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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日前正
式公布，将做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成 渝 、长 江 中 游 等 5 大 跨 区 旅 游 城 市
群。建设跨区旅游城市群，能带来哪些
发展机遇？

跨区旅游合作前景广阔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成
表示，跨区旅游合作与发展潜力巨大，前
景广阔。《规划》提出，要做强跨区域旅游
城市群，优化空间布局，构筑新型旅游功
能区。

彭德成说，未来 5 年，我国将建立京
津冀旅游城市群、长三角旅游城市群在
内的 5 大跨区域旅游城市群；以香格里
拉民族文化旅游区、太行山生态文化旅
游区为代表的 20 个特色功能旅游区；10
条国家精品旅游带、25 条国家生态风景
道、8个特色旅游目的地。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
思敏表示，《规划》拓展了旅游的边界，将
给旅游业带来很多机遇。特别是各地区
间以合作的方式进行旅游产品包装、线
路共建、形象共宣，从而树立较有影响力
的旅游品牌，吸引旅游者抵达该旅游目
的地。

近年来，各地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跨
区域旅游合作组织。诸如，京津冀三地
旅游部门商定建立健全京津冀旅游协同
发展工作机制；开封市、西安市、哈尔滨
市等 33 个城市建立首个“一带一路”沿
线城市旅游联盟；“泛珠”11 省区政府领
导共同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
议》，以提升区域旅游的整体竞争力，积
极寻求无障碍旅游区的建设途径。这些
先行先试的地区，都为我国跨区域旅游
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实例，也意味
着跨区域旅游合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
发展主流。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跨区旅游城市
群的建立，城市之间的旅游业发展将打
破行政区域的壁垒，通过整合各地的优
势资源，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比如，成
渝旅游城市群，要充分发挥长江上游核
心城市作用，依托川渝独特的生态和文
化，建设自然与文化遗产国际精品旅游
区，打造西部旅游辐射中心。

推进区域旅游资源整合

如何才能有效整合各地旅游资源实
现共赢？彭德成说，《规划》指出，要按照
分类指导、分区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
全面推进跨区域资源要素整合。

当前，我国旅游景点圈内各景区或
景点隶属于不同行政区，造成各景点景
区孤立发展，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现象。
此外，还存在资金短缺，基础设施及相关
旅游产业欠缺；缺乏资源整合，景点圈核
心旅游形象模糊，带动功能不强，缺少完
备的产品体系和合理的定位等问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冯奎表示，在全
域旅游的背景下，构筑新型旅游功能区，
在新型旅游功能区的创建中，整个区域
的旅游投入成本就会得到分解。

彭德成也表示，发展全域化旅游，以
抓点为特征的“景点旅游”发展模式向区
域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共建共享的“全
域旅游”发展模式加速转变，旅游业与农
业、林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体育、
健康医疗等产业深入融合。

与此同时，旅游业的产业链长，涉及
的条块部门多，这一现状给旅游执法带
来的问题，也让部分市场主体很难被有
效监管。对此，《规划》把旅游业当作综
合产业来发展，要求多部门共同推进旅
游业发展。比如，丽江、三亚等游客集中
的区域，已有专门的旅游执法队和旅游
警察的试点，为推进旅游业发展进行了
有益探索。

强化旅游产品差异化

“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是产
品的差异化。”有专家表示，产品的基础

是资源，如果几个相邻城市的资源十分
雷同，就不可避免产生市场竞争，区域合
作的难度比较大。

近几年，我国旅游市场出游散客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自由行已成为居民短
途出游主要方式。然而，一些地区缺乏
对经典线路的串联进行科学引导，让自
由行的游客感觉很不方便。

“《规划》中提到精品旅游带的建设
和旅游产品的创新将给游客带来更多选
择。”冯奎说。记者了解到，为了搭建区
域旅游服务平台，京津冀旅游部门提出

“一张网全覆盖，一张图全明了，一张卡
全畅通”的区域旅游服务目标。天津市
民李鹏表示，京津冀旅游一卡通，不仅可
以逛景点、刷门票，还可以实现乘坐公交
车、ETC 通道支付、餐饮娱乐支付，还能

享受打折的优惠，非常方便。
《规划》还将各类旅游新兴业态的发

展提上日程。除休闲度假产品、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等，还包括自驾车旅居车旅
游、海洋及滨水旅游、冰雪旅游、低空旅
游等创新产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规
划》所呈现的“跳出狭义的旅游，谋划广
义的旅游”，本身就体现了旅游融合发展
的特点。未来，还需深入研究旅游消费
的需求，比如研究与散客化发展潮流相
适应的消费特点；有效地引导市场，比如
通过政策、宏观数据等引导旅游投资从
聚焦传统的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转
向科技、资本、人才等要素驱动；分类指
导地方的旅游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构筑新型旅游功能区——

跨区域旅游合作将成主流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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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江西省鹰潭市政府、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南昌举
行《鹰潭窄带物联网（NB-IoT）试点城市全面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标志着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建设全域覆
盖的窄带物联网。

窄带物联网是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是全球共识的
物联网技术，是实现万物互联、“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和
前景产业，将广泛应用于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

据了解，鹰潭是信息惠民、智慧城市和电信普遍服务
三个国家级试点城市，物联网在信息惠民、城市管理、产
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基础且需求旺盛。此
次三方合作将充分发挥中国移动、华为公司在窄带物联
网和信息产业方面的技术优势、研究成果以及鹰潭营造
的良好“互联网+”发展环境，合力建成一张鹰潭全域覆
盖的窄带物联网（NB-IoT）业务网、建设一个有窄带物
联网（NB-IoT）特色的智慧创业园区、打造一个有鹰潭
特色的智慧制造产业示范基地和树立一批全国领先有鹰
潭特色的智慧标杆应用。通过窄带物联网（NB-IoT）试
点城市建设，鹰潭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并
全面推进制造业、旅游业、物流业、农业等产业融合升级。

推动产业融合升级

江西鹰潭启动窄带物联网建设

“生产用房这样改造，不仅亮，还给美
丽村庄锦上添花。”在浙江德清县东部水
乡钟管镇南钟线路边，同行的村干部指着
两侧田园里几处崭新的小屋这样介绍，语
气中透着一份喜悦。

顺着手指方向，一间青瓦绿墙的小屋
映入眼帘。“按养虾、鱼等面积大小，我们
设计了 10 平方米至 30 平方米不同的生
产管理小屋，2016 年，已经改建完成 520
多间，超过年度目标的 127%。”钟管镇副
镇长仲建伟告诉记者。

在德清西部山区莫干山镇沈小林的
承包林地里，一间砖木式结构的小平房立

在林地边。三堵粉墙上画着崇山峻岭、流
泉飞瀑，燕雀彩蝶飞舞其间，令人赏心悦
目。其实，这是一间用来堆放农资、劳动
工具的生产管理用房。

田间地头农业生产管理用房的“美丽
转身”，是德清县贯彻落实美丽中国建设、
响应浙江省深入推进“两美”浙江建设的
生动诠释，更是德清县致力“打造整洁田
园、建设美丽农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的德清
县，现代农业园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
一直走在前列，农田环境不断改善，但仍
存在乱搭乱建生产工棚小屋、农药化肥包
装物和废旧农具等固体废弃物随意丢弃
等问题，不仅农田视觉效果不美，也影响
了农田产出效率。

如何让田园更整洁、农业更美丽、农

产品更安全？2016 年以来，德清县立足
于实现全域美丽目标，围绕清除田间地头
农业生产废弃物和清理农作物秸秆，拆除
违建工棚、调整种植布局结构等主要内容
开展了“美丽田园行动”，并以“农业生产
管理用房整治行动”作为突破口，大力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形成“点
上出彩、线上美丽、面上洁净”的美丽田园
新形象。

小屋棚拆了，新的生产管理用房怎么
造？德清县邀请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
与建筑学院、江南大学等单位，结合德清
县农村风貌统一设计，既提升档次，又激
发广大种养殖户主动参与“美丽田园行
动”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对每个新生
产管理用房的改造给予三分之二的补助，
降低农户开支。

据记者了解，德清县还结合“畜禽四
棚整规行动、温室龟鳖整治行动”，从拆建
美化和管控使用两方面规范提升农业生
产管理设施。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投入资
金 6.95 亿元，完成农业生产管理用房整
治 7800 多幢。复垦土地 418 万平方米，
农业生产用房幢数和占地面积双双减少
20%以上，全县年减少生猪养殖量 70.5
万头，温室龟鳖养殖全面清零，削减龟鳖
饲养量达 2000 万只，大大减少了农业面
源污染，提升了区域内的环境质量。

“田间地头干净漂亮了，消费者对我
们的产品也更有信心了，安全感也更强
了。”在阜溪街道水产养殖大户施建建的
眼里，推进“两美”建设不仅改善了生产环
境，还对提升当地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起
到了积极作用。

浙江德清“打造整洁田园、建设美丽农业”——

“ 美 丽 田 园 ”增 颜 值
本报记者 黄 平 通讯员 王力中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王巍报道：全国工商联
十一届五次执委会在石家庄召开之际，河北省与前来参
会的 200 多名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家积极磋商，集中签约
60 个项目，投资总额达 810 亿元。一批技术含量高、带
动能力强、综合效益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签约项目落
户。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吸引了越来越多投
资者的目光。河北省对民企入冀系列招商活动高度重
视，专门制定方案，成立省、市、县三级招商洽谈机
构，力求系列招商活动取得实效；同时坚持“走出去”
拜访与“请进来”考察相结合、大规模集中推介与小团
组精准对接相结合、重点区域走访与重点行业招商相结
合，加强与全国工商联直属商协会、执委企业、知名民
企的沟通对接，有序开展了一系列招商活动。目前，河
北省市两级共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230 场，其中大规模集
中推介活动 123 场，小团组精准对接恳谈活动 107 场，有
力促进了项目签约。

“靠近京津消费大市场，是河北得天独厚的优势。我
们将发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优势，让更多
高质量的食品卖到京津。”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说，“5
年内，公司投资 120 亿元，在河北打造从饲养、饲料到种
猪、商品猪，再到肉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项目”。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河北构筑民企入驻“强磁场”

辽宁本溪市加大力气盘活优
势资产，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在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上做足“精”字文
章。

“在逐步培育起钢铁、生物医
药和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后，如何
将优势做大做强，是本溪走出经
济低迷的突破口。”本溪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

新年伊始，本溪高新区辽宁
仙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
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该企业
前身是本溪第五制药厂，虽然有
国家级专利药种，但由于生产工
艺落后，企业一直处于半停产状
态 ，年 产 值 不 到 3000 万 元 。
2015 年 7 月份本溪市政府引入
外来资本对企业进行重组，一年
多时间里，投资方陆续投入 1.2
亿元，对企业进行整体升级改造，
实现了数字化和标准化，复产以
后，年销售额达到 1.4亿元。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仅在本
溪高新区，经政府牵线搭桥引进
外来资本进行升级改造的企业就
有 16 家，补贴和引进技术资金总
额超过 30 亿元，政府还加大银企
对接力度，解决企业在融资方面
遇到的难题。

记者了解到，在本溪桥北经济开发区内的津桥焊接
有限公司，前年投产时有 8 条焊条生产线、一条焊丝生产
线，去年 5 月本溪市政府引导企业紧跟市场变化新建了
第二条焊丝生产线，相比传统的普通焊条，焊丝产品附加
值高出 20%。厂长王成立告诉记者：“焊丝产品在机器
人焊接自动化方面效益比较高，以往市场的比例是焊条
占六成，焊丝占四成，现在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焊丝
占六成，焊条占四成。”

目前，在本溪桥北经济开发区已经投产的 72 家企
业，都从事钢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玻璃等高附
加值产业。随着桥北经济开发区钢铁深加工，平山区汽
车零部件等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本溪市已经形成集铁矿
采选、钢铁冶炼、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钢铁产业链条。本溪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杜福贵介绍，全市规模以
上钢铁深加工企业已有 109 户，在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增
加值占比已达到 7.9%；规模以上药企 81 户，占比已达到
13.8%。

在持续促进生物医药、钢铁等支柱产业提质增效的
同时，本溪市还把现代旅游业、大数据、大健康作为第三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目前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已经达到 45.3%,三次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辽宁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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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允强

2017 年元旦假期，各地旅游产品供
给丰富，短途游、长线游、出境游选择多
样，全国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出游人
数不断提升。

据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
元旦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约 1.2 亿人
次,其中短线游客 1.12 亿人次，中长线
游客 0.07 亿人次，休闲游、乡村游、近郊
游受到热捧。

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7 元旦出
游报告》显示，元旦假期国内出游人次为
去年同期的 2 倍。其中国内景区门票预
订人次是去年的 1.9 倍，周边游人次是
去年的 2.13 倍，出境游人次是去年的
2.47倍，国内游人次是去年的 2.3倍。

从出游主题看，主题乐园游、温泉
游、滑雪游等旅游线路成为“热门”；从预
订方式来看，超过七成游客选择手机
APP 下单；十大热门出发城市中，上海、
北京、深圳市民元旦出游最积极，其次是
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苏州和西
安。

长线旅游方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
择拼假出游。用带薪年假和元旦假期拼
为一个长假，使得广大群众有了更多的
出游选择。“南下北上”体验异地风情特
点尤为明显。北方游客喜欢到昆明、杭
州、厦门、三亚、桂林等空气清新、气候温
暖的目的地；南方游客选择“北上”体验
冰雪旅游。 （据新华社）

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