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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旅游，为生活添彩。那么，
未来文化和旅游是什么样的呢？本次智
慧旅游展厅在深挖文旅要素的同时，展
示了大量文旅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的新
成果和新应用，并打造了多个科技互动
项目，甚至可以让人穿越时空，体验未来
文化和旅游新趋势，吸引不少观众互动
体验。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台不仅展
示了200件三峡精品文物视频，更以一张
晚清老地图《增广重庆地舆全图》，运用融
合AR、VR技术的混合现实MR技术，可
让人“走进”地图。体验者通过佩戴Ho-

loLens全息设备，便置身于晚清时期的
街道、店铺、码头等场景中，通过人、场景、
真实文物、虚拟内容等之间的融合和互
动，生动理解文物背后故事。

大足石刻研究院-华为科技展台不
仅通过光影与雷达互动方式，全面呈现了
大足石刻原貌，更国内首例利用MR大屏
结合动作识别与AR技术，在实体造像的
基础上叠加虚拟场景，让体验者与千年石
刻对话。此外，体验者还可以将MR大屏
体验形式和文化内容复刻到移动端小程
序上，通过手机扫石刻造像来完成受众与
造像之间的互动体验。

凤凰数字科技展台展出了《清明上
河图》和《千里江山图》动态数字长卷，并
运用三维引擎技术，对原画元素进行3D
模型创建，让画中元素动起来、活起来，
给人带来入画、入景之感。在《心相山
水》触摸交互项目中，体验者还可以在触
摸屏幕上自由移动山水、桥梁、建筑等素
材，随心组合，设计出自己心中的千里江
山图景。

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中
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展馆智慧旅
游展厅营造了旅游科技的各种应用场景，
让你充分体验未来旅游的无穷魅力。

沉浸式体验文旅“黑科技”
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展馆智慧旅游展厅亮相智博会

科技改变生活，也重构着文旅新场景。8月23日至25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

会在重庆举办。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展馆智慧旅游展厅以“智慧旅游，科技赋能”为主题，着眼于唱响重庆“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品牌，展出国内众多行业标杆企业的新成果、新应用，营造出未来“诗与远方”的奇妙场景，成为展会现场的一大亮点。

当前，伴随5G、大数据、云计算、物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
日趋成熟，智慧旅游的“新基建”，推进
了现代旅游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

那么，如何让智慧旅游变得更加
“触”手可及？8月23日，中国—上海合
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智慧旅游分
论坛在重庆国际文旅之窗举行，来自国
内外的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进行了“云上”对话，分享了对智慧
旅游的前沿观察。

该论坛齐聚了国内外智慧旅游领
域的多位专家学者、高校教授，以及旅
游、科技、通讯、航空等领域的企业代
表，涉旅行业协会代表参加，采取主旨
演讲+线上线下嘉宾对话的方式进行。

清华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熊
澄宇，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孙若风，重庆邮电大学副校长、旅游多
源数据感知与决策技术文化和旅游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国胤，作了精彩的主
旨演讲。

熊澄宇表示，智慧旅游将把旅行变
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能”，甚
至打破时空的限制，其核心“三论”是系
统论（全环节）、控制论（全过程）、信息论
（全要素），手段涵盖大数据、区块链、智
慧谷、二维码、客户端等，要素涵盖市场
拉动、政策带动、科技驱动、资本推动。

孙若风表示，从智慧化管理到智慧
化服务、从景区到全域、从城市到乡村、
从现实场景到虚拟场景，智慧旅游已经
步入发展快车道，而融合可以让智慧旅
游更有广度、更有创意，涵盖文旅融合、
文体康旅融合、旅游与相关行业融合等，
未来旅游可以进一步加强融合，营造处
处审美、时时审美、人人审美的环境。

王国胤认为，旅游产业正在向智慧化
迈进，智能和创新是未来的主题。实现智
慧旅游，需要模式和技术上的不断创新。
研究机构应以“智能+”为主线，发挥学科
优势，赋能产业变革，致力于旅游多源数
据感知与决策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政府、景区、企业等应以“+智能”为
主线，创新体制机制，共享产业资源，促进
智慧旅游建设，携手共建旅游产业的智能
化生态，推动智慧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

主旨演讲结束后，柬埔寨驻重庆总
领事尤索科，重庆文化旅游明斯克推广

中心主任、白俄罗斯旅游文化商品中心
主任、白俄罗斯明斯克市驻重庆代表欧
莉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秦定波等嘉宾围绕“深化重庆和上
合组织国家文旅交流”进行5G线上连
线+线下对话，畅谈文旅合作，展望美
好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上还举行了
“中国（重庆）—上海合作组织智慧旅游
中心”和“重庆国际文旅之窗”授牌仪
式。中国（重庆）—上海合作组织智慧
旅游中心将秉承“政府主导、多方参与、
国际合作、文旅交流”的原则，围绕“共
商发展标准、共建发展平台、共促市场
发展、共推文旅品牌、共同培养人才”五
大任务，利用智慧旅游现代信息化技
术，建设上合组织智慧文旅交流服务平
台，展示智慧旅游产业新成果、交流智
慧旅游应用新模式、展望智慧旅游发展
新前景，促进上合组织成员优势互补、
密切合作、协调发展。

重庆国际文旅之窗是我市加快打造
内陆开放高地、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文
化强市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
措，将充分发挥涉外文旅交流公共服务
平台的作用，围绕“窗口”“贸易”“旅游”定
位，打造国际文旅交流、国际文旅商品展
销、出境游公共服务三大功能，重点做好
全市国际性文化旅游交流活动的组织、
策划和承办，搭建中外政企交流桥梁，为
国外友城和驻华领事机构提供在渝推广
平台，建设重庆文旅对外宣传窗口。

8月23日，在2021中国国际智能
产业博览会上，2021重庆文旅大数据
发布活动举行。中国旅游研究院、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数据中心、中国移动、美
团分别发布了《2021年上半年在线旅
游资产指数报告》《西南地区乡村旅游
大数据分析报告》《重庆旅游复苏大数
据报告》和《重庆旅游火爆的游客评价
分析报告》。重庆多项指标居全国前
列，其中上半年在线旅游资产指数排名
全国第四。

《2021年上半年在线旅游资产指数
报告》通过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研
发的在线旅游资产指数体系，定性分析
2021年上半年主要城市发布指数、传播
指数、互动指数、口碑指数和交易指数五
大维度的指数，通过这五个视角统一测
评单一目的地、景区等旅游经营者的在
线资产表现指数。

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北京、
广州、上海、重庆、三亚等城市在线旅游
资产综合指数稳居全国前列。其中，北
京综合分值609.48，排名第一;重庆综
合分值554.60，排名第四。

《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大数据分析报
告》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及协同打
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为大背景，对西南
地区的乡村旅游市场进行了旅游项目特
征、空间分布特征、餐饮住宿发展特征，
以及疫情下的行业消费复苏指数分析。

数据显示，西南地区乡村旅游以自
然风景(693个)、历史古迹(492个)、村寨
(459个)、农业体验(290个)和农业景观
(256个)等类型为主，民俗节庆(92个)、
主题公园(25个)、拓展和博物馆类(共21
个)等乡村旅游类型较少。

其中，重庆以农业体验、农业景观、

度假村为主，四川以自然风景、历史古
迹、村寨为主，贵州以自然风景、村寨、
历史古迹为主，云南则以村寨、历史古
迹、自然风景为主。

在行业消费复苏指数上，随着国内
疫情得到控制，大众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升级，空气清新、生态优良、环境空旷、交
通便捷、成本较低的乡村旅游已迎来率
先复苏和回暖的机遇。其中出行复苏指
数（101.8）、住宿复苏指数（98.43）、餐饮
复苏指数（97.49）。

《重庆旅游复苏大数据报告》基于
重庆移动“大智大数据”平台，对过去一
年重庆总体游客及各景区客流量变化、
疫情影响游客的出行选择、游客交通方
式、行为偏好等做出了精准统计。

《重庆旅游火爆的游客评价分析报
告》通过拥有77亿真实用户评价的美团
点评网络评论数据，对重庆等级景区的
游客评价、好评差评高频词汇，分析得出
游客游览过程中的关注点。

走进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展
馆智慧旅游展厅，1300平方米的展陈面积
气势恢宏，科技感、未来感十足。整个展
厅，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文旅
特色的“山水”作为外观造型，并运用高科
技手段把立体“山水”进行了数字化、智能
化、景观化、体验化呈现，吸引众多观众参
观、体验和互动。

其中，“重庆市智慧文旅广电云平台”
成为明星项目。该平台由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与重庆旅游集团联合共
建，以“公共服务+产业消费+监督管理”
为职能定位，以建立普惠重庆全域的文旅
广电云示范和行业数据标准为目标，集成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图像处理、
AR（VR）、网络通信技术、软件系统集成

等多项先进技术，融合文化、文物、博物、
旅游、广电等领域，以“一中心、三平台”的
架构，让政府机关、企业机构和公众游客
形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重构了“山水
之城”的新场景。

所谓“一中心、三平台”，即重庆市文
化旅游大数据中心、重庆文化旅游公共服
务平台、重庆市文化旅游产业服务平台、
重庆市文化旅游广电行业管理服务平台。

大数据中心，是系统中枢，以统一接
入标准，实时汇集文旅信息，实现资源共
建共享。

管理服务平台，是决策大脑，为政府
机关提供便捷、全面的管理平台，为决策
和经营提供支持。

产业服务平台，是行业基础设施，为

机构企业提供服务；在线展示、招商、交易
文旅项目；可线上展销与采购；整合惠民
消费入盟商家资源，与商家建立联合营销
机制，全面赋能文旅市场。

公共服务平台，是面向公众的文旅助
手，为游客提供及时、可靠丰富的文旅资
讯；汇集重庆文化场馆、历史遗址、文物雕
塑、古籍文献、景区等资源，供全球游客云
上游览；智能化金牌解说与AR技术结
合，全面提升线下游览体验。

“该平台融合贯通了重庆文旅行业
产业事业发展的决策管理、运营与行政
管理、用户服务、大数据调查与分析、产
业升级等多维度管理服务工作，必将为
重庆智慧旅游行业的发展增添动力。”展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旅游如何更“智慧”？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智慧

旅游分论坛举行

大数据发布
乡村旅游迎来率先复苏机遇

新体验 沉浸式打卡未来旅游

一朵云 重构“山水之城”新场景

多平台 编织重庆与世界新图景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旅游是修身养性之道，
国人自古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本
次智慧旅游展厅十分注重国际交流和文
化多样性，强调国内各个文博单位与上合
组织各个成员国的交流互鉴。

在“重庆—发现上合之旅多语种云
展厅”平台，全方位多角度的推介和展示
了上合组织国家的相关文旅推荐信息，
涵盖上合组织推出的中国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巴基斯
坦拉哈儿的莫卧儿王朝遗产、俄罗斯金
环等八大奇迹遗址，让观众一站式“云”
游上合组织国家的文旅美景，开启了一
扇了解和认知上合组织18个国家的文
化和旅游的新窗口，成为全球首个上合
组织文旅信息最集中、传播渠道最广、使
用语言最多的文旅信息推介云平台。

此外，重庆旅游云展台展示了旅游

资源空间数据管理云平台系统、重庆两
江四岸GIS平台、AR/VR思政数字学习
平台、城口红色数字文化中心等成果。
其中，重庆两江四岸GIS平台利用三维
可视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将11平方
公里“两江四岸”核心区域进行真实的场
景建模还原，集成展示两江四岸区域宏
观性、趋势性数据，实现人、物数据的可
视化管理。

海康威视展台，展出了乐和乐都营运
管理AR鹰眼平台、景区安全敏捷管理系
统、景区游客AR导览系统、景区游客景点
游迹动线系统。中国联通展台，展出了重
庆市游客大数据平台、全国旅游态势平
台、一码游、景区一体化管控平台系统等
成果。

银联商务展台展出了山城通平台、
银杏云游智慧文旅消费大数据分析平
台、全域旅游大数据平台等成果；腾讯文

旅展台展出了“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游
海南”“老家河南 黄河之礼”非遗数字
馆；美团展台展出了旅游服务质量监测
平台&文旅大脑数据大屏、红旅大屏、门
票预约能力模型及智慧化景区建设案例
等；科大讯飞展台展出了AI虚拟机器人，
运用多项人工智能，可以实现30多种语
言及方言的实时播报，实现文字到视频
的直接输出，并支持与游客面对面的场
景交流。

武隆喀斯特旅游产业展台展出了
武隆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推猫科技
展台展出了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3D
智慧景区CR平台。重庆有线展台展出
了巴渝文旅云、5G+文物博览、轻轨穿
楼慢直播等成果。

盛志信
图片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展馆智慧旅游展厅

与会专家带来精彩分享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
业论坛智慧旅游分论坛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