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五”期间，黔东南州旅游业交出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

2016 年至 2020 年，全州累计共接待旅游人
数 4.83 亿 人 次 ， 累 计 共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4203.05 亿元。客源市场从重庆、四川、云南、
广西等周边省份扩大到湖北、浙江、江苏、江
西、河南等地。

2017 年至 2019 年，旅游扶贫九项工程累计
带动 15.56万人脱贫，超额完成目标计划。

“十三五”期间，黔东南州旅游经济实现高
速增长，“十四五”期间，黔东南州将全力推动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黔东南州旅游产业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
展，其时已至。

从市场需求看，当前，人们的旅游需求已经

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从“缺不缺”走
向“精不精”，黔东南旅游必须高质量发展。

政策东风是黔东南州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另一
个时机。2020 年 12 月 31日，省委、省政府立足
丰富生动的产业实践，印发 《关于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
的意见》，为黔东南州旅游指明发展路径。

黔东南州旅游产业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
展，其势已成。

文化旅游产品供给丰富、品质提升。成功推
出锦屏隆里古城、黄平旧州古镇、凯里下司古
镇、剑河温泉、丹寨万达温泉酒店、施秉都市森
林康养基地等一批高品质的新景区 （点） 新项
目。全州 A 级景区达到 73 家，镇远古城成功创
建 5A 级景区，黔东南州 5A 级景区实现零的突

破。雷山县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旅游企业小、散、弱的短板正在补齐。积极

引进大连万达集团、悦榕集团、中国国旅集团、
深圳华侨城、贵旅集团、爱彼迎企业等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旅游企业考察投资。2020 年，黔东南
州共计签约文化旅游招商引资项目 87 个，当年
累计到位资金 70.59亿元。

满 意 旅 游 品 牌 不 断 提 升 。 2016 年 至 2018
年，全州共计投入资金约 1200 万元，狠抓景区
及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开展旅游行业“十
佳”评选活动，推动打造一批游客企业及服务之
星，发挥典型示范、榜样引领的作用，不断增强
全州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服务意识、质量意识和
品牌意识。联合州工商、质监、食药监、公安、
交通、文明办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重拳出击，

加大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黔东南州旅游产业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

展，其兴可待。
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黔东南州将充分利用

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全面加强州
级对旅游规划建设和资源开发的统筹，推动旅游
产业化全域发展，着力优化旅游功能布局；围绕民
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和康养文
化，着力培育一批旅游精品干线；实施 A级景区提
升工程，打造一批旅游精品景区；大力提升完善

“吃、住、行、游、购、娱”要素体系，丰富完善旅游业
态；大力实施“满意旅游”创建行动，着力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加大旅游宣传营销力度，着力唱响“民
族原生态·锦绣黔东南”旅游品牌，把黔东南打造
成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

黔东南旅游 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莫海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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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优势打造红色研学品牌

1月 24日，习水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景区接
待游客 402人。贵阳游客陈鸿带着正上小学五年
级的儿子一起前来参观：“孩子从课本里学习了
红军长征的部分历史，今天带着他到实地走走看
看，让他实地了解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

习水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副馆长母彦碧介
绍，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展馆平均每天都
能接待 300 人次游客，其中研学游客占 60%左
右。

贵州是红色旅游资源沃土，是红色研学旅游
发展的热土。近年来，贵州依托遵义会议、强渡
乌江、四渡赤水、兵临贵阳等重大独特的红色革
命文化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景区配套设施、
丰富红色旅游产品供给、优化红色旅游服务品
质，推出了一大批红色经典景区景点。邓恩铭故
居、深河桥抗战遗址等 8个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的
景点景区及贵州省博物馆、遵义会议会址等重点
研学旅行基地都成为热门打卡点。

“红色旅游是政治工程、文化工程、经济工程
和惠民工程，贵州打造红色研学游有着宝贵的资
源优势。”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殷
红梅认为，其优势在于红色资源丰富，品牌突出，
关注度高，感召性强；有传奇性，参与度高，便于打
造体验性强的产品；旅游资源相互依托，有利于景
区、城市、乡村联动开发；可与绿色生态、民族文化
融合性、复合性开发和宣传推介。

2020 年，省文化和旅游厅在黎平、遵义、
瓮安等地组织开展七站“重走长征路·聚力奔小
康”主题活动，通过“跑、拍、讲、吃、学、
购、住”等方式，吸引了数万名游客参与活动，
感受红色旅游魅力。活动评选并公布首批了贵州

“最美红军线路”，10 条长征旅游徒步线路和 20
家长征路上好民宿。

在游中学、在学中游。贵州启黔之窗旅行社

推出以遵义、赤水河谷国家旅游度假区为目的地
的“重走长征路”研学产品，以“骑观地质奇
迹”“骑观生命律动”“骑观红色印记”“骑观人
文传承”为特色，增强了红色研学体验乐趣而深
受学生欢迎。

北京、上海、广西等地的多家旅行社推出贵
州红色研学游产品。北京凯撒旅游推出私人定制
产品“百年征程—贵州遵义红色之旅六游日”，
已预订到今年 4 月；深圳市康辉旅行社推出的

“贵州红色之旅五日游”产品，一周 4 次发团仍
供不应求。

多元融合推动产品提质升级

“ 一 送 （里 格） 红 军 （介 支 个） 下 了 山
……”1月 21日，走进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苟
园盆景小镇，村民们正与游客合唱 《十送红
军》，其乐融融。

苟园盆景小镇是遵义市精心打造的红色研学
基地，以红色文化、绿色生态 （盆景） 的实景展
示、体验为特色，集红色拓展培训，红色民宿、
红军饭、红歌 （诗） 会、红色故事和盆景展等为
一体。

2018年制定的 《贵州省红色旅游发展实施方
案》 提出，“到 2020年，贵州红色旅游接待人数
力争达到 7300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达到 620
亿元”的目标。以“红色旅游+”发展思路，打
造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为代表的黔北红
色文化区；以“黎平会议”“木黄会师”为代表
的黔东长征文化区；以“息烽集中营”“王若飞
故居”为代表的黔中红色革命旅游区；以“鸡鸣
三省”“盘县会议”为代表的黔西红色文化旅游
区，培育精品线路和特色红色旅游产品，持续加
强红色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及长征历史步道、红军
村和纪念馆展陈提升等，推动红色产品提质升
级，丰富研学产品供给。

遵义市通过重点建设，打造遵义会议旅游
区、娄山关战斗旅游区、四渡赤水旅游区、苟坝

红色旅游创新区、突破乌江旅游区等红色旅游精
品景区，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脉络，用精品线路串
起红色经典，深度开发红色文化研习游、长征之
路体验游等主题产品；推出遵义—仁怀—习水—
赤水—泸州、重庆—广安—遵义—贵阳、赣州—
遵义—延安等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贵阳推出的重温红色文化之旅、铜仁打造的
丹砂之恋红色之旅，安顺、黔东南打造的红色文
化传承之旅、黔南州推出的不忘初心转折体验之
旅，六盘水市推出的红色记忆之旅，将红色文化
与自然风光、温泉、古镇、村寨，民族文化、历
史文化、“三线”文化、“三变”模式、乡村旅游
等相融发展，形成了多产业融合、各具特色的产
品体系。

各地旅游企业不断推出红色研学产品，推动
红色研学游从“观赏式”体验向“沉浸式”体验
转变。

遵义红色文化培训学院根据不同的人群来设
置路线和体验内容，制定教材，增强了红色研学
拓展培训针对性。精心开发了一批以实景式、沉
浸式、体验式为特色的中小学生“红色旅游+”
研学基地、精品线路和产品，近三年平均年接待
游客 10万人次以上。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化发展

深冬时节，遵义汇川娄山关山脚下，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贵州段重点示范项目之一长征纪念小
镇建设热火朝天。

汇川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领导小组综合
协调部副主任徐昇介绍，正在建设的长征纪念小
镇整合了娄山关景区周边已建、在建、待建纪念
设施群、红色文旅项目、红色研学培训等资源，
打造既突出党性教育和纪念功能，又兼顾研培体
验和红色旅游发展的文旅融合特色小镇，使之成
为长征精神、长征文化传承重要目的地。

贵州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之一。
2019 年 10 月，贵州省结合资源特点，确立了

“一核、一线、两翼、多点”的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总体布局，即以遵义会议会址及周边文物为核
心，以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线，以红二、红六
军团长征遗迹为两翼，“多点”包含其他具有代
表性的节点；建设“十六展示园，遵义为中心；
十一展示带，环廊为重点”，构建园、带、点结
合的主题展示空间体系。采用线性展馆群的方法
构建长征展馆体系，建立以长征干部学院为品牌
的长征红色教育培训体系；实施“重走长征路”
研培体验工程，依托长征历史步道建设，打造

“千里红军路”，串联沿线“百个红军村”。
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按照省、

市、县三级进行分层，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
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人才提升

“六大工程”，分近、中、远期有序推进。
遵义市作为凸显“伟大转折之地”特色的核

心项目，全力推进遵义会议会址周边区域文物保
护、环境整治及展陈提升工程、运用最新历史研
究成果提高展陈水平，优化观展线路，提升游览
体验感。深化红色旅游与农业、工业、城镇、体
育、医药等产业融合，形成红色研学活动与历史
文化、民俗文化、采摘耕作、农事体验等融合发
展格局。

贵阳、黔东南、黔南、毕节等地，深入挖掘
红军长征故事，加强保护、管理、研究和讲解人
才队伍建设，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重点建
设区建设各项工作和相关项目有序实施。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让散布在群山之间的红色遗迹

“串珠成链”，对贵州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带，发展
与长征相关的创意设计、文化软件、体育休闲、
艺术娱乐、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打造旅游强省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 征 国 家 文 化 公 园 建 设 将 深 化 “ 红 色 旅
游+”融合发展，一大批红色经典景区景点和研
培体验、红色教育品牌及精品线路，必将成为聚
人气、促消费，拉长旅游旺季，激活和推动贵州
旅游市场的特色名片。

红色研学游 贵州冬季旅游新亮点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林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耀眼夺目的色彩之一。
贵州红色文化资源量多质优，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黎平会议会址、娄山关、习水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瓮安猴场会议纪念馆、毕节

鸡鸣三省旅游区等，都是游客喜爱的红色旅游圣地；一批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主题鲜明、内容生动有趣的红色研学旅游产品备受青睐。
贵州围绕温泉康养、民俗节庆、滑雪健身、红色旅游等主题开展各类冬季旅游活动，力保冬季旅游“淡季不淡”。以红色研学游为核心的贵

州红色旅游产品丰富，为游客提供了多元选择，成为冬季旅游新亮点。

 行业资讯

本报讯 （记者 赵林）1 月 26 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安顺市黄
果树瀑布景区、贵阳市花溪青岩古镇景
区 入 选 全 国 5A 级 景 区 品 牌 100 强 名
单，分列第 12名和第 16名。

数据显示，2020年 12月，5A 级景
区 MBI品牌指数上涨近六成，相较于其
他省份，贵州、湖北和云南增幅明显，
贵州景区品牌影响力凸显，活力涌现，
有力助推了文旅消费。

贵州两景区入选

全国 5A 景区品牌 100强

本报讯 （记者 张芬）近日，中国
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正式批复，同意遵义市设立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遵义红色旅游基地。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大数据中心
红色旅游基地是全国性基地，是推进遵
义市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提升遵义红色
旅游影响力的重大举措。同时将成为国
家长征文化公园的重要数据载体、全国
最大的红色旅游数据共享平台、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的红色旅游观测站、全
国红色旅游 （或长征文旅） 目的地联盟
数据总入口、数字贵州的遵义样本。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遵义红色旅游基地成立

本报讯 （记 者 谢予谦）1 月 27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贵州

“2020现实题材优秀剧目展演季”圆满
收官，黔剧 《腊梅迎香》、原创时代京
剧 《锦绣女儿》、民族歌舞剧 《高高威
宁》、花灯轻喜剧《村里那些事》、话剧
《出山！》等十部精品戏剧进行了精彩展
演。

据了解，贵州“2020 现实题材优
秀剧目展演季”活动历时 3 个月。从
2020 年 10 月 21日启动以来，一部部聚
焦新时代、反映新生活和贵州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优秀剧目登台展
演，吸引了近万名市民走进剧场，上百
万网友通过网络直播观看，获得了较高
的关注度。

贵州“2020现实题材优秀剧

目展演季”收官

本报讯 （记者 赵林）1 月 26 日，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文化和旅
游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联合举办红
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贵
州省赤水市、黎平县红色旅游发展典型
案例成功入选。

据悉，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到红
色旅游发展案例 177个，最终遴选出红
色资源保护状况良好、红色内涵挖掘充
分、经验做法示范引领突出的 60 个红
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赤水、黎平入选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官方微信二维码

本报讯 （记者 吴楷林）近日，携
程发布“原地过年宝典”，对用户最新
搜索行为进行分析：当前原地过年热度
上涨 260%，本地出行热搜量占比超
40%。其中贵阳市以 28%增幅位列本地
访问量增幅第七位。

在疫情防控和天气寒冷的双重作用
下，温泉游成为贵阳本地热搜的宠儿。
数据显示，万象温泉、息烽温泉、四季
贵州山地温泉水世界、保利国际温泉、
贵御温泉等成为贵阳本地热搜景区。自
助餐、火锅、海鲜、烤肉、羊肉等美食
也深受欢迎。

春节本地游热搜量上涨

贵阳位列增幅第七位

贵州红色研学游主要打卡点贵州红色研学游主要打卡点
←游客参观遵

义 会 议 会 址 陈 列
馆。

贵州日报天眼
新闻记者

赵林 摄

→毕节鸡鸣三省旅游
区。

（图片由鸡鸣三省旅
游区提供）

→云南
大学附属中
学师生红色
研学游，走
进贵阳息烽
革命历史纪
念馆。
贵州日报天
眼新闻记者
赵林 摄

图片来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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