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精致露营
在重庆悄然兴起。记者9月21日从采访中获悉，不少商家认
为，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精致露营将成为下一个旅游新蓝海。

何为精致露营？和传统露营不同，它更加讲究品质，又叫
“搬家式”露营，即外出露营时带的东西要多和齐全。

26岁市民王憨在这个中秋节就玩了一把精致露营。“我们
不仅带了帐篷、防潮垫、睡袋、气垫等露营必备装备，还带了便携
式桌椅、灯具、炊具等，算是一个简易的家了。购买这些装备，总
共花了5000多块钱。”王憨告诉记者，他19日去仙女山国家森
林公园露营基地，一连待了3天。

精致露营走俏的背后是露营经济的兴起。迪卡侬重庆地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充气床垫为例，最近，一款价格499元
的充气床垫是重庆门店的销售冠军，价格便宜一半的基础型气
垫，销量反而不如前者。记者采访发现，目前精致露营主要覆盖
喜欢旅游的年轻人、亲子家庭、户外运动爱好者等3类人。

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教授牟红告诉记者，精致露营市
场非常大，是旅游市场新蓝海。从整体上看，重庆和全国一样都
处于精致露营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面临着露营基地少、配套设施
不全、政府主动引导缺乏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精致露营在重庆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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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9月21日，来
自市文化旅游委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三
天假期全市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32万人
次，同比2019年增长2.3%；全市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到馆人数63.9万人次，线上服务
76万人次，文化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据介绍，节日期间，我市各区县举办了
打糍粑、送月饼、赏花灯、文艺晚会等各式各

样活动。如北碚区举办了“我们的节日——
中秋”非遗项目展、“诗意过中秋”亲子家庭
主题活动、“新时代的先声——五四运动图
片展”“感恩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我们
的小康生活’乡村村晚”；江津区举办了蔡家
吃新文化旅游节暨中山爱情采蜜节、小风车
稻田音乐会暨中秋嘉年华、“绘本阅读——《中
秋节快乐》”；涪陵区举行了2021中国农民丰

收节暨美心红酒小镇金秋消费季活动；南川区
举行了金佛山景区第三届国潮文化节；万盛经
开区举行了黑山谷国际光影艺术节等。

这些节庆活动既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
日气氛，又带动了节日消费。数据显示，中
秋三天假期，我市都市旅游持续火热，洪崖
洞民俗风貌区接待游客14.9万人次、磁器
口古镇接待游客7.63万人次、北碚精品民

宿入住率达到100%；乡村旅游备受青睐，
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接待游客12万人次、南
川生态大观园接待游客9.5万人次、长寿湖
旅游区接待游客8.4万人次。

此外，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
化馆免费开放，到馆人数63.9万人次，线上
服务76万人次。其中，南岸区、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及重庆图书馆开展的各类中秋群众
文化活动吸引20万余群众参与。全市博物
馆接待观众约3.6万人次。市级专业艺术
单位开展演出16场，吸引观众3285人次。
节日期间，全市各景区及文博场所均严格按
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中秋小长假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重庆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32万人次

□本报记者 罗芸

9月 18日以来的暴雨洪灾让城口县15个乡镇、街道的
3400余人受灾。21日，记者来到城口采访了城口部分受灾地
区的群众和党员干部。

东安镇是此次暴雨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镇。
21日上午，在东安镇中心校读书的朱金艳，收到学校所在

的仁河社区支书王字超送来的月饼。
“回家的路断了，但还是能吃上月饼。”朱金艳说。
在孩子们吃月饼的同时，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地推进：护送453名返校学生通过危险地段、为群众房屋清
淤、修复被冲断的饮水管道……

工作人员王雪萍和罗亚林18日开始在镇政府值班，没想到
遇上灾情。除了向家里报平安，两人没有回家过节的念头。

“灾后要做的事太多了。大家都只考虑群众能不能过好节，
没时间想自己能不能过节。”王雪萍说。

尽管受灾严重，经过努力，东安镇做到了人员“零伤亡”。
21日傍晚，蓼子乡兴和社区沈来建家又升起了炊烟。他家

是该社区最后一户完成清淤的居民。
19日凌晨，从房后山上泄下的洪水灌进沈家屋子，淤泥最

厚的地方有两米深。
19日白天，乡里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十几人来到他家，

帮助清淤。“他们自己带盒饭来吃，还不许我买水，自己带水喝。”
沈来建说。

“为确保每户居民都能在家过中秋，加入清淤队伍的志愿者
越来越多。”乡建管办主任凌贵秋说，有时候盒饭数量不够，乡干
部就把盒饭让给志愿者，自己泡方便面吃。

21日中午完成清淤后，凌贵秋和同事们仔细检查了房屋结
构，确保安全后才让沈来建进屋。

“这么大的洪水、这么厚的泥巴，我还以为这个中秋要在外
面过。”沈来建说，没想到乡里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都来帮忙，让
自己在家里过上中秋节。

目前，除东安镇外，其它受灾乡镇已基本完成清淤工作。
舂糍粑、吃月饼、表演节目……20日下午，街道为地灾点疏

散群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活动。
“我们希望受影响的居民都能快乐过节！”驻友谊社区的街

道政法委书记朱连军表示，目前街道仍在派工作人员轮班值守
地灾点，预防新的险情发生。

暴雨洪灾之后

城口干部群众这样过中秋

南川 跑出“景城乡”融合发展加速度

金佛山万卷书台景区 摄/汪新

“重庆城里金佛山，金佛山下南川
城，南川城里有东街，南川城外有原
乡。”这句话，正是对南川“景城乡”融
合发展最直接、生动的诠释和写照。

一年来，为率先实现与中心城区
同城化发展的目标，南川区立足“三优
禀赋”，高标准实施金佛山北坡提档、
大观原点等一大批精品项目的布局和
建设，加速推动“景城乡”融合发展，

“城依景、景融乡、乡伴城”的格局日渐
显现。

金佛山全面提档升级

近日，金佛山北坡索道新吊厢安
装完成，现已正式投入运行。升级后
的吊厢外形四面全部安装透明玻璃，
实现了“全景观光”，成为景区的“流动
景观走廊”，大幅提升了游客的体验
度。这仅仅是金佛山提档升级的冰山
一角。

事实上，在全面提升金佛山含金量
方面，南川办成了一件期盼多年的大
事。“金佛山体制机制改革的完成，意味
着打破过去各个运营主体相互掣肘的
发展瓶颈，彻底破解了长期困扰南川旅
游发展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金佛山旅
游将展开全新局面。”南川区相关负责
人说。

一年来，南川收回了金佛山北坡
资产，接管经营平稳过渡，从规划、设
施、业态、配套等多个方面对金佛山北
坡进行产品、品牌、品质重塑；对重庆

旅游投资集团全资子公司山水公司进
行增资扩股，建成混合所有制公司，景
区一体化运营和一体化营销同步开
展。

体制改革带来的成果正加速显
现。一年时间，南川区实施景区提升
工程项目50余个。截至目前，北坡
滑雪场提档升级项目已全面改造完
成，通过引进以色列高温造雪技术及
先进设备，延长1月～2月滑雪周期，
有效破解了金佛山冰雪旅游靠天吃
饭、周期短等难题。去年冬季尝试举
办了首个冰雪季活动，接待了3万多

人，游客接待量及旅游综合收入分别
同比增长280%和410%。同时，古佛
洞、拜佛台、金佛山假日酒店改造提
升等项目加速推进，景区形象由外到
内刷新变靓。北坡快速公路等旅游
通道项目提速建设，旅游交通体系不
断完善，“一小时从主城上金佛山”加
快实现。

今年1-8月全区接待游客2004
万人次，同比增长65%；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07.8亿元，同比增长126%。“金
佛山·福南川”旅游名片越来越靓、越
来越响。

“推动景区全面提档升级，我们在
实施‘金佛+春夏秋冬’旅游产品提升
行动的基础上，将着力延伸产业链、完
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金佛山观
光游向康养游、体验游、深度游拓展。”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说。

棚户区“变身”城市客厅

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南川客
厅”东街文旅小镇将推出新的旅游产
品，1965·三线文化主题民宿和废墟
公园将开门迎客。

东街曾是南川最热闹的商业中
心，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容，逐渐成为拥
挤破旧的棚户区。以棚户区改造为契
机，2019年，南川区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采用“开发+市场专业运营”
的模式，将东街打造成为文旅综合体
验项目。

引进中青旅运营，今年1月，东街
项目正式开街，至今已接待游客510
万人次，彻底改变了过去玩金佛山的
游客“不进城、不过夜”的尴尬状况，成
为串联南川旅游“景城乡”融合发展的
关键支撑。

其实，南川东街的成功不仅是打
造了一个城市地标和一张旅游名片，
更是因为其解决了“资金有限”“千城
一面”“只输血不造血”等城市更新中
的诸多痛点，创新探索出了一条“更
新+开发+运营”的可复制、可推广的
城市更新模式，实现了人居环境提升、
城市风貌提升、品质可持续、文脉可传
承等诸多价值于一体。

如今，“老东街”焕发出了新活
力。截至目前，东街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13亿元，中介评估市值超26亿元。

乡村游串起“珍珠链”

渝湘高速大观互通口下道，一个
极富设计感的环状建筑映入眼帘，这
便是南川乡村旅游的地标——大观原
点。

项目引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的先进理念，遵循“自然与人工共
存、梦境与现实互换”，最大限度保
留山、石、林、田等自然本底，塑造

“内观青山、外观花海”的景观格
局。项目将于国庆节建成投用，风
物集、精品民宿、沉浸式游戏等品质
项目和创新业态将引领南川乡村旅
游高质量发展。

项目兼具乡村旅游集散中心和乡
村旅游目的地两大功能，由鹅岭二厂
项目运营公司开展市场运营。一方
面，其能够通过导游、导览等方式，将

“十二金钗”大观生态园内的各景点、
农业休闲观光基地、特色民宿等串点
成线；另一方面，其本身还配备有酒店
民宿、特色餐饮、休闲购物、文化体验、
沉浸式游戏等众多功能区域，为游客
提供多元化的原乡体验。

同时在三泉镇石板沟，结合周边
天坑、绝壁、瀑布、溪谷等自然景观，由
弃渣场改造而成的万卷书台四季花海
景区开园迎客；太平场军旅文化特色
小镇动工建设；银杏村等也在进行文
农旅融合方面的开发……

当前，“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的走深走实，以及乡村振兴的全面推
进，在南川，一大批乡村旅游项目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做大增量的同
时，该区还在大力探索“农、文、旅、商”
的融合发展路径，以提高乡村旅游产
品供给质量。

王静 刘廷

9月21日，重庆书城，不少市民在书香中“充电”度过假
期。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9月21日，游客在黔江区爱莉丝庄园景区赏菊过节。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9月21日晚，江北嘴，皓月当空，市民乐享中秋之夜。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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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今年中秋节
假期，重庆消费市场促销活动多，进一步释
放了消费潜力。据市商务委9月21日发布
的消息，节假日期间，全市主要商圈和重点
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71.4亿元，同比
增长9.8%。

联动促销带动消费平稳增长

节日期间，重庆各区县、主城各大商圈、
各大商贸企业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联
动促销活动，促进消费稳步增长，成为今年
中秋节期间重庆消费市场的一大亮点。

其中，江北区联动观音桥商圈、江北嘴
中央商务区、大石坝片区、寸滩丝路花街等
地200多家商家推出融合消费促进、“商旅
文体”元素在内的夜间特色主题活动，进一
步刺激消费，带动全区节日期间零售额同比
增长15.7%。譬如，“夜江北奇趣狂欢节”活

动，聚焦江北区商业综合体，以打卡、玩游
戏、助消费的形式，激活了区内商业联动发
展的新模式。九街、苏宁电器、世纪新都、源
著天街、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东原D7、财
信广场等14个消费场景作为本次“奇趣玩
乐之旅”打卡站点，中秋节期间销售额平均
增幅达到18%左右。

沙坪坝区联动国美电器、佛罗伦萨小
镇、王府井百货、沙坪坝万达广场等大型商
业综合体、商场、专卖店，结合中秋国庆节
庆特色开展消费促进活动。中秋节期间，
全区重点监测商贸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24.1%。

渝中区的时代广场、重庆来福士、时代
天街、国泰广场等各商业体，纷纷推出了各
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地集聚了人气、刺激
了消费。中秋节期间，该区重点监测商贸企
业零售额同比增长11.8%。

乡村游为农家乐带来火爆生意

中秋节期间，吃农家乐、住民宿、打卡
“网红”乡村民宿群，成为不少人发现乡村美
景、美食和风土特色的选择。

为此，万州区结合中秋民俗文化，组织
开展了游平湖、观夜景、赏曲艺、中秋诗会等
活动，给中秋节夜间消费带来新风潮，带动
近郊游、自驾游出现火爆景象。同时，甘宁
大瀑布、高梁七星谷、安溪安澜谷等景区通
过门票减免、打折优惠、减价套餐等促销方
式集聚人气，有力地促进了农家乐餐饮住宿
消费市场的兴旺。璧山区举办了璧山清水
鱼·2021重庆璧山第二届乡村文化旅游季
活动。乐队驻场演出、魔术、川剧变脸、小丑
杂技、萌宠明星秀等节目，以及钓鱼大赛、捕
鱼秀、农家特色鱼宴等“鱼”文化活动，使得
前去游玩、消费的人络绎不绝。

乡村旅游为农家乐带来了火爆的生
意。市商务委监测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
市各区县重点监测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增长
15.8%。其中，重点监测的彭水县、奉节县、
武隆区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71.4%、
56.3%、49.9%。

大众餐饮消费市场红火

每到节假日，家庭聚餐、亲朋聚会就会
成为餐饮消费市场的“重头戏”。今年中秋
节期间，全市各餐饮企业抓住节日商机促
销，大众餐饮消费市场呈现红火景象。

市商务委监测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
市重点住宿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8.1%；江北区餐饮消费在巨大人流量的带
动下，整体呈现火爆态势，尤其是星级酒店
的月饼消费及家庭宴、商务宴请消费，平均
增幅达到了35%左右。

各区县、主城各大商圈和商贸企业开展联动促销，促进中秋消费市场红火

重庆主要商圈和商贸企业揽金逾7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