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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网红于内涵 以旅游融文化 

——由旅游发展到城市全方面提升的建议 

 

杨新旗  

 

摘 要：近年来重庆旅游产业持续保持高速度、高质量增长，已成为重庆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第三产业

的拉动作用日渐显著。在全域旅游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引领量变至质变，将重庆旅游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宣传平

台，最终刺激城市发展。重庆旅游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关键词：文旅融合 城市意象 城市精神 

 

重庆，凭借近几年旅游业的突飞猛进，已跻身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最迅速城市之列。城市风貌与

城市职能也因此有不少的改变与提升。随着互联网信息进一步爆炸式传播，重庆被冠以“网红城市”

的称号，也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app 的宠儿。旅游业及相关的第三产业得到了井喷式发展，城市

产业结构也在快速的优化升级。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重庆现在火爆的是旅游市场，而不是文化

输出，重庆旅游市场的火热，仅凭现在的环境，是难以长效延续的。 

网红终究也只是一时的，真正吸引游客的不能单单依靠一两个网红景点，需要的是整个城市分

层次而又整体的旅游体系，以及人文精神与城市内涵。重庆现阶段并不能带给游客深层次文化体验

的，城市的魅力和影响力也仅仅是“蜻蜓点水”便“烟消云散”了。因而重庆应该借旅游的东风，

兴城市文化精神之浪，文旅融合，助力重庆全面发展。 

因此，重庆应在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注重旅游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上升为塑造良

好的城市精神面貌，文化内涵与城市气质。 

并以此加强建设重庆旅游的区分度，引导游客深度体验原滋原味的重庆，感受重庆魅力，同时

大力拓展海外旅游市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交织，实现重庆旅游的的国际化。 

使游客、市民、在校大学生对重庆城市建设、文化精神面貌产生认同，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

实现“引进来”战略，吸引各地各行业的人才来重庆落户，增强重庆社会多元性，构建一个包容多

彩，百花齐放的山城，塑造城市精神，增添城市魅力。 

本文将以四部分详细讲述笔者关于重庆文旅融合发展乃至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一些思

考。 

一、构建多元而独特的城市意象 

城市意向即指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及到的“任何一个城市，都

存在一个由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或者是说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个都反映了相

当一些市民的意象……迄今为止，我们对城市意向中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可以方便地归纳为五种

元素:道路（path）、节点（node）、边界（edge）、区域（distinct）、标志物（landmark）。” 

 
图 1.城市意象五要素（来源：网络）  

在城市设计中广泛运用的城市意向五要素清晰地明确了城市的面貌的重要性和可变性。城市的

景观在城市的众多角色中，是人们可见、可忆、可喜的源泉。巧妙地运用规划这五项要素，能够给

市民、游客以不同的城市体验与感知。 

重庆凭借自身的地形地势地貌优势，已在城市形态上与其他城市有着较大的区分，并给游客以

最直接的视觉冲击。然而，如何将这种粗略的城市意向延续并加以充实装饰，并最终上升为一座城

市与众不同的标签。这就需要城市在“五大要素”建设上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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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五点最为基础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庆需要加强加速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道路

里程数、通达性、覆盖率建设，加速轨道交通建设。加速城市新区建设，加速重点地标建筑、构筑

物建设，丰富城市天际线。这些都是游客对一座城市好坏最基础的评判标准，即是“first impression”。 

现阶段重庆的洪崖洞景点（地标）、长江索道（道路）、解放碑（节点），、轨道穿楼（标志物）

都是有意无意的建设成为城市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也是城市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因

而重庆因借势发力，继往开来，遵循重庆地理地势环境，表达城市独特性，在第一时间抓住游客眼

球，形成鲜明的视觉冲击。 

表 1.重庆五种城市意象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同时，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人会带着不同的心态与眼光去看待一座城市。而

一座包容的城市，往往能使得他们在阡陌一隅中寻觅到自己的天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得到内心

的慰藉，这就是一座超级城市的魅力所在。 

因此城市的意象是多维的，透过新奇的建筑、魔幻的地形，看的是城市的精神、城市的文化、

城市的内涵。因此意象的塑造是需要与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息息相关的。 

给游客以多层次多维度的感观体验，而给本地市民留下浓厚的乡土情节，从而使得城市不再是

没有情感的钢筋混凝土组合体，而是附有情感，与人们对话的城市多元体。 

赋予城市空间以场所精神的土壤，结合城市本土文化，使得城市成为一个多元的磁体，吸引不

同背景的人来此实现自我价值。最终使得重庆做到吸引人、留住人。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上大有建树。 

重庆应保持城市文化多元性，增强城市包容性，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展现城市原真而有充

满魅力的一面，为游客留下记忆深刻的城市意象，保持城市旅游资源的鲜活性，并吸引游客去深入

了解城市文化内涵。 

 

二、线上线下合理搭建重庆特色旅游体系 

当下，国内城市旅游自由行已成常态，而游客在游览重庆之前，往往借助“马蜂窝、携程、去

哪儿”等相关旅游 APP 查询旅游攻略，安排旅游目的地。而各平台上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覆盖面有

限，且含有不少水分。同时，以目的地为导向的旅游选择模式，往往忽略掩盖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在城市文化精神内涵宣传上是缺失的。 

而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旅游的发展趋势是定制化、个性化。传统的景点对年轻

人的吸引能力在下降。大量的小众景点借助“抖音、微博、微信朋友圈”的口碑传播模式，逐渐发

展壮大。然而这些景点总的来说，开发未完全，配套尚未完善，游客的体验感也因人而异，且与其

他景点没有形成联动，致使缺乏规模效应，影响力不高，生命周期有限。 

因而重庆的文旅旅游体系应该更为完善，针对不同目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停留时间的游客

提供差异化的景点目的地建议，且应有一定的主题性。在互联网信息化、智能化时代，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模式，为游客提供详尽的旅游攻略与各样的旅游服务。让不同背景的游客知道在重庆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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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玩，玩什么。主动引导游客对重庆全方位感知。 

2.1 线下平台-山城驿站 

线下旅游平台即是山城驿站，指在重庆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码头、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城市核心商圈以及主要景区服务中心设立的旅游线下实体体验门店。店内装潢

设计应体现浓厚而又现代的重庆风格。可单独设立门店，也可与南山南书店等城市景点结合。 

山城驿站将售卖具有美学设计基础的重庆旅游手账本，并与之搭配售卖相关文创产品（特色纸

胶带、特色记号笔、文化符号印章、城市特色文化手工艺品等）；同时兼具旅游服务中心与旅游展

示窗口的功能，为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咨询，咖啡茶品甜点服务与文化表演等。 

山城驿站将与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相结合起来，山城驿站里设置非物质文化表演展

示区并设置定期表演展示活动，让游客在休息落脚之余体验感受特色重庆非物质文化，可解决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位置固定，宣传有限的困局。而在游客体验非物质文化活动之后，可就近在相

邻的山城驿站购买到相应的文化衍生品，以解决现状文创产品单一同质且针对性不强的痛点。让更

多的游客了解到重庆文化的丰富多元性，激发其参与体验的意愿。最终起到推介弘扬重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作用， 

线下每一家山城驿站应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单纯的复制与粘贴。其售卖的产品也应有一定

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如设立在磁器口的山城驿站，应能展现巴渝文化、沙磁文化、红岩精神。而设

立在十八梯的山城驿站应能展现母城记忆与革命抗战文化，市民文化。 

通过这种差异性的设置以及精致化的装潢与服务，使得山城驿站本身就是重庆线下景点，保证

了山城驿站自身的生命的可延续性。 

而在后期，部分山城驿站可以与市民生活相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市民活动中心，是重庆社会文

化的一个缩影，让市民在内享受便利的市民服务，让游客在山城驿站里体验原滋原味的重庆味道。

两者有机相融。 

同时，山城驿站还可以作为重庆城市的形象店，在市域外开设城市形象旗舰店，加强城市营销。

可售卖具有重庆文化符号的文创产品以及服饰或是餐饮，宣传城市性格、生活方式。起宣传、推介

城市旅游，塑造良好城市形象作用。 

详细策划项目示例 

文创产业是旅游产业中的朝阳产业。手账记事，尤其是手写纸质手账近几年一直在年轻人较为

流行。人们乐意用各种素材记录并装点修饰生活中的点滴。而山城驿站可通过提供优质基础素材，

激发游客乐于去记录在重庆旅游的经历。改变传统的走马观花，而是主动去发现重庆的魅力与不同。

游客会更主动地去体验一些文化活动，去感受城市的生活脉络，静下来去品味一座城市。而线下网

点密集的山城驿站，又能满足游客实时更新的手帐素材需求。 

而由于社交属性，普通游客也会倾向于在手账上记录在重庆的点滴，在游览重庆之后在个人社

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手账。使得每一个人都是宣传点，起到持续发酵传播作用。 

运营方可定期举办优秀旅游手账评选比赛，有奖征集优秀旅游手账，并在各大媒体渠道进一步

宣传，从而达到吸引更多年轻游客的效果。 

该项目能够较好的激发旅游者个性化的追求，刺激其在文创产品的消费。并借此机会整合重庆

现目前良莠不齐的文创市场，可通过与四川美术学院或是其他设计机构合作，打造一批高质量、富

有地域特色的重庆文创产品。提升城市文化内涵的同时，向外展示良好的城市风貌。并通过口碑营

销，使之成为重庆旅游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2.2 线上平台-TCQ 

来重庆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重庆主城区旅游资源丰富。然而不同类型，不同时期，不同

展示形式的景点零星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即便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也不能知晓所有景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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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来游客来说，则更是难以选择，往往目的地仅仅是几个较为成熟的景点，也未能够感受重庆的

精神文化特色。 

因此，政府可与相关企业合作，搭建“TCQ”旅游智能信息手机客户端，为游客提供可供选择

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组合选择及相关的旅游服务。 

表 2.TCQ 参与主体及参与形式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TCQ 平台搭建时序示意 

1）前期：平台搭建、人气积累。作为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旅游类别应用，迅速搭建权威信息平台，凭

借名人效应，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快速推广。前期根据用户使用反馈，优化应用体验，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相结合，丰富应用内容。 

在该平台上根据重庆旅游各景点性质、可参与度、历史时期等信息将目的地大致分为以下十类： 

表 3.TCQ 在重庆景点分类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并将景点详细介绍信息录入其中，依旧“智慧城市、智慧景点”成果，提供各个景点及实热度。 

2）中期：逐渐丰富内容，完善功能，注重对重庆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注重添加场景体验性、文化

感受性的的旅游项目，使得文化成为重庆重要的旅游引擎 

3）后期：接入重庆市民便民服务信息平台。上线市燃气、水、电、交巡警平台、政府信息公告等便

民服务功能。由一个旅游类别的手机应用逐渐发展转变为一个涵盖市民、游客生活、信息公布服务

的综合类手机应用。让游客彻底融入重庆生活之中，与市民生活同场景，同节奏。这将较为完全地

展示城市文化生活气息，有利于沉浸式旅游的打造，增强游客对于城市的意象塑造。 

游客使用方法——购物一站式景点选择 

将旅游景点做为商品，游客可像手机购物一样，将目的地如商品一般以及自己喜好提交至“购

物车”，在选择期间还可以参照其他游客的评价建议，而系统根据所选景点，以及游客选择的选择

游览时间长度，游览安排强度，依据后台数据可为游客规划提供合理的智能化行程安排。如包车服

务、讲解服务、公交地铁信息、票务服务，餐饮推荐、厕所信息等。在旅途过程中，为游客提供及

时的信息提示，如同旅行实时助手一版陪伴游客旅行。 

为了在短期内提升影响力，方便游客选择。在前期可设置几条官方推介线路，通过邀请明星或

是流量网红实地体验，拍摄相关推介视频；并邀请本地大 V、旅游达人，知名旅游杂志，起文字推

介作用，起到直观推介的作用，方便游客的选择。而视频影响资料可以作为影视广告素材，在电视

网络进一步推介。 

就如同购物一般，该平台也应设有及时反馈功能。游客可以借助平台，在游览后，对自己所选

择的路线进一步评价，对景点进行评分与评价，分享照片，为其他游客提供参考。 

于此同时，该平台的景点也应实时更新，保持重庆旅游的活力。如同网络店铺的 “上新啦”模

式对新景点进行推介。新景点的来源可以有三种：旅游局官方推介，旅游达人“探店”反馈，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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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发现。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旅游景点探索方式，使得旅游景点得到及时更新，并能切实

把握游客喜好与市场风向，有助于政府相关单位对景点的布局打造。 

平台也可以为游客提供制作游记的视频素材，P 图素材，方便游客快速便捷地在网络分享自己

在重庆游览的经历。 

 
图 2.TCQ 后期模式场景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搭建“TCQ”手机客户端旅游平台，实现“景点推荐、出行服务、文化推广、美食导引”

功能的集成。将官方、民间大 V，普通游客市民集约在一起，弥补官方推介景点的滞后性，以及小

型景点生命力不强的短板，加速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兴景点孵化，方便广大游客的旅游选择。同时，

该软件的使用人群也应面向本地市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政府信息发布，市民网络问政，文化娱

乐演出信息发布与一体的“重庆通”APP，在方便市民的日常出行，文娱活动参与的同时，提升市

民对城市自身文化的认识，提高城市凝聚力。 

2.3 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TCQ”与线下“山城驿站”的搭建完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客的旅游需求，但要真

正为游客提供别致的旅游体验，细致入微的旅游服务，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目标，需要线上与线下

结合，各扬其长。二者结合将为游客提供以 TCQ 为线上旅游引导，山城驿站为线下城市感知的伴

随式旅游服务。 

 
图 3.TCQ 与山城驿站线上线下分工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游客通过在 TCQ 上凭借自己喜好与客户端智能化旅游线路安排与推荐，配套预定了相关旅游

服务。完成旅游的前期规划，而在实地旅游过程与城市文化感知中，则由山城驿站如同穿线一般主

动引导游客对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感知与体验。 

这与传统游客茫无目的到达景点之后，走马观花地游览景点，随意拍摄几张游客照，在人山人

海中消失的旅游模式有了本质的差别。 

“网红城市”不能仅仅拥有“网红旅游”，快消式旅游客流量为城市旅游发展带来了井喷式的

刺激。然而，这也使得游客在快消费中忽略了重庆特色的文化与风土人群，削弱了重庆的文化软实

力传播。游客缺乏时间去体验重庆人独特的生活方式，重庆的文化内涵，感受这座城市在历史沧桑

中的变迁。 

就像赵雷在《成都》这首歌曲中写着的那样“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

小酒馆的门口……”,重庆的旅游应该不止于几个大红特红的“网红景点”，而是吸引游客去重庆那

些最有诗意、最有重庆味道的街道走一走，让他们感受重庆味道、体验重庆文化，产生更多的场景

消费，而不是单纯意义的定点消费。使得游客发自内心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进而产生更多的相关

消费，进而为重庆带来更多的口碑效应。 

如果说 TCQ 体现的是一座城市在智能化、智慧化、大数据、现代化旅游背景下的进步与决心，

那么山城驿站就是引导游客静下心来感受城市文化与气息的经脉。实现旅游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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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TCQ-山城驿站模式”，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精致旅游体验，深度感触重庆。让游客既能感受城

市的独特山水格局，感受一座城城市的新老对比，感受一座城市的朝阳生气。 

2.3.1 具体运用场景示例——重庆文化感知 

游客通过 TCQ 可获得的旅游基础信息服务不再赘述，本案例皆在示意重庆文旅融合如何在

“TCQ-山城驿站”模式下落地。 

 

图 4.TCQ 与山城驿站线上线下场景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游客的旅游目的是为了开拓自己视野，给游客足够的刺激，使之感受更多的差异化、参与感。

这样的旅游才能留给游客足够深刻的印象，而生活文化体验就是其中重要的方式。我们要让游客在

重庆旅游期间，生活得像个“地道的重庆人”。 

    游客在旅游行程规划期间就可在 TCQ 获取了解到详细特别的重庆生活场景，文化脉络，构建

其对城市的基本意象感知。 

游客在抵达重庆后，可在设置在主要出入境节点的山城驿站内免费获取“城市感知地图”，进

一步加强度城市地理环境，空间格局，精神文化的感知，同时也是旅游手账的基础资料。 

在游览过程中，借助 TCQ 的旅游线路规划系统，游客根据自身喜好，制定旅游线路。经官方推

介、市民网友推荐选择文化体验类项目。 

TCQ 与山城驿站将引导游客参与更多的体验性活动。如：在洪崖洞打糍粑、在铜梁体验铜梁舞

龙、在荣昌亲手制作一把荣昌折扇，在重庆大学与老建筑留影、在川剧院体验川剧变脸等等。 

前文提到的山城驿站手账项目将重要的反馈奖励环节。游客完成这些体验项目后，可获得盖戳

认证或是文创产品奖励。可以是富有创意的印章盖在前文所提到的手账上，进一步激励游客完善自

己的手账，也是有特色的纪念性礼品。同时，游客也可以将自己体验过程或成果图片借助 TCQ 平

台发放至社交网络平台上，可获得 “XXX 非物质文化保护者”称号，进一步发挥宣传保护，弘扬

发展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精神气质的作用。 

TCQ 为游客构建生活场景，而山城驿站将是线下体验的重要节点，差异化的内容与体验，将引

导游客在城市的每一个街巷与角落都体会到城市的多元与包容，并趋使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一座城市，

而不是仅仅在几大景点匆忙路过。 

而游客在完成官方推荐的生活体验后，可以凭借打卡盖戳印章，离境时，在“山城小馆”兑换

相应奖品。这将进一步刺激游客完成体验类项目 

在完整的旅游体系闭环中，结束旅游后，城市营销仍在继续，游客将自己的体验经历上传至 TCQ

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势必将吸引更多的游客。进而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与更好的城市宣传效应。 

体验更多的文化类项目，这不仅将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刺激更多相关消费，这也将为游客灌

输重庆的城市文化精神，使得游客有意或无意地与城市形成精神共振，最终上升到城市精神塑造上。 

借助山城驿站与 TCQ 的结合，不仅使得游客的旅游更加独特化、个性化，为游客清晰展现了城

市文化与魅力，引导游客一步一步静下心来感受城市，而二者的激励机制，游客将更为主动地体验

重庆生活、山城味道。 

三、发力“大重庆旅游”，助力重庆区县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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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重庆的旅游范围尚局限于主城区范围，区县的旅游景区的主要客源中，主城区游客仍

是主力军。而游客在主城区短暂地停留后，即分流至四川、贵州等地。 

因而如何将游客留在重庆，在重庆区县范围内产生更多地旅游消费，进而形成“主城—区县—

主城”的旅游线路闭环，是解决现阶段重庆旅游人均停留时间短，消费少的问题的重要突破手段。 

重庆市面积辽阔，渝东南、渝东北、渝西部都有着不同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而受限制于地

形地势、交通所迫，各区域景点缺乏串联联动。除去在全国范围内较为出名的大足石刻、武隆天坑

地缝景区、长江三峡游以外，其余诸多优秀的旅游资源普遍缺乏知名度。且景点又多以自然景点为

主，人文气息薄弱，同质化较为严重，规模有限，竞争力不足。 

而另一方面，主城旅游资源又较未独立，没有与区县资源形成良好的联动；作为区域交通枢纽，

却也没能发挥引流作用。 

据此现状，又参照重庆市旅游发展由“一线游”到“一片游”、从“观光游”到“度假游”的发

展策略目标，重庆市应着力于区县旅游资源开发宣传及市域旅游体系打造。 

 
图 5.主城与区县景点定位、功能与关系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分为以下几步： 

1. 梳理重庆区县现有的旅游资源 

对区县成熟景点进一步规范管理，连点成线，逐步建立完整的旅游体系。对现有景点进行大力

推广。 

2. 进一步提升旅游资源硬件条件与软宣传 

进一步开发合川钓鱼城、云阳龙缸、酉阳桃花源、长寿长寿湖、石柱黄水等较为成熟旅游资源，

完善旅游服务配套，提高交通便利可达性，做好提档升级，加快相关等级景区申报工作。结合影视

作品、文艺民俗展示，提升景区的知名度。特别是与影视作品结合上，景区应主动与国内外相关剧

组接洽取景合作事宜，提高景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3. 注重提升景区的特质性、地域性 

区县旅游资源打造时应当将文化、地域风俗与重庆山水旅游资源相结合，各区县应将区域内的

人文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体现。 

同样借助“TCQ”平台，梳理推介区县的风景名胜、民俗特色，为游客提供票务信息、演出活

动、体验式旅游指南。 

在该平台的指引下，游客可清晰明了地了解该地区的文化特色、生活风俗，并进行相关体验活

动，这明显区别于以往在网络上收集的残缺信息。同时也方便政府及旅游局对热点景点进行集中开

发，文化局对风俗文化进行及时保护与开发。 

4. 加强主城与区县旅游的配合联动 

加强主城对区县旅游的导流作用。区县旅游资源可在主城或是境外的山城驿站设立展示接待单

位，在山城驿站内，游客可以体验了解到区县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而萌生去往区县进一步感

受了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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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快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多式联运，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 

重庆作为山区丘陵城市，交通基础工程建设难度大也是为区县招徕游客的重中之中。但重庆同

样有多式多样的交通资源，将其联合起来，打破现有壁垒，为游客提供便利、自主的旅游交通体验。 

多交通模式旅游联运示意 

在“米”字形高铁网尚未搭建完成的大背景下，主要的交通方式以汽车为主，而重庆主城区为

主要的游客的集散地。游客乘车出行主要方式为组团游或自驾游。而组团游往往附带消费购物活动，

游客自主性差、体验有限。因而重庆应搭建一个管理规范，布局完整的汽车租赁平台。而具体的运

营方式应是政府与相关企业公司（PANDA 用车、car2go 等）进行合作经营模式。一方面为游客提

供便利的旅行交通方式，增大游客的旅游半径，刺激旅游消费；同时，解决现阶段主城区租车市场

有限，相关公司经营困难的现状。 

相关企业在重庆市主城区、各区县城区，景点、火车站（高铁站）设置汽车存取点，游客可方

便进行汽车的存取。即游客使用汽车租赁服务的场景是活跃、灵活的。如在中途需取消行程，可将

汽车停至指定地点，而游客乘坐高铁、大巴等交通工具，返回主城区。 

此举亦可解决区县租车市场发展缓慢的局面，提高各旅游景区的可达性，方便游客选择高效自

由的交通出行方式，最终行成“高铁到达-租车-旅游-还车-高铁返回”的旅游出行模式。 

同时也可与长江三峡旅游游轮进行有机结合。为游轮招徕更多地游客，改变现状游轮旅游线轮

端到端的单一运行模式。为游客带来多元化选择，带动沿线旅游资源开发。 

 

图 6.主城与区县景点定位、功能与关系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四、加速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建设 

扩大海外旅游市场，加大城市对入境游客的吸引力，同样也是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进程。现阶段，

重庆入境游游客持续增长，但增速有限，这与国内旅游市场游客激增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 

重庆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应有更为特殊的文旅触煤，才能在与国内同级别城市中脱颖而出。

而国外游客的喜好更为广泛，旅游目的更为多元。想发展成为国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重庆应

在软、硬件两方面入手，提升吸引力。 

4.1 硬件上 

完成城市基础设施的国际化，完成信息告示系统、及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双语化。对第三产业

服务业从业人员加强语言能力、服务意识培训。 

加快国际一流酒店、餐厅、品牌、商业的引进，为国外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体验服务。助力重

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速外事活动及各项国际会议开展，加速各外国驻华领事馆的引进建

设。 

举办国际各项体育赛事，引进具有城市窗口展示意义的大型赛事，如 F1,国际田联大奖赛等。

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倒逼城市基础设施升级，并开阔城市眼界。 

加速国际交通枢纽的建设，优化城市门户窗口，扩展国际航线网络，并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国

际客货运航线的中转地、始发地。 

通过与国外影视公司合作，建设具有国际知名度与水准的影视基地，并作为影视作品取景地，

提高城市在国际范围内曝光度。 

4.2 软件上 

在塑造自身城市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IP，成为旅游吸引双引擎。“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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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将是城市旅游的助推器，成熟的

城市文化将为城市带来与众不同的

精神气质与城市魅力，这是城市走向

国际化的基础；而引入国际知名 IP，

将助推城市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

权与吸引力。从而做到强者愈强，加强重庆作为旅游目的地，以及国际旅游城市吸引能力的多层次

性。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得益彰，增添城市文化多元性，进一步开放城市视野，使得城市魅力

得以长效发挥。 

 

结语： 

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城市空间更新、城市用地进一步退二进三的背景下，重庆应该抓住互联

网时代信息爆炸的契机，以现阶段旅游网红爆点为契机，加速完善更新城市基础，挖掘、传承，发

扬重庆丰富的文化，并最终使之凝聚成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精神。 

重庆旅游现阶段应与时俱进，借助智能化、信息化的技术背景，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多维度

方式，注重与游客的互动，激发游客兴趣，注重历史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加强主城区与

区县旅游资源的联动，构建大重庆的旅游体系。 

最终以旅游为媒介，挖掘塑造城市文化，打造良好的城市意象，增强城市吸引力，加强城市认

同感，提升城市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使得重庆最终成为一个魅力包容，文化多元的国际化旅游城

市 。 

 

 

 

 

 

 

 

 

 

 

 

 

 

 

 

 

 

 

 

 

 

 

 

图 7.城市精神文化与国际 IP 结合示意（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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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重庆文旅体系融合及分期建设重点（作者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