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今要闻
2020 年 11 月 5 日 星期四 主编 江前兵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耿士明 责校 黄颖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好一座重庆城，开门就是 18 层，条条轻轨穿楼过，花椒红椒安
逸得很！”重庆，山城的立体交通，让出行变成了一场沉浸式旅游体验。重庆，撩人的夜色下藏
着无限的柔情，诱惑的美食时时让人萌生再去一次的冲动。
在全国城市吸引力中，重庆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在 2019 年吸引了 6.57 亿人次的游客
到访。从 2015 年接待游客 3.9 亿人次到 2019 年的 6.57 亿人次，数字巨幅增长的背后，是重
庆倾力打造“近者悦，远者来”的巨大决心和有效举措。

从 3.9 亿到 6.57 亿
全域旅游让重庆近者悦远者来
国际马戏城演出现场

酉阳桃花源景区

轨道交通 2 号线李子坝站
美维凯悦号
2020 年 10 月 1 日，朝天门码头，长江内河
唯一一艘采用直流电推系统的高端游轮“美维
凯悦号”鸣响汽笛，缓缓从码头驶出，开始了它
的处女航。
站在这艘由重庆自己运营的世界最顶尖内
河游轮的甲板上，
望着满城的璀璨灯火，
重庆市
交通运输水运科学研究评审专家、东江实业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周琢感慨说，
仅仅一个月时间，
游轮可售船票就已被游客一抢而空，
“这是三峡
游轮船票销售史上首次预售不超一月就卖空的
场景。
”
一组来自市文化旅游委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国庆中秋长假里，1108.6 万人次的游客从
全国各地来到了这座山水之城。
另一组同样出自市文化旅游委的数据，则
更加说明了重庆这座正“行千里·致广大”的城
市有着多么巨大的魅力：2015 年，重庆全年共
接待旅游 3.9 亿人次游客；2019 年，重庆全年接
待游客人次已经达到 6.57 亿。

重庆让世界内河游有了最顶级标准
总吨位 1.7 万吨，共 6 种房型 286 个客房，
最大载客量 690 人。船上健身房、书吧、酒吧、
剧院、儿童区等设施一应俱全，还有 270°全观
景皇朝餐厅。顶层的阳光甲板，白天可供休闲
卧看两岸青山，夜晚可吹江风仰望星空。
“如果说之前世界内河游轮要看欧洲，
那么
现在的世界内河游轮就要看重庆。我们的三峡
游轮整体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欧洲，达到了世
界顶级。”
周琢说。
“这艘江上
‘巨无霸’不仅体积大，
还是长江
内河唯一采用直流电推系统的高端游轮，其动
力系统堪称游轮界的
‘特斯拉’
。它节能、环保、

静音、减震等指标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美维凯悦号采用了 4 台发电机发电，比传
统电力更优化，加速减速会更快，
给旅客带来的
舒适感也更强。据悉，这艘船由中船重工集团
下属九家单位参加科研和建造，是军民高科技
技术融合的典范，这艘船已被国家工信部认定
为
“国家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项目”
节能环保示
范船舶。
越来越舒适的三峡游轮，为重庆的三峡游
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5 年前，选择三峡游的游
客以欧美日韩游客居多，可从 2017 年开始，国
内游客就呈现逐年攀升的情况。”周琢说，第一
批选择三峡游的游客，大部分来自江浙沪和北
方地区。
“三峡游，一直有点‘远香近臭’。”周琢笑
言，
因为靠近大江大山居多的缘故，
西南地区的
人们对三峡游一直不太
“感冒”
。
但是，
这样的游客分布，在今年国庆长假期
间，
再次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惊喜地看到，在
此次首航中，来自西南地区的游客有赶超江浙
沪和东北游客的趋势。这说明，随着重庆打造
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脚步一步步迈进，随着三峡
游轮硬件设施的不断升级，更多的游客愿意将
自己的眼光放到周边，来享受这种悠闲度假的
方式。
”

文旅融合让重庆实现近者悦远者来
作为重庆文旅融合的地标，重庆国际马戏
城从敞开大门举行首演开始，就成为了游客们
最爱的重庆打卡地。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这样的火爆场景达到
了高潮：8 天演出，场场爆满，各网络售票平台
销售火爆，现场售票点更是一票难求，
开创了重

庆国际马戏城自驻场演出以来假日演出场次、
观众流量的新高。32 场演出吸引了约 6 万观
众前来观看。
而在酉阳桃花源景区，文旅融合的步伐也
正在给游客们带来全新的旅游感受。
“以前，游
览景区就只是看看景，再看看酉阳特色的摆手
舞。但现在，我们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搬到了景区之中。游客在赏景的同时，还可
以近距离感受带有浓郁酉阳地方特色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
这样的文旅融合，
更加让桃花
源的自然美景有了灵魂和底蕴。
”酉阳文旅委相
关负责人说。
2018 年，重庆首次提出打造旅游业发展升
级版。之后，
重庆的文旅大动作一直不断。
2019 年，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约
400 名全球知名旅行商来到重庆采购“重庆旅
游”，签约合作项目 17 个。这一年，重庆还举行
了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世界大河歌会等系列
重大文旅节会，汇聚文旅资源。
文旅系列组合拳的打出，让重庆在 2019 年
吸引来了 6.57 亿人次的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
5734 亿元。

用消费优惠补贴拉动文化和旅游消费
近年来，市文化和旅游委通过投入财政惠
民资金，撬动山城通 APP 和阿里旗下大麦、淘
票票、口碑、飞猪等平台共同出资，开展线上消
费优惠补贴活动。
在 2019 年举办的第三届文旅惠民消费季
期 间 ，这 几 个 合 作 平 台 共 计 完 成 消 费 补 贴
709.6 万元，其中财政出资 407.5 万元；撬动平
台配套出资 302.1 万元，惠及 4276 个文化旅游
商户（或演出项目）和 136 万人次；直接拉动文

化和旅游消费 8140 万元，财政惠民补贴资金
直接拉动文旅消费比例达 20%。同时，平台
共计获得了超过 48 万的新注册用户，实现了
双赢。
同时，市文化和旅游委还助力文化和旅游
企业打造品牌。
一方面，对大胆创新文化商业模式的 20 个
优秀案例，如南之山“书店民宿”模式、江小白
“表达瓶”模式、三峡绣“传统刺绣+家装设计”
模式等，给予每个 5 万元、总计 100 万元的补
贴。
另一方面，依托文旅惠民消费季帮助文化
和旅游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巩固品牌形
象，
形成品牌记忆，
增强参与意愿。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 2019 年“夜间经
济十强城市”
中，
重庆榜上有名。提升夜间经济
是提升文旅消费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重庆升
级打造了解放碑、洪崖洞、较场口、观音桥、长嘉
汇、弹子石老街等夜间文旅品牌。
“重庆提升文旅消费的另一大亮点是打造
大数据智慧文旅。
”
市文化和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照“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要求，重
庆大力抓好国家有线电视网络与广电 5G 一体
化发展试点，
全力打造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
全域旅游云平台。
适应“5G+4K”发展趋势，深入推进三网融
合，
推进智慧广电数据中心建设，
推动有线电视
网络全 IP 全光网升级。
洪崖洞、红岩联线、长江索道等热门景区实
现网上实名制预约。礼嘉智慧体验园一期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融合生态景观与科技应用，打
造智慧游憩空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
“火花四溅”
看 606 件中外刀具作品如何玩出新花样

古有大足五金打铁声声传千年，今有刀具
专业赛件件作品有看点。昨日，记者从市科学

技术局获悉，
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
区）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以下简称
“专业赛”
）正式完成初赛评选阶段。
报名期间，主办方共收到有效参赛作品
606 件，其中包含重庆市内作品 289 件，市外作
品 294 件，国外作品 23 件。届时，围绕厨用刀
具、创意旅游礼品刀具、刀具包装盒三个专业方
向，
共计 64 件作品进入 11 月 7、8 日的决赛。
本次专业赛由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
公室支持，
重庆市科学技术局、
大足区政府主办，
大足区科学技术局、重庆国际传播中心承办，
旨
在搭建服务创新创业的平台，
推动五金产业高质
量发展，
助力
“五金制造”
迈向
“五金创造”
。
专业赛沿用去年赛制，来自全国的参赛者
以个人或小组自主报名参加初赛。报名期间，

大赛得到了来自全球各地五金刀具企业、创意
设计团队、高等院校师生、自由设计师及其他创
意设计爱好者踊跃参与。经专业评选，本次晋
级决赛的 64 个项目中，将产生一二三等奖 18
个，
优秀奖 42 个，
总奖金高达 48 万元。
据悉，本次专业赛还将评选出“最佳表现
奖、最佳人机工学奖、最佳 CMF(色彩、材料、肌
理)奖”。
“ 相比往届，今年专业赛首次开通重庆
大足锻打刀具创意设计专业赛官方网站（http:
//www.chinaforgingtooldesign.com），在 刊 播 更
多大赛资讯的同时，网站也能对参赛作品进行
充分全面的展示。”相关负责人说，一个作品成
功与否，
除了要经受专业眼光的评判，
大众的认
可也很关键。
本届专业赛评审专家队伍实力雄厚——不

仅有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
专业高校教授坐镇，考虑到作品征集面向全球，
还特意邀请了精于刀具锻造、设计的两名日本
专家，长谷川晴生和酒井利昭。为综合评判厨
用刀具作品的实用性、刀具设计转化成产品的
可行性，大足刀具企业和五星级酒店总厨等相
关专业人士也加入到评审专家队伍中。
“为了给参赛者提供多元化服务，
‘走进五
金锻造直播’、
‘五金产业高峰论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政策激励等方式将同步开展。
”
大足区
相关领导谈到，大足区将以此次专业赛为契机，
通过公开竞争发掘参赛项目价值，深度挖掘创
新型“好苗子”，推动工业设计与产业发展的深
度融合，
促进大足刀具行业高质量发展。
丛集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