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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世界第
二高峰—乔戈里峰，中国最大的沙漠—塔
克拉玛干沙漠，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博斯腾湖，还有数以百计的古城池、古烽
燧、千佛洞。

近年来，伴随着“旅游兴疆”的开
展，新疆天山南北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发
展，不断丰富的旅游形式让新疆旅游品
牌越来越响亮，也让新疆的全域旅游版
图进一步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

夜间旅游项目成“新宠”

入夜，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
依旧热闹非凡。80 米高的观光塔下，游
客们忙着“打卡”；美食街上，新疆特色美
食吸引众多人品尝拍照；广场上，游客与
当地市民跳着欢快的麦西来甫（新疆一种
聚会形式的民族舞蹈）。

今年8月底，乌鲁木齐市文化和旅游
局发布了“26小时发现乌鲁木齐”全域旅
游产品，其中夜间旅游产品成为重要部
分。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有着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夏季日落较
晚，白昼较长，相对于内地城市，仿佛多出
了两小时，也正是由于这看似多出来的两
小时，赋予了乌鲁木齐更加丰富多彩的夜
生活。

“26小时发现乌鲁木齐”全域旅游产
品发布会设计方负责人马旭介绍，乌鲁木
齐全域旅游产品涵盖乌鲁木齐市精品景
点、网红打卡点以及旅游节庆活动等。针
对乌鲁木齐白天、夜间旅游设计了城市漫
步系列产品，特别是为游客提供了更多夜
游攻略。

其实，夜游产品早在2016 年已经在
新疆旅游热点城市——吐鲁番兴起。为
了拉长当地旅游文化产业链，当地推出了

“夜游交河”“夜读苏公塔”“夜游坎儿井”
等旅游产品。一方面，可以让游客避开吐
鲁番夏季炎热天气，另一方面可以拓宽旅

游产品类型，让游客在夜游活动中了解当
地历史文化。

傍晚时分，交河故城灯光闪烁，游客
进入景区后，沿着夜灯的指示走向交河故
城大佛寺，在空旷的露天环境下，大家席
地而坐，在夜色中欣赏民间艺人的歌曲演
唱和乐器弹奏。

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
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2014 年，交河
故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
遗产。作为吐鲁番的“明星”景区之一，

“夜游交河”成为吐鲁番最早推出的夜游
项目之一，吸引了很多游客。

来自乌鲁木齐的游客苗莉告诉记
者，虽然经常来吐鲁番游玩，夜间游览
交河故城则是她首次体验。“在夜晚的交
河故城欣赏原生态表演，感觉更有特
色。”

据了解，目前吐鲁番市正加紧开发新
的夜游系列产品，逐步开设吐鲁番盛典旅
游夜场演出和旅游购物夜场，形成夜品、
夜宿、夜游、夜赏、夜购于一体的旅游产品
体系。

旅游业态不断出新

9月份以来，新疆进入色彩斑斓的秋
季，各地节庆活动、文旅活动不断，多个景
区举行了百余项文旅活动。日前，在哈密
伊吾县胡杨林生态园景区，百余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航拍专家用无人机拍摄金秋胡
杨美景。

来自重庆的汪新告诉记者，他此次来
哈密参加无人机航拍大会，“哈密地域空
旷，对于航拍而言安全性有保障，更重要
的是这里风光无限”。

哈密是新疆唯一南北疆及山地平原
自然特征兼有的地区，被誉为“新疆的缩
影”，因其地域广袤，风貌多样，也成为国
内最适宜航拍和开展航空运动的地方
之一。

无人机航拍大会是第二年在哈密举

办。举办航拍大会，也是在探索一条促
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这几
年，从全国各地来新疆航拍的人不断增
多，航拍美景无形中为激活新疆旅游业
提供了助力。”新疆无人机爱好者曹新
加说。

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博湖县今年
继续加大品牌创建力度，并以中国西海
为主打品牌，成功举办了中国西海·沙
漠风筝节、中国西海·萨吾尔登故乡文
化艺术节、中国西海·第十一届捕鱼季
等系列活动。据统计，仅“十一”期
间，博湖县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8 万人
次，旅游收入1963.8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24.96%和42.57%。

同时，跨地州市、跨区域的旅游联盟
不断涌现，让新疆的好风景连起来。网红
独库公路日前成立了新疆独库公路旅游
营销联盟，形成穿越南北疆的全域旅游线
路。北疆东线区域合作旅游联盟、“乌昌
吐石克”（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
子、克拉玛依）五地旅游联盟等全域旅游
联盟相继建立，围绕构建全域旅游大格
局，推动旅游业态高质量发展。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新疆
接待国内外游客 18385.84 万人次，同
比增长40.90%；实现旅游收入3046.3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0.78% ， 均 创 历 史
新高。

旅游内涵不断丰富

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如何变旅游资源
为品牌优势？今年以来，新疆各地积极探
索打造特色旅游品牌之路。

“十一”期间，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察布查尔县的锡伯古城“时光隧道”体验
项目一经启用，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
验。“我们主要运用了光影技术，让游客感
受不一样的4D效果。”该项目负责人伊犁
臻美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王桂

宾说。
锡伯古城始建于2013 年，是一个集

历史、民俗、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景区。察
县西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成亮介绍，为了增加景区的游玩性，
景区不定期举行以锡伯族为主的民俗歌
舞表演、非遗文化展示、文体趣味等活动，
让游客充分感受察布查尔的历史渊源、城
市风貌和人文景观。

朱成亮介绍，为了打好特色“旅游
牌”，今年以来景区先后举办了庙会、西迁
文化旅游节、夜游古城、冰雪娱乐项目等
活动。截至目前，游客人数超过14万人
次，而 2018 年全年旅游人次不到 10 万。

“我们还计划打造一个集酒店、健身房、电
影院为一体的文化体育公园，以更好地推
动当地全域旅游发展。”

金秋胡杨季，哈密伊吾县胡杨林生态
园景区除了继续主打原始生态外，对景区
的游客接待中心、木栈道、地宫等基础设
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同时，今年10月，景
区正式启用智能售票系统，景区区间车也
陆续投入使用。

伊吾县胡杨林生态园景区是世界上
仅存的三大胡杨林区之一，其面积达
47.6万亩，以生长历史最古老、树龄最
长、树形最独特著称于世，主要分四个
区域向人们展示胡杨一千年的文化、三
千年的历史、六千年的沧桑和九千年的
悲壮。

伊吾西矿胡杨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周瑞龙介绍，为了打造景区特
色，未来计划投入2亿元，继续提升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游客接待能力，提升
景区游览体验。“我们还计划增加徒步、沙
漠越野等游玩项目，打造旅游文化一条
街，让游客更好地体验自然，了解胡杨文
化。”

天山南北，旅游产业正万象更新。同
时，社会稳定红利的释放更让新疆各地不
断补齐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短板。今年，新
疆预计游客接待量将超过2亿人次。

“旅游兴疆”持续发力 旅游品牌更加响亮

让天山南北好风景连起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耿丹丹

新疆哈密伊吾县胡杨林生态园景区迎来大批游客。 本报记者 耿丹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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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旅游季，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景区，手工制作的热瓦普（民族乐器）、手
鼓、花瓶等刻有民族风情花纹和图案的工
艺品引人注目，一大批富有当地文化元
素、个性小巧、实用性强的文创产品引来
游客纷纷驻足。

从西安来旅游的王锦返程前专程到
大巴扎购买特色伴手礼。他告诉记者：

“为同事和朋友挑选了迷你花帽、手机挂
件和造型各异的冰箱贴，这些商品设计有
新疆特色，价格不贵又实用。”

“随着消费升级，既承载文化元素又
切合新消费群体需求的文创产品成为旅
游消费新时尚。”新疆文创产品设计师洪
学峰介绍，他2012年辞职成立“红鱼社”，
主打新疆题材文创旅游产品，最早制作的
乌鲁木齐手绘地图首版发行2000册，很
快销售一空，随后相继推出了手绘卡通书
签、新疆美食台历等，通过当地独立书店、
博物馆以及淘宝店铺销售，均供不应求。

洪学峰介绍，近年来文化旅游渐火，
和旅游密切相关的文创产品也进入高速
发展阶段。与普通工艺品及土特产不同，
新疆元素的文创产品不仅受到外地游客
的喜爱，许多本地青年也成为“粉丝”，他
们通过购买、使用、赠送这些时尚的小单
品传递对家乡的喜爱，表达一种文化归属
感和认同感。

谈到发展文创产业，洪学峰认为，新
疆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为艺术创作者提
供了创作富矿，下一阶段将深入挖掘各地
文化内涵，借助数字化等科技手段把文创
产品延伸到更多领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的文创
商店于2017年创立。最近，汉代织锦护
臂、高昌回鹘贵族像、古代石人等许多镇
馆之宝等文物元素被“嫁接”运用到冰箱
贴、充电宝、手机壳、沙发坐垫等商品上。
博物馆工作人员马雯介绍，这些文创衍生
品主要以日常用品、文具、玩具为主，平均
日销量上百件。游客既能现场购买，也可
网购直接快递到家，十分便利。

据悉，进入旅游旺季以来，新疆博物
馆日接待游客量达上万人次。从今年 4

月份起，新疆博物馆先后推出了汉唐时期
丝绸图样系列、伏羲女娲系列、草原石人
系列等文物文创产品300多种，每一件都
是结合文物元素设计制作，包括丝巾、杯
垫、茶具等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新疆博物馆文创部主任陈新勇介绍，博
物馆将持续深度挖掘馆藏资源，借助文创之
手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新疆
和田玉产业“发力”创新。24岁的成雷正在
精心打磨一块自己设计的玉龙牌作品：“我
根据这块玉石料的形状，设计出龙的形态，
用浮雕工艺刻在玉牌上。”

成雷是新疆职业大学宝玉石鉴定与
加工技术专业毕业生，目前在产业园王林
老师的学生创意工作室学徒。2019 年，
在王林老师指导下，他的创意玉雕作品

《猫》获得“国石”杯铜奖。
“在王老师这里当学徒能很好地学习

和提升，老师也经常鼓励我们做一些创意
玉产品。我希望以后自己能独立开一间
工作室。”成雷说。

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是由新
疆职业大学、新疆诚和和田玉文化传播中

心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的教学实训基地。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实践动手能力，除了专
职教师，产业园还聘请了国家级玉雕大
师、工艺美术大师等 20 余名专业技术
人员。

身为新疆玉雕大师，王林从2010年
起担任新疆职业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宝
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实训课指导老
师。他说，建立学生创意工作室就是要培
养学生创新创意意识。

新疆和田玉创意产业园负责人樊军
琪介绍，作为新疆最早的文化创意产业
园，多年来致力于和田玉产业创新发
展。近年来，除了校企合作，把教育融
入市场生产创意外，产业园还设有设计
创意、艺术展示、旅游接待等多种业
态。“我们也会设计一些适合大众消费的
旅游纪念品，让游客能够真正带走产
品，传播玉文化。”

樊军琪告诉记者，从2016年起，产业园
举办了百位玉雕大师作品展，希望通过沟通
交流提高新疆玉文化水准，吸取更多创意元
素。未来，产业园计划打造一条创新创意、
人才培养、加工生产、旅游消费的全产业链。

挖掘文化内涵 鼓励创新创意

新疆特色文旅产品崭露头角
本报记者 耿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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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通讯员王坤从兰州海关获
悉：日前，海关总署公布了符合设置条件的场地名单，甘
肃武威进境木材指定监管场地名列其中。这标志着甘肃建
成全省首个、全国第二个内陆进境木材指定监管场地，将
为甘肃省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
局增添新动力。

2016年3月份，武威市获批建设进境木材指定监管
场地。在兰州海关的技术指导下，武威进境木材指定监管
场地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推进建设，拥有智能化卡口系统及
设备、联网视频监控、大型机检设备、初筛实验室，具备
病媒生物防控和检疫处理能力，并通过了海关总署验收正
式投入运营。

武威进境木材监管场地投入运营后，俄罗斯板材将由
阿拉山口口岸进境，直接到达甘肃（武威）国际陆港，在
进境木材指定监管场地办理通关和检验检疫监管，将有效
简化通关流程，缩短运输时间，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甘
肃借助区位优势，形成木材原料市场向周边区域辐射、木
材加工产业聚集、相关配套行业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促
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甘肃成为内陆进境木材指定监管场地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自
治区数字广西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广西加快数字乡村发
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到2022年广西将初步
建成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数字乡村新生态。

《计划》 提出，到 2022 年广西运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促进乡村振兴的能力将明显提
升。同时，推动强化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4G
网络覆盖；推动光纤网络向有条件的自然村延伸。力争
到2022年底，每个行政村设立3个及以上4G基站，乡
镇重点区域开通5G网络，4G网络覆盖全区85%以上自
然村，光纤网络通达全区80%以上自然村；农村固定宽
带用户超过700万户，农村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2000万
户，农村广电网络入网率超过70%。农村地区基本实现

“处处能上网，时时可上网”。
此外，数字乡村也要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根据《计

划》，2022年底广西要培育一批数字乡村新业态，培育
形成一批农村电商产品品牌，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通达全
区各县（市、区）。

广西出台加快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
道：日前，上海市经济信息化
委和上海市工商联联合举办
民营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
介绍上海民营经济运行总体
情况和“民营经济 27 条”落
实情况。去年 11 月 11 日，
上海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
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简称“民营经济27
条”）。

据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
徐惠明介绍，今年上半年，上
海民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取得进
展，主要有五大亮点：进出口
进一步引领全市。民企实现
进出口总额 3429.35 亿元，
同 比 增 长 8.9% ，占 全 市
21.6%，较上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分点；消费稳定器作用
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实现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598.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9%，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24.0%，高于上年同
期 1.5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规模以上服务
业 企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193.9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8%；营业利润63.92亿元，
同比增长5.6%。其中，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商务服务业
表现突出，规模以上营业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 216.8%和
90.0%；税收贡献进一步提
高。上海民营经济完成税收
收入 3005.34 亿元，同比增
长 5.4%；占全市 35.4%，较上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分点；
发展新动能进一步积聚。在全市新增1870家高新技术
企业中，约八成为民企；85家民企被认定为民企总部及
贸易型总部；10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中，民企占80%，成为
科创板上市主力。

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戎之勤介绍，上海进
一步降低民企经营成本，拓展市场空间。全面落实减税
降费措施，贯彻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减征“六税两费”
等政策，今年以来新增减税近千亿元。上海进一步支持
企业创新转型，增强发展活力。民企加快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103家，依图科技、澜起
科技、中微半导体、复宏汉霖、联影医疗、微创等加快
创新研发及产业化。

上海进一步优化金融供给结构，缓解融资难题。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极大提升，今年以来普惠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3568.3亿元，比年初增加548.5亿元；支小再贷
款余额81亿元、增长116.95%，直接惠及民营、小微企业
近2000户。同时，上海进一步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完善
服务体系。优化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功能，注册用户50.1
万户，服务店铺598个，提供服务产品7894个；完成服务
10.1万余次，兜底解决诉求227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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