气温降低，叶色
由绿转红，悄然间布满巫峡大地。

巫山的红叶又红啦!从巫峡神女峰景区到小三
峡·小小三峡景区，自南到北，绵延百万余亩，层林尽
染，令人沉醉。

为进一步唱响“红叶”品牌，近年来，巫山以全域旅
游发展为抓手，多措并举，不断壮大文化旅游产业，丰
富文化旅游产品；以第十四届中国·重庆长江三峡
（巫山）国际红叶节为契机，全面营造宣传氛围，壮

大节庆经济，推广“神女恋城·红叶巫山”品牌；
同时，全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造长江三

峡旅游集散基地，加快建设国际知名
现代化旅游城市。

红叶节精选活动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