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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休闲城

万盛经开区倾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万盛经开区位于重庆南部尧渝
黔交界袁 拥有 5A 级景区黑山谷尧龙
鳞石海和奥陶纪 野世界第一天空悬
廊冶尧中国内陆最大沙滩要要
要板辽金
沙滩等一大批自然人文景观袁 是全

奥陶纪天空悬廊

国优秀旅游城市尧国家卫生区尧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尧 国家

一的国 家资 源型城 市 旅 游 转 型 发
展试点区尧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尧 国务院 叶全 民健身 计
划曳研制工作 联系城 市尧 国家体 育
产业示范基地尧全国首个全项目轮
滑训练基地尧 全国首个定向运动训

全程发力宣传营销

全域布局景区景点

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尧全国唯
随着城市大规模植绿尧 环境美化靓化尧
文化提升工程的实施袁以及野万盛场冶老街尧
奥林匹克公园尧马鞍山骑行公园尧白果坪湿
地公园尧国能奥特莱斯等一大批城市景观和
参与性项目的投入使用袁万盛经开区初步实
现了野城在景中尧景在城中尧景城一体冶遥 野不
仅是我们喜欢经常到这里来走走坐坐袁就是
外地游客也喜欢这里遥 冶居住在野万盛场冶老
街附近的罗大妈乐呵呵地说遥

其实袁自叶万盛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曳编制
完成袁这些城市景观仅是万盛经开区把 566 平方
公里作为旅游景区全域规划建设的一个缩影遥
万盛经开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负责人介
绍袁近几年来袁在实施旅游景观建设攻坚行
动中袁一方面提档升级核心景区打造大黑山
旅游精品带袁黑山谷尧龙鳞石海等核心景区
完成提档升级袁 奥陶纪 野世界第一天空悬
廊冶尧鲤鱼河漂流尧黑山露营公园尧百花谷尧南

天门风雪世界尧青年汇巅峰乐园尧黑山谷健
康绿道等新景点陆续建成投用曰 另一方面袁
提速建设乡村旅游景区景点袁打造乡村旅游
联动发展带袁推进野三湖一村一院落冶生态文
明和旅游目的地建设袁建成青山湖国家湿地
公园尧板辽湖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尧白龙湖丛
林菌谷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尧 凉风 野梦乡渔
村冶尧金桥尚古村落等新景区袁实现了乡村旅
游野移步异景尧处处是景冶遥

练基地遥
万盛旅游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起步袁经过近 30 年不懈探索袁特别
是近年来扎实贯彻新发展理念袁以
转型升级尧 提质增效为主题袁 围绕
野城乡一体尧 景城一体冶袁 开展旅游
野基础设施尧景观建设尧规范秩序冶三
年攻坚行动袁破解全域旅游尧四季度
假难题袁彰显生态文明尧运动健康特
质袁实现成熟秩序尧游客满意目标袁
全域布局景区景点尧 全境配套基础

全境配套基础设施
野没有想到袁 这个景区几乎实现了免费 WiFi 全覆盖遥 冶2018 年元旦袁
张先生携一家老小从河南到重庆来旅游袁 在游览完黑山谷景区后赞不绝
口遥
这是万盛经开区实施智慧旅游十大工程结出的硕果之一遥
随着全景地图和电子地图的上线运行袁 重庆第一档旅游交通广播的
开通袁 还有重庆主城至黑山谷直达班车的开通噎噎游客到这里不仅是畅
通无阻袁更是畅享自然遥
除此之外袁在实施旅游基础设施攻坚行动中袁万盛经开区还升级改造
了旅游度假区水尧电尧气尧通讯等基础设施袁新增酒店尧宾馆尧农家乐等旅游
业市场主体 6366 家袁黑山谷旅游度假区更成为重庆首个天然气入户度假
区曰全面推进野厕所革命冶袁新建尧改建 A 级旅游厕所 91 座袁建设野第三卫生
间冶17 座袁黑山谷景区荣获全国厕所革命推进工作野人文关怀先进单位冶
称号曰以野保洁尧治污尧改厕尧美化冶为重点袁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袁成功列
入全国首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区遥

黑山幽谷

设施尧全面统筹管理服务尧全程发力
宣传营销尧全民参与共建共享袁大力
发展生态旅游尧 体育旅游尧 乡村旅
游袁树立野运动休闲城窑四季度假地冶
品牌形象遥 旅游已经成为万盛转型
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战略方向袁 也成
为了万盛转型发展尧 实现华丽蝶变
的强大野引擎冶遥

在这野酒香也怕巷子深冶的时代袁如何将万
盛旅游的特色尧精品尧亮点更好展示给游客袁一
直是万盛经开区的重要议题遥
野高端营销冶 必须抓要要
要将万盛旅游打包
进重庆市旅 游局 野山 水之 都尧美 丽 重庆 冶推广
片袁在央视一套投放曰全域旅游目的地形象广
告在央视尧 重庆卫视黄金时段播出曰叶玩转万
盛曳在央视叶乡村大世界曳播出曰充分利用微博尧
微信尧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开展营销袁 实现网
络营销全覆盖遥
野活动营销冶重点抓要要
要精心策划组织全域
旅游十大品牌营销活动袁成功举办中国窑重庆万
盛 野黑山谷杯冶 国际羽毛球挑战赛尧野龙鳞石海
杯冶定向运动挑战赛尧重庆万盛国际跑步节尧南
天门冰雪世界旅游狂欢季尧万盛野凉风国际塘钓
积分赛冶等活动袁首创黑山谷国际高山巨型气球
节袁积极策划浪漫春游季尧消夏避暑季等营销活
动曰录制央视叶乡约曳栏目袁举办野金秋爱情季窑相
约古石林冶大型旅游尧健身尧相亲互动体验活动遥
万盛旅游知名度进一步提升遥
野精准营销冶精细抓要要
要针对不同群体和目
标市场袁 制定优惠激励政策袁 设计不同旅游产
品袁拓宽营销渠道曰扎实推进研学旅行标准制定
和配套保障工作袁 被列入全市首批中小学社会
实践教育暨研学旅行实验区曰 首倡成立中国十
大爱情主题景区联盟袁加强线路产品订制袁游客
市场不断拓展遥
通过这些营销方式的创新和落地袁一个野政
府支持尧部门协同尧企业联手尧媒体跟进尧游客参
与冶的大营销格局得以形成袁爆点已经裂变袁效
应实现倍增遥

全面统筹管理服务
野全区上下牢固树立耶游客至上爷理念袁旅游管理服务已经从耶粗放低
效爷向耶精细高效爷转变遥冶在谈到实施旅游规范秩序攻坚行动成效时袁万盛
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感到甚是兴奋要要
要
在深化体制改革方面袁在全市率先设立旅游发展委员会袁强化全域旅
游统筹协调发展曰设立旅游警察尧旅游工商尧旅游巡回法庭等执法管理机
构袁加强治安管理和旅游市场监管袁维护游客合法权益曰设立全域旅游综
合执法办公室尧全域旅游数据中心尧投诉中心尧应急调度指挥中心等袁整合
物价尧商务尧工商尧环保尧交通尧质监等涉旅部门力量袁联动执法尧齐抓共管遥
建立野1+3+N冶全域旅游综合执法管理体系袁推动旅游管理从单一部门行
政管理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袁从景点景区围墙内的野民团式冶治安管理尧社
会管理向全域旅游依法治理转变遥
在强化旅游服务方面袁 加强旅游企业尧 从业人员管理服务标准化建
设袁黑山谷旅游服务标准化项目获批为国家级示范项目曰全面实施野服务
上山冶袁开展野清凉一夏窑健康黑山冶系列旅游服务提升活动和野六个一冶志
愿服务活动袁有效提升万盛旅游美誉度和游客满意度遥
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袁建立全域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尧景区执法巡查尧
游客满意度测评制度和质量监督暗访机制袁部门尧镇街各司其职尧齐抓共
管的全域旅游工作格局初步形成曰建立诚信经营体系袁完善 723 家涉旅企
业诚信档案袁推动旅游行业诚信经营袁营造行业新风遥
在创新投入机制方面袁组建经开区开发投资集团尧黑山谷旅游投资有
限公司等区属国有平台公司袁 代表政府进行全域旅游产业投融资和基础
配套建设袁完成景区初期开发遥 大力招商引资袁成功引进奥陶纪旅业有限
公司尧东方园林集团等民营市场主体 11 家袁开发建设奥陶纪公园尧野记忆
157冶等多个旅游景区和项目遥 全域旅游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项目开发建
设多元化投入机制基本形成遥

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凉风渔村美如画

板辽金沙滩游人如织

万盛经开区全面推行本地居民和度假居民
不限次数免门票进入景区健身的 野健身卡冶制
度袁 实施全域公交 1 元一票制方便群众到景区
休闲健身曰发挥野旅游+冶功能推动旅游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袁促进就业创业尧带动脱贫增收袁
使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 自豪感不断增
强袁 本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满意度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遥
数据最具说服力院2017 年袁 万盛经开区共
接待游客 1805.6 万人次尧增长 41.8%袁实现旅游
总收入 91.2 亿元尧增长 41.9%遥 旅游业增加值占
地区 GDP 比重尧旅游从业人数占本地总就业人
数比重尧接待游客人次达本地常住人口倍数尧旅
游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尧 农民旅游收
入占纯收入比重等 5 项指标袁 均已达到或超过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量化考核指标遥
毋庸置疑袁在万盛经开区袁旅游产业对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袁 旅游发展
的政治尧社会尧民生功能进一步实现遥
1 月 4 日袁 万盛经开区召开加快实施全域
旅游战略大会遥 会议指出袁万盛经开区将立足现
有旅游资源优势袁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主线袁
抓重点尧补短板尧强弱项袁全面升级旅游产品供
给尧基础配套尧管理服务尧宣传营销和政策保障袁
打造万盛旅游升级版袁 加快建成国家资源型城
市旅游转型发展试点区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尧
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袁 打造世界旅游
目的地遥

石林红苗欢歌
黑山谷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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