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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业背景

“旅游+”正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引擎，成为社会投资

热点。国家旅游局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旅游信息化规划》正式发

布，对我国 4A级以上旅游景区提出信息化旅游建设要求，加快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着力在满足游客需求、提升旅游

品质、引领全面创新上取得突破。

重庆作为网红打卡城市首站，2018 年重庆旅游接待游客 5.5 亿

人次，居全国第一，说明重庆旅游市场需求旺盛；网络热度是双刃剑，

能带红一个景区，也能放大很多问题。如：消费能力低、停留时间短、

都市旅游的辐射能力弱、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景点旅游平台数据信息

出现孤岛，景区综合接待服务能力低等。

站在新的高度看待文化发展与旅游融合，如何让城市拥有自己

的“灵魂”？如何做强“大都市”国际旅游目的地？

二、 解决方案

1、企业优势

重庆金卡联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城投下属公司，以下简称为城投金卡）、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825）（以下简称为

华扬联众）和华商智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088）合资

成立的子公司。以城投金卡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与华扬联众 DMP 大

数据为基础，引入北斗卫星地理数据，景区数据结合旅游场景深入挖

掘，向旅游管理部门、景区、涉旅企业和游客提供智慧景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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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以属地服务和品牌服务的优良基因为优势，通过对策略、创意、

媒介整合和行业发展的深度洞察，为景区提供专业推广服务。

2、方案概述

基于旅游发展的现状和需要，我司建议将已有/未有智慧化建设

的景区，通过统一的系统（金卡九州北斗旅游服务平台）进行打通，

并且和周边景区的信息化接口进行无缝连接和互联互通，作为旅游合

作和区域景点联盟的突破口，启动大重庆 “全域旅游”发展，优化

提升旅游品质，完成景区智能化基础硬件搭建，为景区逐步实现智能

化应用和智慧化管理提供基础和支撑。通过将各个信息化系统进行整

合，形成互联互通和相互关联，通过多个系统的整合，排除信息孤岛，

实现景区智能化应用。结合卫星定位、移动网络、地理信息、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对景区的智慧化运营。

平台按照景区管理一张图、定位服务一张网、综合应用一条线

的建设理念，通过将旅游信息化各个独立的系统，与三维地理信息系

统进行汇总和融合，搭建一套面向景区可视化的综合管理平台。硬件

设备作为智慧景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接入智慧景区平台，免除后

期维护升级等繁琐的多方对接。真正实现旅游智慧化的应用和服务效

果，助力景区管理能力和营销能力的提升。

我司拥有“线上+线下”数据资源整合营销平台优势，对游客客

源地、人群画像、景区交通等做分析。提供游前：提供游前趋势预测

及智慧营销；游中：人流量监控及预警；游后：客源分析的全生命周

期旅游大数据产品和服务。对旅游行业的趋势变化进行多角度、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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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解读，通过用户数据、行为数据和 UGC 内容，为企业和个人用

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利用大数据平台为旅游服务、管理、营销、体验

提供决策参考，针对企业管理、景区景点和消费者打造智慧旅游一站

式服务体系。

3、实现目标

提升服务品质：提高旅游业务综合管理和运营能力，创建优质

的旅游生态环境，提升旅游服务品质。

提高经济效应：提升景区内核，延伸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便

捷服务的同时，使旅游经济效应最大化。各类硬件系统整合，统一运

营管理，降低景区经验管理成本。

保证管理监控：提高旅游生态环境监测和保护的能力，提高对

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检测和保护能力，提高对景区综合管理监控能

力。

创新营销方式：对旅游舆论进行监控和数据分析，同时挖掘旅

游热点和游客兴趣点，引导旅游企业策划对应的旅游产品，制定相应

的营销主题，推动旅游行业的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一、 成功案例

我司与多个城市旅游景区景点形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包括黄

龙景区、李白故居、九寨沟、熊猫乐园、药王谷、寻龙山、黄山展馆、

布达拉宫等等，具体项目建设情况如下：

1、成都金龙长城智慧旅游信息化（一期）项目建设，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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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景区综合管理平台、景区电子票务系统、景区无线网络系统、景

区数字广播系统、景区管理 APP、自媒体门户应用、景区信息中心机

房等。

2、四川四姑娘山智慧景区建设，包括三维地理信息综合管理平

台、大数据分析系统、停车管理系统、票务系统、地灾监测系统、环

境监测系统、景区 VR应用、旅游文化地标、游客管理系统、电商管

理平台等。

3、武汉黄鹤楼智慧景区建设，包括三维管控系统、文物监测保

护系统、应急联动系统、游客管理服务系统、LED 大屏、电子票务系

统、停车管理系统、智能 WIFI、智能广播、环境监测等。

本次金卡联智针对重庆文旅融合金点子大赛提出智慧旅游解决

方案，希望利用大数据平台优势打通旅游行业“痛点”实现大重庆全

域旅游，实施“市场营销精准化和产品与服务个性化推荐”，创造收

入，做强做大，辐射西南，争做全国智慧旅游城市标杆。

综上所述，我司提供《重庆文旅融合发展“全球金点子大赛”投稿方

案》-智慧旅游



重庆文旅融合发展
“全球金点子大赛” 投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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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服务体系

旅游管理

旅游服务

旅游营销

旅游体验

超越全国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
最高水准智慧旅游城市的重庆模式

全力建设旅游新型模式与创新业态
旅游吸引力与新业态的重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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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旅游+，正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新引擎，成为社会投资热点。如

何让城市拥有自己的“灵魂”？让

文、商、旅业态协调布局，必须站

在新的高度看待城市发展与旅游发

展，是目前思考的关键。

旅游综述

重庆一夜成名，是一件好事，如果人都

不来，何谈旅游发展。1700多万人次的

游客“大考”，极大的考验重庆基础设

施、综合接待服务能力。网红城市火爆

效果测试出重庆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站在城市高度看“旅游” 如何做强“大都市”国际旅游目的地？

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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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客单价消费低

人均旅游消费水平落后全国平均水平及重点

旅游城市

重庆旅游消费需求爆发阶段，人均消费水平

无明显提高

重庆人均旅游消费水平排名后靠，18年仅为

杭州人均消费40%、成都人均消费46%

客单价消费低于全国水平，仅为杭州消费40%、成都消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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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出来制作成胶片演示文稿打印出
来制作成胶片

公司简介一
用户可以在投影仪或者计算机上进行
演示也可以将用户可以在投影仪或者
计算机上进行演示也可以将演示文稿
打印出来制作成胶片演示文稿打印出
来制作成胶片

公司简介二

应急防范不足

2018年5月1日，外地游客 “攻陷”洪崖洞和千厮门大

桥，游客量达到4.5万人次。同比增长68%。不收门票

的开放式景区，客流不可控，交通易瘫痪，接待能力差。

最新流传的一个网络段子:“爱他就陪她到洪崖洞去看夜

景，恨他就让他去洪崖洞感受一下拥挤”。

旅游交通出行瘫痪，职能部门数据
传递不及时、信息数据出现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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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时间短

龙水湖

大足
石刻北山

石刻昌州
古城

大 足 周 边 旅 游 资 源 国 庆 大 足 在 网 车 归 属 地

渝
川
贵
云
浙
粤
陕
鄂
苏
青
湘
其他

数据来源：城投金卡车联大数据

 “ 北敦煌、南大足 ” 大足石刻成为外

地游客心目中旅游优选之地。它是拥有

重庆唯一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整体出

行以“一日游” 为主，无法推动大足旅

游业整体发展。

游客景区停留时间短，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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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实力受限

5

4

3

2

1

6

上海

北京
成都

深圳
杭州

重庆

重庆对于地域周边品牌吸附范围能力弱
消费能力有限，品牌青睐度低，排名仅第六

品牌青睐活力城市排名

数据来源：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究中心

品牌对于重庆的认可度有待提高，消费实力和新一线城市排名不匹配

要吸引更多国际化、特色化品牌和产品来渝，形成消费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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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形式单一

01

02

03

04

朝天门

洪崖洞

长江索道

李子坝

渝中区将朝天门、洪崖洞、长江索道、

李子坝等网红景点虽然串联起来，但

仍旧以一些老产品作为都市旅游支撑，

产品形式不够丰富，吸引力过于单一。

景区之间没有形成旅游动线
文化缺乏挖掘建议去景区景点化、打造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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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市场小结

文化内涵与旅游产品没有融合，无法形成重庆独有的旅游文化标签

人均消费低

游客停留时间短

景区接待能力不足

都市游区域周边辐射能力弱

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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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PART 02

Aiming at the wisdom of ChongqingTourism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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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旅游趋势

大数据智能化

深化大数据智能化合作，以重庆，贵州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为载体，加快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旅游发展联盟

加强旅游，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发展渝南

黔北，大力提高区域旅游发展联盟。

2018年4月12日，重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座谈会在渝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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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旅游趋势

国家旅游局

贵州旅游推出“云上贵州”智慧旅游，将国家旅游局、贵州省人民政府、

中国联通三方的数据资源融合，建设贵州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平台。

整合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品牌和宣传渠道等，建设成为

集营销推广、资讯发布、电子商务、行业监管等功能于一体综合性区域旅

游目的地整合营销平台。实现智慧旅游管理、智慧旅游服务、智慧旅游营

销和智慧旅游体验。 

云上贵州

人民政府 中国联通

贵州立足全域旅游新时代
多功能大数据平台满足游客多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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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旅游解决思路

 

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以文化内涵为主题，把零散的旅游

景区、景点、景观串连起来，形成直线或环线搞“大旅

游”，发展全域旅游。

有针对性的市场营销，实现“市场营销精准化和产品与服

务个性化推荐”，将重庆网红城市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创造收入。

让大数据打通旅游行业“痛点”
实现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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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拥有数据整合营销平台优势
对游客客源、行为、旅行轨迹、景区交通做分析
为旅游服务、管理、营销、体验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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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整合平台应用

智慧旅游服务 智慧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营销 智慧旅游体验

依靠现代科技的力量，把涉及

旅游的各个要素联系起来，为

游客提供智慧化的旅游服务

为职能部门制定决策提供数据

支持，为管理部门提供智能化

管理手段，提升产品服务竞争

挖掘旅游热点和游客兴趣点，

引导景区策划相应的旅游产品，

推动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从游客出发，通过信息技术提

升游客旅游体验和旅游品质，

提高旅游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融合平台资源，针对企业景区管理和消费者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

游前（提供游前趋势预测及智慧营销） 游中（人流量监控及预警） 游后（客源分析的全生命周期旅游大数据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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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资源——城投金卡数据应用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城投金卡）基于城市车辆基本信息、驾驶人信息以及车
辆行驶轨迹的大数据采集，线下形成立体化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链条，提供真实和具备巨大价值数据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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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资源——城投金卡数据采集

机动车轨
迹数据

电子车牌数量 机动车与驾驶
人关联数据

机动车抓拍
图像数据

机动车数据

RFID卡数据 RFID卡与驾驶
人关联数据

抓拍设备数据 驾驶人数据 采集点数据

RFID卡采
集数据

抓拍图像采
集点数据

驾驶人出行
轨迹数据

RFID读卡
器数据

RFID卡采
集点数据

大数据行业领导者：中国唯一拥有交通大数据的企业，

国内唯一实现机动车信息动态采集应用的新型重庆数

字交通物联网与大数据服务平台。

多专业融合资源数据平台：电子围栏、龙门架、RFID

和电子监控四个途径对车辆基本信息、驾驶人信息以

及车辆行驶轨迹等大数据采集，立体化的物联网大数

据链条。实现辖区干道、各大景区、进出口分方向交

通流数据实时采集，重庆数字交通物联网核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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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资源——华扬联众数据平台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825）（以下简称为华扬联众）基于对线上人群特征和行
为特征采集、存储和应用，形成自有DMP大数据管理平台，与大数据客户保持长期数据服务于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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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资源——华扬联众数据采集

监测代码采集
在线数据、实时采集

可采集广告、官网、

微信等数据

内部数据采集
程序化采集内部数据

包括业务系统数据库、

文本、图片、视频等

对接第三方系统
系统对接、API传输

可采集运营商、电商

等第三方数据

爬虫采集
可采集社交、论坛、

电商、汽车网站等舆

情数据

线上专业数据采集系统的制造商，做中国主流社交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整合用户数据、行为数据和 UGC 内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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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联智介绍

重庆金卡联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5月落地重庆

运用大数据，致力于户外媒体数字化；

资源遍布社区、高速公路、停车场、桥梁；

以属地服务及集团专业支援为优势；

为重庆企业提供全面的品牌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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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方案优势

• 一体化解决方案优势

• 方案类型多样优势

• 整合营销优势

平台优势

• 平台运营优势

• 平台模块化部署优势

• 平台展现形式优势

数据优势

• 城投金卡数字交通物联网

大数据

• 华扬联众DMP大数据

• 北斗卫星地理数据

资源优势

• 华扬联众全国数据技术中心

• 华扬联众数字实验

• 商业数据工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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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大黔渝旅游资源平台

提升旅游产业共同发展

为迎接5G时代、智慧城市创新做准备

辐射西南、面向全国智慧旅游城市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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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搭建
PART 03

Wisdom of ChongqingConstruction of Tourism Platform

33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平台架构体系

服务层

用户层

数据处理层

数据采集媒介

智慧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服务 智慧旅游营销 智慧旅游体验

管理者 景区 游客

智慧旅游大数据中心

线下数据 线上数据

RFID 道闸 流量终端

摄像头 其他采集模块

移动APP WEB

PC 其他智能交互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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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总体框架

重庆金卡联智
智慧旅游平台

智慧旅游营销

硬件组成

龙门架

RFID

道闸

流量终端

摄像头

智能交互媒体

智慧旅游管理

电子票务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车辆调度系统

智能停车场系统

安保巡逻系统

环境监测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智慧旅游服务

城投金卡
交通大数据

华扬联众
DMP大数据

北斗卫星
地理大数据

独有大数据

地灾监测系统

用户画像系统

精准营销系统

舆情监控系统

智慧旅游体验
APP

小程序

智游星游客
管理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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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大数据

基于城市车辆基本信息、驾驶人信息以及车辆行驶轨迹等

大数据采集，并不断优化和完善的大数据模型，在线下形

成立体化的物联网大数据链条。

实现辖区干道、各大景区、进出口分方向交通流数据实时采

集；同时将全市车辆基础数据、全市高速公路数据、全市营

运车辆GPS信息，形成重庆智能交通物联网核心数据库。

立体化交通物联网大数据链条 智能交通物联网核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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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数据、实时采集可采集
广告、官网、微信等数据

系统对接、API传输可采集运
营商、电商等第三方数据

程序化采集内部数据包括业
务系统数据库、文本、图片、
视频等

可采集社交、论坛、电商、
汽车网站等舆情数据

联合城投金卡和华扬联众，融合线上

和线下专业数据采集平台，通过整合

两大平台的用户数据、行为数据和 

UGC 内容，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定

制化服务。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平台硬件组成

龙门架

RFID

道闸系统

摄像头

闸机

流量终端
其他采

集终端

智能交互
媒体

硬件设备作为智慧景区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帮助景区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等，是景区实现智慧管理的重要

基础。可根据需求，为配置相应硬件设备。现有硬件设备也可接入智慧景区平台，免除后期维护升级等繁琐多方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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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基于云端服务的“互联网软件+智能硬件”体系，让

门票销售和验证更智慧，更方便。

景区可以通过一键分销数千家分销商，对接主流OTA、

团购渠道，可以自主选择电商平台或接入官网系统。

支持分销商预存、授信，便捷的财务结算方式，快速

建立不同制度的门票销售渠道。对于游客可以随心所

欲的选择各种渠道购票，使用二代身份证、二维码、

一维码等进行验票快速入园。

电子票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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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点远程浏览

双向语音对讲和音频广播

录像查询与回放

图片抓拍

报警与联动

录像

40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信息发布系统

基于“旅游数据服务平台”聚集的数据资源、

交通物联网资源、新媒体运营资源、公众服务

平台资源。

实现旅游景区的景点参观指引信息、交通信息、

人流量信息、疏导信息等各类信息网格化精准

发布。

支持信息发布屏（LED）、APP、微信公众号、

短信等多种渠道。

41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智慧停车系统

停车场管理子系统采用现代电子与信息技术，结合远程监控系统，为出入口管控和安全服务的信息化管理，对通过出

入口的车辆、人员两类目标的进、出进行放行、拒绝、记录和报警等操作的控制系统，加强对目的地车辆的状态监控

和即时通讯能力。

准确记录识别车牌号码，确保车辆的

进出有据可查，进出可控，景区内部

车辆快速通过电动挡车器

关键位置加强对进出人员的管理和安

全防范

管制车辆进出，进一步管控车位数量，
计算每辆车停车时间

通过各类引导设备快速、自如的找到

车位、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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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车辆调度系统

根据景区游客流量有序调度车辆运行

结合游客APP软件基于位置提供车辆服务 

统计记录车辆行驶状态及运行轨迹速度等

车辆维修保养及驾驶员勤务综合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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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管理

安保巡逻系统 环境监测系统 地灾监测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景区安全管理，可以确保保景

区与游客的人身与财物安全，

确保景区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

通过北斗环境监测终端对景

区的各类环境因子进行实时

采集传输，通过物联网技术，

在系统集中展示景区的生态

环境内容。

有效预防旅游景区地质灾害发

生，保护游客及当地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以北斗技术为核心，

主要分为现场自动监测报警和

分析发布两大部分。

利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和北

斗高精度地基增强系统相结

合，为景区搭建高精度定位

和精确导航服务应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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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服务

智游星游客管理服务系统

政府管理

区域特色文化宣传 
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管理安全关爱服务 
信息服务辅助决策

管理便捷 
安全保障 
提升收益

团队组织景区

特色宣传 
安全管理 
辅助决策 
提升收益

游客

故事 
救援 
关爱

智游星

可穿戴终端

PC、手机

智能管理系统

数据中心

客服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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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营销

秉承“旅游数据要看得见用得着” 的理念，为游

客进行立体多维度画像分析，如基本信息、群体轨

迹、终端、APP使用情况等，指导管理和营销服务，

结合华扬DMP大数据，便于进行消费者定位和服

务产品设计。

用户画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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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营销

58%
185,258 View

90%
850,258 View

对互联网海量信息自动抓取、自动分

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并形

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

通过对舆情进行监控，提供分析依据，

挖掘旅游热点和游客兴趣点

舆情监控系统

旅游目的地舆情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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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景区平台——智慧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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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管理一张图

智慧旅游平台

综合应用一条线

定位服务一张网

金卡联智数据平台按照景区管理一张图、定位服务一张网、

综合应用一条线的建设理念，通过将旅游信息化各个独立

的系统，与三维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汇总和融合，搭建一套

面向景区可视化的综合管理平台，真正实现旅游智慧化的

应用和服务效果。

智慧旅游管理 智慧旅游服务

智慧旅游营销 智慧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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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建设步骤

完成景区智能化基础硬件搭建，
为景区逐步实现智能化应用和智

慧化管理提供基础和支撑。

景区基础信息化建设阶段

通过将各个信息化系统进行整合，
形成互联互通和相互关联，通过

多个系统的整合，排除信息孤岛，
实现景区智能化应用。

智能化应用阶段

通过结合卫星定位、移动网络、
地理信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实现对景区的智慧化运营。

智慧化运营阶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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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建设目标

提升服务品质

提高旅游业务的综合管理和运营

能力，创建优质的旅游生态环境，

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

01

02

提高经济效应

提升景区内核，延伸旅游产品，

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服务的同时，

使旅游经济效应最大化。

各类硬件系统整合，统一运营管

理，降低景区经营管理成本。

03

保证管理监控

提高旅游生态环境检测和保护的

能力，提高对游客及工作人员的

安全检测和保护能力，提高对景

区综合管理监控能力。

04

创新营销方式

对旅游舆论进行监控和数据分析，

还可以挖掘出旅游热点和游客兴

趣点，引导旅游企业策划对应的

旅游产品，制定对应的营销主题，

从而推动旅游行业的产品创新和

营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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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推广
PART 04

Chongqing tourism marketing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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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旅游发展格局

西北翼：非遗大足石刻 西南翼：世界遗产地
大黔渝（大武陵+渝南黔北）

一带：三峡黄金旅游带
重庆旅游呈现“一带、两翼”旅游发

展新格局，打造西南旅游金三角黄金

旅游区

一带：指三峡黄金旅游带

两翼：指西北翼的大足石刻和合川钓鱼城；西南翼指大黔渝

（武隆+涪陵+黔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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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旅游推广策略

深 · 旅 · 漫 · 游
全域旅游

纵向打通景区之间联盟

从传统观光游向深度游

智慧旅游

数据共享打造智慧城市

解决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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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旅游发展目标

做优：大三峡

重拾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是中国最早向世界推出的旅游名片之一，培育旅

游业新的增长点，推动“一线游”向“一片游”

转型发展，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长江三峡

第一旅游目的地。

做足：大足 做靓：大黔渝

全域旅游体验升级，一日游到深度游转变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景

区两大招牌的大足，围绕不同旅游产品满足游客需求，

形成以“吃喝玩乐”为核心产品体系，把“看石刻”变

成“游景区”

“旅游发展联盟”创新发展升级版
增强“全地域景观”的大黔渝旅游核心支撑，发起

筹建渝黔东南旅游发展联盟，启动建设智慧旅游体

系，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塑造文旅融合新名片。

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打造大重庆旅游名片，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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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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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品牌梳理

旅游市场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长江三峡是世界级黄金旅游线路

出现“一票难求”，堪称中国旅游的“金字招牌”

三峡是世界上唯一能乘坐游轮游览的峡谷

如何借助游轮传递新的价值理念和全新的视角认识？

如何重塑三峡形象，重拾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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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趋势现状

昔日风光不再  三峡游吃老本直“掉粉”

旅游产品单一

缺乏个性化、精品化产品

文化内涵缺乏

缺乏对文化挖掘和讲述

沿线景区缺乏联盟

三峡游景区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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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现状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 数据来源：《2017-2018年中国游轮发展报告》数据来源：中国信息产业网 数据来源：《2017-2018年中国游轮发展报告》

如何让游轮重新赋予三峡品牌内涵
打造品牌符号化，激活和释放大三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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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
游轮

三峡
博物馆

品牌核心策略

重塑三峡品牌内涵

以“文化”为核心+以“科技” 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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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价值梳理

文化融入
重新定义

三峡游轮产品

科技体验
打造三峡游轮

品牌标签

营销形式
解决传播着力点

文创产品
实现品牌

利益最大化

借助游轮，开创三峡文化新纪元，树立大三峡游行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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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三峡文化IP

将游轮从交通工具升级为移动的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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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峡——长江万里图

历史人文
交互点

城市文明
交互点

历史人文
交互点

历史人文
交互点

城市文明
交互点

城市文明
交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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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峡——古今三峡全貌

展项描述：

该展项船舱原有影院，通过主

题影片的方式展示长江流域文

化产品、民间工艺品、民间曲

艺、民俗服饰等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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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峡——远古之光巫山人

展项描述：

三峡地域孕育我们的祖先，重现巫

山人的生活场景，通过AR技术和

互动技术，引导游客与巫山人，如

游戏、舞蹈、模仿、换装等互动，

使游客达到全新的体验感受，构建

与传统的预览产品的差异化。

营销方式：
开发对应的文创产品，

实现二次传播，增强客户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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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三峡——虚拟文物欣赏

展项描述：

利用数字化拍摄等技术，借助互

动屏幕将文物进行展示，强调展

示的交互性。

交互方式：

lcd互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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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峡旅游体验，尊享文化之旅

三峡游轮全面提升文化体验

用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感，仪式感，参与感的各类文化活动

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感受、社交、科技几大板块的升级迭代

给予游客以景观，文化，历史等全方位体验和感受

打造开创性，尊享性，独特性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

67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大足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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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分析

在重庆旅游大爆发的

大背景下，大足发展

相对滞后

主流客群以周边地区

为主，且以一日游为

主，无法推动大足旅

游业整体发展

大足旅游项目仅满足

游客基本游玩需求

大足旅游的营销活动

无法触达目标群体

多个集成商形成，旅

游大数据未合理使用，

利用率低

大足旅游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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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策略

 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打造

 多渠道数据融合

 产品结构单一

 景区开放程度低

 市场策略模糊

 大足旅游数字化统一

服务平台

 精准化市场营销

从景区数字化建设到全域旅游体验升级
整合大数据，打造旅游平台与数字产品，让数据服务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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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运营

01 02

目前的景点未做整体规划，单

点推广运营，无法让游客在大

足多做停留，以一日游为主

打造覆盖吃住行游游娱购为一体

的两日体验游，满足游客的个性

化需求

结合旅游景点周边，深挖旅游产业
形成以吃喝玩乐为核心的产品体系

从单一景点景区向综合旅游目的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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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主题

吃

大足旅游 住

行

游

娱

购

 美食之游：邮亭鲫鱼、

冬菜

 主题游：定制线路

 乡村游：九镇十八村

 文化游：万古鲤鱼灯舞

 温泉游：大足龙水湖

 拜佛游：大足石刻

 亲子游：时令水果 民俗游：宝顶架香庙会

围绕“人文”“温泉”“乡村”
打造不同旅游产品满足本异地游客需求，主打二日游

构建大足多种类型游玩特色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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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WIFI覆盖

覆盖景区各酒店、餐饮、景点等

实现了景区无线信号全覆盖

电子通道

微信端预约景点，刷脸、身份证的方

式进入景点

电子支付

景区消费、支付全面实现电子化

数字化建设

景区基础服务板块深度数字化，加深旅游印象、口碑及好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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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平台 数据采集

服务平台优势

大足目前已建成“智能交通物联网技术支撑服务平台”，实现辖区干道、各大景区、进出口分

方向交通流数据实时采集；同时将全市车辆基础数据、全市高速公路数据、全区营运车辆GPS

信息（包括出租车、班线客运车、旅游客运车）、景区监控视频数据整合接入大足区智能交通

物联网核心数据库。

拥有全网车辆基本信息、驾驶人信息以及车辆行驶轨迹

74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融合数据优势

线下数据

• 线下数据

• 电子车牌

• 机动车交通信息卡

• 驾驶人交通信息卡

• 海量线上数据

• 广告数据

• 网站数据

• 注册数据

• 会员数据

立体化游客标签

数据融合

线上数据

城投金卡、高德地图 华扬联众、腾讯、上海数据中心

华扬联众：4大标签体系涵盖5大垂直行业，精

准识别 全网15亿用户行为特征

城投金卡：大足全域实时交通大数据，精准识

别全市机动车及驾驶人行为特征及行为轨迹

融合大数据，赋能大足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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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目标

游前

通过APP、公众号、小程 
获取旅游资讯

具有知名度、口
碑和丰富的旅游

资源

旅游目的地

无处不在
遇到问题及时响应

自由自在
为游客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游后
给目的地旅游一个真正的好评

标杆
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旅游标杆

游中

全面满足游客定制需要 
吃、住、行、游、娱、购

面向海量游客，提供流程个性化定制服务
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旅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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