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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围山花海。

拥抱“旅游 +”
示范引新路
—长沙全面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邹立婷 冉焕明
望城区光明村，蝴蝶观赏、亲子乐学、民宿体验，乡村旅游好不热闹。
长沙经开区，三一集团、远大集团等工厂里，隆隆的机器声中，多了孩子们的惊叹，工业旅游方兴未艾。
全域旅游如火如荼，“旅游 + ”时代已然到来。
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长沙立足市场需求，主动融入大局，聚焦聚力，全面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旅游活力加速释放，产业融合已结硕果。

高位推动，
激活融合发展活力
12 月 25 日，长沙市推进旅游业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作会议在长沙
召开。“长沙市十大最具魅力旅游乡村”
“
长沙市工业旅游精品示范基地”“长沙
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示范基地”“长沙市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长沙市康养旅游
示范基地”“长沙市文化旅游示范基地”
等一批示范基地新鲜出炉。
这，不仅是长沙加快旅游融合发展
取得的新亮点，也将成为长沙旅游的新
名片。
全域旅游进入国家战略体系，旅游
业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旅
游需求空前旺盛，旅游业突破封闭的自
循环，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丰
富旅游产品新供给， 扩大旅游消费领
域，为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注入活力。
发展“旅游 +”，长沙资源充足、产
业基础好，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工业、
教育、体育、乡村旅游等优势，同时交通
便利、区位突出、基础设施完善。
在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需要下，长沙旅
游融合发展的鼓点在全市擂响。 今年 7
月，根据国务院和湖南省“十三五”旅游
业发展规划，《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
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的实施
意见》印发；9 月，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
召开，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描绘了一幅
蓝图。
“旅游业是综合产业，关联性强、辐
射带动作用大。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表
示，为了抓住旅游业这个“牛鼻子”，长
沙加强政府引导，在“大旅游”格局下，
以开明融合的理念、 开放合作的思路、
开拓创新的方法，推动各主管部门深入
协作， 形成推动旅游业跨越发展的合
力。
市旅游局会同农委、经信、卫计、体
育等部门，共同商定标准、共同考察选
定、共同商定措施，共谋产业融合发展，
形成部门联动的发展机制，变“一马拉
车”为
“众马拉车”。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
下， 长沙旅游融合发展的环境不断优
化，融合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今年以来，创新旅游产品、争创示
范基地，各企业各景区你追我赶，掀起
了一轮热潮。
“
能够在众多优秀的文化场馆中脱
颖而出实属不易。 ”雨花非遗馆荣获“
长
沙市文化旅游示范基地”称号，该馆负
责人表示，致力于打造湖南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新名片，雨花非遗馆创新文旅融
合产品，与旅行社和景区合作，设计了
游客参与式的手工艺制作体验产品，既
传播非遗文化魅力，又让旅游产品充满
趣味性和互动性。

学生在胡耀邦故里旅游区参观。

全国山地自行车赛在
黑糜峰国家森林公园举行。

奋勇争先，
产业融合步履铿锵
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互动，长沙
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良好开
端，融合发展的实践已在全域展开。
与一产融合，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每逢周末， 浏阳市古港镇松山屋场便
游客如云。 松山屋场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
业， 开发了稻田体验、 科普公园等旅游项
目，今年预计吸引游客 16 万人次，乡村旅
游收入突破 1000 万元。
不少游客循着酒香找到村民周逢志的
酿酒坊，这里一年能够卖出近八吨酒，年收
入超过 30 万元。 古港镇还重点扶植了黑山
羊等特色商品开发，形成了生产、加工、销
售、物流等产业链条，走出了一条“美丽乡
村 + 特色产业 + 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之
路。
在长沙， 像古港镇这样的村镇已呈燎
原之势。 开慧镇、果园镇、黄材镇、花明楼
镇、大围山镇、白箬铺镇……土特产品变旅
游商品，闲置民居变特色民宿，农民在家门
口就业创业。 近两年，长沙累计接待乡村旅
游游客 8930 万人次，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
717 亿元。
与二产联姻，旅游更精彩工业更闪亮。
一颗颗黄豆如何制造成食用酱油？ 位
于宁乡经开区的加加食品工业园有答案。
在酱油车间的参观通道， 游客能够近
距离、全方位参观酱油的生产过程，感受智
能化的生产线； 在 300 多平方米的产品展
示体验区， 游客还能动手制作酱油拌饭等
食品，趣味性的互动产品大受游客欢迎。
自 2016 年营运旅游项目以来，加加食
品集团累计接待 12 万人次，增加旅游收入
200 多万元， 并有效宣传推广了企业品牌
和文化。“酱油酿造工艺的奇妙和生产的智
能化让人大开眼界。 ”走进工厂，游客瞬间
被
“
俘虏”，成为品牌的忠实
“
粉丝”。
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开始依托厂房、
产品和企业文化，为游客提供参观、游览、
体验、购物等服务。 工业旅游成为企业调整
结构、转型发展的新路径，也正在成长为长
沙旅游的新动能。
与三产互动，体育、文化、教育、康养等
产业快速发展。
“
足球旅游大有可为！ ”说起旅游 + 体
育， 长沙百尚体育场馆有限公司负责人信
心满满。 以足球为载体，联合全国球友，将
足球运动与高铁旅行、 观光旅游和文化交
流等活动融为一体， 百尚打造了一种新型
旅游业态。其运营的沙湾公园自 2016 年开
园以来，已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260 万元。
在望城铜官古街， 文化与旅游融合的
产业链正在形成。 这座充满艺术气质的小
镇， 正吸引着大批创客进驻发展，“铜官柴
烧”“凤来祥陶艺”“壹行唐卡” 等文创品牌
脱颖而出，旅游让
“千年陶都”焕发生机。
长沙灰汤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立足温

学生在三一集团参观混凝土机械沙盘。

示范引领，
推动融合更好更快发展
“长沙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实
践，走在了全省前列，这种真抓实干、勇于探
索的经验，对全省乃至全国都有意义。 ”湖南
省旅发委副主任高扬先表示，长沙从省会城
市的资源优势出发， 实施融合发展战略，不
是旅游一个部门的“独奏曲”，而是奏响了旅
游融合的“交响曲”，此次会议将在全国留下
一个范本。
长沙市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工作会议的召开，产业融合发展的“蓝
施工图”。
图”变为“
“信心倍增！ ”获得授牌的示范基地表
示，荣誉肯定是一种激励，新的品牌将会形
成市场影响力和认可度，今后如何发展的思
路愈发清晰。
没有获得授牌的企业也有着同样的心
声，“旅游 +” 是企业提升自身形象和实力的
有效途径之一，要立足资源优势，打造特色
鲜明的旅游产品，尽快弥补短板。

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等几家企业
听说长沙召开此次大会，主动申请列
席。“牵手旅游是我们的迫切之需，会议的召
开像一场‘及时雨’”。
企业是融合发展中的主体，企业“唱戏”
的氛围愈发浓厚，典型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将进一步显现。 长沙为跨界融合的相关产业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并制定激励引导政策，
逐步促成产业融合“一盘棋”格局。
市场推着政府走，政府引着市场走。 推
动产业融合更好更快发展，需要加强引导。
“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是简
单的‘1+1’,而是有机融合，产生‘1+1>2’的
效果。 这种融合的魅力就在于，能融合出新
的价值、新的惊喜。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表
示，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式会
越来越多， 各地旅游融合的形态也各有侧
重、各有特色，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选
择融合发展的优先领域重点突破。
推动产业融合更好更快发展，需要全面
构建保障机制。 长沙将做好融合发展规划，
开展试点示范，以更大力度、更宽视野、更强
保障发展旅游。
行百里者半九十。 建设世界旅游目的
地、创建国家中心城市任重而道远，长沙旅
游创新引领，铿锵前行。

长沙市工业旅游精品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在长沙市博物馆，讲解员演示并讲解陶
釜的结构与功能。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地名称
长沙高新区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长沙经开区三一集团星沙基地
长沙经开区远大科技集团远大城
雨花经开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
宁乡经开区加加食品工业园
望城经开区中粮可口可乐华中饮料生产基地
宁乡高新区圣得西服饰生产基地
望城经开区湖南大旺食品生产基地
宁乡经开区楚天科技制药装备制造基地
长沙高新区华曙高科 3D 打印基地

长沙市中小学研学旅行（创建）基地(营地)名单
序号

讲解员介绍比亚迪 K9 纯电动大巴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基地（营地）名称
长沙市综合实践示范基地
长沙市博物馆
胡耀邦故里旅游区
长沙柏乐园
湖南湘都农业园
宁乡县凤凰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学校
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研学旅行基地
长沙海天园林休闲山庄有限公司
湘丰茶博园综合实践基地
贝拉小镇

长沙市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外宾在湖南雨花非遗馆参观。
（本版图片由长沙市旅游局提供）

泉特色，打造康养旅游产品，今年预计接待
游客可达 180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 亿元；长沙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以营地
为根据地，推出 8 条研学精品路线，成为全
国中小学生通过研学旅行了解湖湘文化的
窗口。

1
2
3
4
5
6
7
8

基地名称
长沙千龙湖生态旅游区
雨花区沙湾体育公园
天心区三只熊冰雪王国
岳麓区保利麓谷体育公园
望城区谷山体育公园
长沙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
浏阳市赤马湖景区
长沙贺龙体育中心

长沙琴岛演艺中心上演舞台剧。

长沙市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1
2
3

基地名称
宁乡市灰汤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
浏阳市汉元康养旅游基地
浏阳市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长沙市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基地名称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滨江文化园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长沙简牍博物馆
雨花区非遗艺术馆
长沙田汉大剧院
长沙琴岛演艺中心
望城铜官古街
李自健美术馆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2017 年长沙市十大最具魅力旅游乡村
1 、长沙县开慧镇
2 、宁乡市黄材镇
3 、浏阳市大围山镇大围山村
4 、宁乡市花明楼镇
5 、宁乡市金洲镇关山社区

6 、浏阳市张坊镇田溪村
7 、望城区铜官窑街道
8 、开福区沙坪街道汉回村
9 、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村
10 、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