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市场升温回暖，湖
南各地旅游市场全面复
苏。作为湖南旅游产业的
龙头，张家界表现尤为强
劲。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省张家界市市长王洪斌
表示，经过 30多年努力，
张家界旅游业蓬勃发展，
取得长足进步。在新时
代、新起点，张家界发展
旅游，不仅要注重量的增
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不断满足游客
日益增长的新需求。

他强调，作为旅游大市，必须深入
践行“五个转变”理念，促进旅游业由单
一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由门票经济型
向产业经济型、由市场低端型向市场高
端型、由资源依赖型向谋划创意型、由
单一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变。

“张家界紧紧围绕建设世界一流旅游
目的地的目标持续用力。”王洪斌介绍，近年
来，张家界坚持规划引领，优化“一核四极多

点”旅游空间布局，建设“主
客共享、开放包容”的精品
城市；大力创新旅游产品，
突出抓旅游跨界融合发展；
大力优化旅游环境，持续开
展旅游市场整治专项行动，
上线运营智慧旅游平台，实
现“一机游”“一屏管”。

王洪斌表示，今后一
个时期张家界将聚焦旅
游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体
育旅游、文化旅游、度假

旅游；聚焦服务品质提升，持续提升景
区品质，持续整治旅游市场，不断升级
智慧旅游平台；聚焦产业结构调整，把
优质服务打造成张家界旅游最持久、最
核心的竞争力。
（湖南日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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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去点亮诗和远方

春天，去“点亮”诗和远方
本报联动云南、新疆、广西、海南、陕西、湖南6省区党报采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文旅产业发展——

春天如约而至，处处都是美景。
盛开的繁花、皑皑的雪山，悠久的古城、静谧的乡村······远方的诗意交织，等待人们去点亮、去找寻。
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产业迎来强势复苏。不少业内人士感慨：“经历了三年疫情，旅游业终于迎来春天”。
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全国两会期间，内蒙古日报联动云南日报、新疆日报、广西日报、海南日报、陕西日报、湖南日报，聚焦“助力文
旅复苏 点亮诗和远方”主题，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结合各地特点，从政策保障、市场培育、新业态发展等角
度，分享经验、畅谈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副局长杜明燕——

推动“双循环”推出新业态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

一片辽阔的大草原……我的心
爱在高山，高山深处是巍巍的
大兴安……”

“这首歌唱的就是我的家
乡呼伦贝尔，48个民族 221万
北疆儿女在这里守望相助、共
同繁荣发展。”今年的全国两会
上，“助力文旅复苏”是全国政
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杜
明燕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顺应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
趋势，实施文旅产业提标提效发展行动计划，深化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增强产品供给能力，激发消费潜力，落实多项举措优化
营商环境、助企纾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杜明燕
介绍，去年该市坚持旅游全域全季全业发展理念推出的发放文
旅惠民消费券、组建文旅产业协会、鼓励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三
类十三项补贴措施等，以政府主导、政策暖企为疫情影响下的文
旅行业提振信心，实现逆势增长15%。

全力促进文旅市场加快复苏，杜明燕建议，要用好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推动“双循环”，有序重启恢复出入境旅游市场；提升
旅游产品的供给质量，瞄定高端市场，推出列车度假、森林康养、
自驾露营等新业态，打造“呼伦贝尔号”森林草原列车等品牌；强
化数字赋能，实现旅游服务便利化；聚焦经营主体融资贷款、减
税降费、社保优惠等需求，推进一揽子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本报记者 李新军）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

打造世界级高山峡谷旅游胜地
“打造世界级高山峡谷旅

游胜地，发展全域旅游，怒江具
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全国
人大代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州长李文辉对怒江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怒江大峡谷由南至北跨
越了 7个气候带的所有自然景
观，海拔从 738 米的怒江河谷
一直攀升至海拔 5128 米的高
黎贡山主峰嘎娃嘎普，形成了
独特的高山峡谷景观、地质地
貌景观、水文地理景观、生物景观、气象气候景观等。”李文辉说，怒
江州是三江并流世界遗产的核心区，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滇西北、滇西、藏东南三大旅游热点地区之间，
发展全域旅游资源、区位优越。同时，怒江州是云南大滇西旅游环
线的重要区域和关键节点，也是云南旅游新的增长极。

丰富的生物资源也为怒江发展科考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
提供了基础。李文辉介绍，怒江州是全球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
区之一，被誉为“生物物种基因库”。世居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
独龙族等民族，各民族包容共济，民族文化齐放异彩，成为享誉世
界的民族文化大观园。

近年来，怒江州坚持以世界眼光谋划旅游，聚焦“小众、特色、
高端”的发展定位，邀请一流团队制定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建设
世界级高山峡谷旅游胜地行动方案，举全州之力发展文旅产业。
如今，怒江大峡谷不再遥远，保（山）泸（水）高速公路实现快速通
达，怒江美丽公路沿线13个景区化服务区全面建成，怒江民用机
场、保泸铁路等交通项目有序推进，“东连大理、南通腾冲、北进川
藏、西出缅甸”的通道体系加快形成。

“峡谷怒江，养心天堂”。秘境怒江，云南旅游的又一张“王
牌”，世界级高山峡谷旅游胜地的画卷渐次铺展。

（云南日报记者 左超 张潇予）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夏尔合特村
村委会主任古丽米拉·达吾列提——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

“现在出门，大家一听说我
来自新疆，除了说人美、景好、
水果甜，还会加一句：新疆的滑
雪场也很棒。”3月3日，全国人
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
木乃县吉木乃镇夏尔合特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古丽米
拉·达吾列提对记者说。

古丽米拉·达吾列提来自
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地区
的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可
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布尔
津县（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和
青格里狼山国际滑雪场成为国内外雪友的热门打卡地。春节期间，
阿勒泰地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73.58万人次，同比增长22.98%。

“除了冰雪，红色旅游也是我们阿勒泰旅游的新名片。”古丽
米拉·达吾列提说，她所在的吉木乃县吉木乃镇以萨尔乌楞村为
核心，修建了红色戍边展馆，新建了红色戍边打卡点，打造了戍边
家访点。为将红色游打造成阿勒泰旅游又一亮点品牌，该地区积
极发挥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推出了以百年通商口岸——吉木乃
口岸、萨尔乌楞村和龙珠山地道为主的红色旅游线路产品，备受
游客青睐。

经过深入的调研走访，古丽米拉·达吾列提认为，要在提升服
务能力上下功夫，创新推动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紧跟市场消费需
求，形成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接待、服务规范、互动方式和投诉处理
等流程和内容，为游客提供优质、贴心的旅游公共服务。“还要在
文旅融合上下力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用旅游促进文化繁

荣，打造新疆高端旅游品牌，擦亮‘新疆是个好
地方’金字招牌。”古丽米拉·达吾列
提说。 （新疆日报记者 王晶晶）

近年来，桂林市全面
落实“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风范、广西特色、
桂林经典”总体要求和“一
城一都一地一中心”定位，
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全面复
苏，凝心聚力打造世界级
旅游城市。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捷认为，桂
林市要积极培育新业态，
将桂林元素深度融入文旅产品，打造桂林
文旅品牌，提升文旅产品价值链，加大亲
子研学、健康养生及红色教育等旅游线路
和产品开发力度，大力发展露营游、云演
播等新场景新体验。

进一步抢抓旅游市场复苏机遇、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捷认为桂林还可
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丰富产品供给，
深入发掘利用好人文旅游资源，重点推动

“博物馆+旅游”“体育+旅游”“非遗+旅

游”“节庆民俗+旅游”等新
旅游业态创新发展，促进
文化旅游与工业、农业、体
育、教育、科技等产业跨界
融合。二是创新消费场
景，抓住文旅消费需求，开
展消费季等活动，举办创
意市集、美食嘉年华等活
动，激发潜在消费活力。
三是发展夜间经济，繁荣
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能。
四是推动恢复和新开国际

直飞航线航班，合理调整高铁运行线路，
增加运行车次。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内需稳增
长。区捷认为，要加快恢复和激活全区文
旅消费市场，需要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
赖，强化旅游供给侧改革，深入发掘利用
好人文旅游资源，通过文化内涵和文化价
值赋予自然风光有趣的灵魂，通过科技手
段赋予静态人文资源以鲜活的生命力。

（广西日报记者 王春楠）

春暖花开之际，漫步在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一
幢幢风格各异的民宿掩映在
青山绿水间……随着文旅产
业复苏，博后村又火了起
来，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
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党总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苏少
洪的脸上挂上了笑容。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大大
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苏少
洪说。

苏少洪介绍，博后村靠近亚龙湾景
区，发展民宿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再加上这几年政府扶持，博后村的民宿旅
游招牌越擦越亮。目前，全村共有 58家
各具特色的民宿，客房1800多间，经常早
早就被订满。

“今年博后村民宿的火
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苏
少洪说，今年春节假期，博
后村各家民宿每天入住率
都超过九成。民宿业的火
热让这个昔日以种植椰子
和养猪为主要经济来源的
小村庄，变成了热门旅游目
的地，但想要“网红”变“长
红”，还要下更多功夫、想更
多办法，才能留住游客、留
住人才、留住产业。为了让

乡村旅游释放更多乡村振兴新动能，博后
村与三亚学院合作成立实践基地，致力打
造独具特色的博后品牌；紧紧依托亚龙湾
旅游度假区资源和平台，以玫瑰文化、黎族
文化、创意文化为底蕴，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主体，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

（海南日报记者 刘晓惠）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村委会主任苏少洪——

要让“网红”变“长红”

海南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
业。作为文化大省，陕西要
在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上扛
起责任。”全国人大代表、大
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吕
建中表示，近年来，陕西充
分发挥历史底蕴深厚的优
势，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
化遗产交流合作，结合现实
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和中国
革命故事。

吕建中提出了“共建文化数字丝绸之
路 助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
的建议。他说：“作为承载中华文化价值符
号和精神标识的数字艺术品，由于运用区
块链技术，使特定艺术品生成数字凭证，在
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上，可以使真实可
信的数字艺术品在‘文化数字丝绸之路’平

台上实现交易、流通、传播
和应用，助推发展数字经
济、平台经济，促进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

吕建中说，随着数字
经济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
建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文
化数字丝绸之路”，不仅可
以为艺术品、数字艺术品、
数实结合艺术品等搭建交
易流通的大平台，更有益于
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进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他
建议，多部门综合施策，推动全国12家“区
块链+版权”特色领域创新应用试点单位，
特别是已经通过“区块链基础服务设施”备
案和具有国际一流技术研发实力的机构，
联合创建“文化数字丝绸之路”。

（陕西日报记者 王佳伟）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捷——

强化旅游供给侧改革

内蒙古

云南

新疆

广西 全国人大代表、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中——

共建文化数字丝绸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张家界市市长王洪斌——

以“五个转变”促旅游高质量发展

湖南

陕西

春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野花盛开春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野花盛开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新军李新军 摄摄

长江第一湾长江第一湾。。周灿周灿 摄摄

三亚海帆赛拉力赛起航三亚海帆赛拉力赛起航。。武威武威 摄摄

黄河壶口景区出现彩黄河壶口景区出现彩
虹飞瀑景致虹飞瀑景致。。
陕西日报记者陕西日报记者 袁景智袁景智 摄摄

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
御笔峰景点层林尽染御笔峰景点层林尽染。。

邓昌勇邓昌勇 摄摄

广西百色靖西通灵大峡谷广西百色靖西通灵大峡谷。。
广西旅游发展集团供图广西旅游发展集团供图

杜明燕 （受访者供图）

李文辉 (雷桐苏 摄)

古丽米拉·达吾列提
（受访者供图）

区捷 （何学俏 摄）

王洪斌 (唐俊 摄)

吕建中 （受访者供图）

苏少洪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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