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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连续成功举
办 7 届。傅迎春评价大会成效时说，通过
这 7 届大会，贵州省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即顶层设计、全面部署，整合资源、
政策支持，营造环境、构建平台，夯实基础、
项目带动，优化结构、打造精品，由此支撑
起一个助推发展的平台。2005 年至 2012
年，贵州省旅游接待游客总数与旅游总收
入年均增长 31.62%和 33.11%，足以证明这
一平台的推动效应。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的台
阶，打造贵州旅游升级版已经提上日程。傅
迎春说，去年年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
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将
贵州确定为“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要求

“把贵州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
游目的地、休闲度假胜地和文化交流的重要
平台”。同年出台的《贵州生态文化旅游创新
区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对《意

见》中关于旅游产业的部分作了细化。下一
步，该省旅游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两个文
件中关于发展旅游产业的部署落实好。

实现贵州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
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培育旅游产业与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依存互动，融合
发展的新格局，促进旅游要素集群化、产品
特色化、服务国际化、进出便利化、环境优
质化，实现“保护与开发相统一、文化与旅
游相融合、发展旅游与扶贫脱贫相结合、政
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相协调”。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贵州旅游将重点
抓好 4 个方面：一是以《规划》为指导，通过
顶层规划设计，推进旅游项目建设，把 100
个重点旅游景区打造成为贵州特色产业的
支撑平台。同时，加快培育建设一批新型

旅游业态。
二是丰富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内涵。根

据贵州省委省政府的目标要求，将每年一
届的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办成专业性、复合
性，具有国际性的贵州又一对外开放、对外
展示、对外合作的窗口和平台。

三是提升旅游智能水平。把旅游信息
化作为一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手段，
启动“北斗智慧旅游”示范工程，构建开放
互动的智慧旅游多元化信息平台。

四是提升人才队伍水平。扩大旅游职
业教育规模，为旅游企业输送合格技能人
才。同时强化旅游人才培训，实施“省级旅
游教育名家”工程。此外，建立政企校、产
学研联合人才培养机制，为改善旅游服务
环境、推进旅游跨越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
——访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第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举办在即，大会期间将

举办 100 个旅游景区建设经

验交流会、招商引资洽谈会、

旅游项目观摩会等一系列活

动，为该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注入新动力。日前，记者采访

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请

他介绍本次大会的相关情况。

贵州省旅游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该省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1.3亿人次，实现旅
游总收入106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0%
和27.7%，继续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势头，旅游业
正成为贵州后发赶超的一支“奇兵”。

打造发展平台
成就贵州旅游产业发展的，不仅仅是宜

人的气候、秀美的生态、浓郁的民俗文化等
上天的恩赐，更源于贵州大力推动旅游业成
为支柱产业的努力。

近年来，贵州省重点培育和发展旅游
业，构建了党政分管负责人、宣传部门负责人
齐抓共管的“三位一体”领导体制，创造了“政
府主导、部门联手、企业跟进、媒体造势”的

“四位一体”捆绑营销策略，形成了宣传、文
化、旅游、体育、农业的“五位一体”融合发展
格局，探索出一条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的新路子，有效促进了旅游业强劲增长。

从 2006年开始，贵州省先后在安顺、黔
东南等 7 个市（州）连续举办 7 届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实现了举办一届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打造一个旅游精品景区，推动一地
经济发展的目标。现在，这一大会已经成为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助推平台。

以毕节市为例。该市去年以承办第七
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建设百里
杜鹃景区精品，并推出了索风湖、宣慰府等
10个新的旅游景区。去年，全市实现旅游总
收入 162.96 亿元，同比增长 32.73%。市政
府负责人告诉记者，“承办这次大会，至少使
毕节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业发展和环境
建设等提速了 5 年”。目前，贵阳、遵义、铜
仁、毕节、黔南等地也通过旅游发展大会，着
力打造发展平台。

同时，贵州还多举措、全方位地开展旅
游产品营销，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
升。今年，当地在淘宝网上搭建了以“多彩
贵州·风行天下”为主题的贵州旅游电子商
务平台，组织 200 多家旅游企业及 1000 余

种旅游产品入驻。该平台自 4 月 19 日上线
以来，累计浏览量达 7000 万人次，完成贵
州旅游产品交易额 3000 多万元，实现了贵
州旅游产品宣传和营销的统一。

力推产业升级
当前，贵州旅游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步入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贵州定位于
“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并出台了多项支持
政策。贵州省上下把旅游产业作为重点产
业来抓，绝大部分市（州）、县（市、区）都确立
了旅游兴市、旅游活县的经济发展战略，全
社会发展旅游的氛围日益浓厚。贵州交通
条件不断改善，连通内外、覆盖城乡的空中

和高速公路交通体系日益形成，为多元化旅
游增添了便利。经过多年努力，“多彩贵州”
的旅游影响力不断增强，各市州打造的“爽
爽的贵阳·避暑之都”、“梵天净土·桃源铜
仁”、“山水长卷·水墨金州”等个性突出、特
色鲜明的地方旅游品牌也日益崛起。这些
工作，都为贵州旅游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让旅游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战
略性支柱产业，去年 12 月，贵州省正式颁布
了《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 年）》。《规划》紧紧围绕“文化旅游发展
创新区”的战略定位，以项目化、实物化为支
持，对未来 8 年旅游产业的发展进行了顶层
设计。同时，《规划》还形成了投资总额超过
3 万亿元、包含 2000 多个项目在内的旅游
产业发展项目库，成为贵州旅游产业化与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蓝图。

围绕《规划》的实施，贵州今年初启动了
100 个重点旅游景区建设，致力于为该省旅
游产业提速转型打造“升级版”。目前，贵州
正在从紧抓项目，紧跟服务、紧盯进度，全力
推 进 这 项 工 作 ，上 半 年 共 完 成 建 设 投 入
117.52亿元。

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傅迎春说，“在重点
景区建设上，我们将始终坚持‘产业融合’的
发展理念，找准融合点，确保旅游功能到位
和市场支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同时，贵州省利用“走出去，请进来”招
商引资政策，全方位地开展旅游招商工作，
旅游行业投资景气度不断提升。截至 5 月
底 ，全 省 100 个 旅 游 景 区 共 签 约 项 目 57
个，签约资金 554.54 亿元，实际到位资金
59.84 亿元，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充
足的资本。

贵州：后发赶超有“奇兵”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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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06 年在安顺黄

果树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举行。
近年来，安顺市依托黄果树、龙宫等优势资源，旅

游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 今 年 上 半 年 ，该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277.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1.82 亿元，同比增长
27.38%和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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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07 年在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大七孔景区举行。
近年来，黔南州着力擦亮“地球绿宝石、风情黔南

州”的品牌，加强旅游合作，着力改善旅游交通条件，加
快精品景区建设，建设贵州南部“金三角”国际旅游区，
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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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08 年在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举办。
会议举办以来，黔东南州充分挖掘厚重的少数民

族文化，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举
办一个节会，打造一个品牌，开发一个景点，树立一个
形象，带动一方经济”的文化旅游发展之路，“苗乡侗寨
情·美丽黔东南”的品牌吸引力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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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09 年在遵义市

遵义会址举行。
遵义市以遵义会议纪念体系为核心，集中力量对

老城纪念区及协调区的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如今，
遵义已经成为贵州乃至全国的红色旅游胜地。其中，
遵义会址在 2009 年成功入选“大国印记：1949-2009
中国 60大地标”，如今每天接待的游客数量过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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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10 年在铜仁市

江口县梵净山召开。
筹备大会期间，铜仁市建设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83

个，对 4243 处重点景区公路沿线村庄农舍，按照苗族、
侗族的建筑风格进行了全面改造。今年上半年，该市
接待国内外游客 1306.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达
106.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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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11 年在黔西南

州兴义市红椿景区召开。
借助承办大会的契机，黔西南州重点建设了包括

旅游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在内的
85 个项目，着力打造特色旅游、民族文化、喀斯特山地
生态文化为重点的文化旅游产业带。今年上半年，该
州共接待游客 579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2.0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7.86%和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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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12 年在毕节市

百里杜鹃景区召开。
毕节市在筹办大会期间，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521

亿元的各类建设项目 314 个，推出了索风湖、宣慰府等
10 个新的旅游景区，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去年，
该市实现旅游总收入 162.96亿元，同比增长 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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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六盘水市获得第八届贵州省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举办权。大会将于本月 18日召开。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提出“有改进、提创新、有提

升”的要求，六盘水市委、市政府明确第八届贵州旅发
大会与“中国凉都·六盘水消夏文化节”联动举办的思
路，采取“召开会议+旅游成就展示+亚高原运动赛事+
文化经贸活动”的形式，力争把本届旅发大会办成一次
突出专业性、带有复合性、具有国际性的大会，办成一
次开拓创新、影响深远、带动强劲的发展盛会，办成一
次对外开放、对外展示、对外合作的窗口和平台。

本报记者 吴秉泽整理

历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成果简介历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成果简介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素有“江南煤
海”之称。其实，该市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多
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又有自然天成的喀斯特
山水文化，夏季平均气温仅19.7摄氏度，被中
国气象学会授予“中国凉都”称号。可惜，长
期以来，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一直“藏在深闺
无人知”。

短板变潜力

如何实现旅游的后发赶超，为经济发展
打开除“工业”之外的另一片天地，成为摆在
该市面前的一大考验。

2012 年 2 月,六盘水“接手”第八届贵
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这个因“三线建设”

而崛起的工业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
发展机遇期。

景点建设不足，一直制约着六盘水旅游
发展。该市坚持以“一个中心、三条主线、五
大基地”完善旅游产业布局，成效显著。一方
面，牂牁江景区、野玉海景区、妥乐—乌蒙大
草原景区等 10 个重点景区的打造和配套功
能日臻完善，山地休闲度假之旅、地质生态
之旅、民族风情之旅等 7 个类型共 19 条旅
游精品线路形成。另一方面，该市积极运作
夏季马拉松、国际滑翔伞、越野汽车摩托车
场地赛等赛事，并将举办全国露营大会、房
车大会等群众参与性活动，不断向世人传递
出六盘水生态运动休闲的“城市名片”。

第一次来到六盘水市的贵州中国旅行

社总经理吴比激动地说，“没想到六盘水的
旅游资源如此精彩。我愿意参与到景区包
装和线路规划中,做好六盘水旅游新文章”。

旧貌换新颜

“做好气候文章，唱响生态、运动旅游新
体验”，是六盘水市的旅游口号。为此，该市
明确提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完
善城市功能性基础设施，为旅游发展提供良
好的配套条件。

完善城市功能是该市城建提速的一把
“火”。凉都体育中心、凉都大剧院、三线建
设博物馆等场馆建设现已竣工，总投资 24
亿元的城市综合治理工程也已完成，全省首

家世界品牌折扣店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开门
迎客，凉都国际大酒店和盘江雅阁大酒店两
个五星级酒店也开业在即，城市正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六盘水有“四省立交桥”的美誉，境内铁
路公路纵横交错。为让游客来得轻松、玩得
惬意，该市着力突破交通建设的瓶颈，水盘
高速公路、长兴公路、红果至妥乐坪等一批
旅游公路将建成通车，六盘水支线机场、机
场高速等重点项目建设也正加快推进。

与此同时，六盘水市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先后组团赴重庆、上
海等城市宣传推介凉都的“凉爽、运动、休
闲”3张旅游休闲名片，吸引业界和旅游爱好
者的眼球。 本版编辑 佘 颖

““ 凉 都凉 都 ””兴 起兴 起““ 旅 游 热旅 游 热 ””
——贵州省六盘水市补齐转型发展短板贵州省六盘水市补齐转型发展短板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刘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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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

龙 英摄

黔南荔波小七孔景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