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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瑜宇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
见》 提 出 ，“ 发 掘 工 业 旅 游 新 蓝
海，要充分发挥我市工业产业基础
好、知名品牌多等优势。”宁波工
业旅游的基础良好，潜力巨大，但
存在起步较晚、企业发展意识不
强、配套服务不够完善等问题，需
要把握机遇，积极推进。

一、宁波发展工业旅游意
义重大

1、有利于展示改革开放的巨大
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宁波的现
代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一跃成为浙
江第一大工业城市。发展工业旅
游，对企业而言，可以依托企业发
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让公
众和游客对企业发展的历史及其文
化有全面的了解，从而促进企业文
化的传播；对城市而言，可以依托
宁波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工
业建设的成就，让民众对沿海城市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更直观的认
识，对改革开放形成更深、更全面
的共识。

2、有利于提升城市旅游格局。
工业旅游活动的开发，除了有企业
自身关联性扩张和高附加值产品
开发的因素之外，还有源于其生
产活动的科技性、参与性、纪念
性、教育性和差异性等特点，可
以适应不同的旅游动机和旅游需
求。与传统旅游产品相比，工业
旅游含有更为丰富多样的企业文
化，可以提供更有特色的旅游产
品、旅游服务和旅游纪念品，不仅
能扩大旅游产品的供给，丰富旅游
产品的内涵，还能提升旅游消费的
质量和品位。

3、有利于实现产业跨界融合。
工业旅游通过对工业遗产、工业流
程、工业环境进行旅游化改造来创
新企业发展路径。工业旅游将工业
和旅游有机融合起来，兼具生产性
和服务性功能，不仅能够提高企业
生产的附加值，促进企业转型，实
现工业和旅游之间产业链的相互延
伸，还可以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并
带动餐饮、交通等相关服务的发
展，对于优化和提升经济结构具有
积极的作用。

4、有利于市民素养和城市气质
的提升。工业旅游往往是一种“学
习型旅游”，它的发展有利于促使

“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团队”“学习
型城市”的形成。现代制造业的对外
开放具有很强的科普溢出效应，它
不但有利于提升学生和市民的科学
素养，而且能提高市民对宁波工业
产品的认可度、提升市民自觉宣传
宁波工业产品的自豪感，同时有助
于消除市民对化工类项目的恐惧和
抵触情绪，化解社会风险。

二、宁波发展工业旅游基
础良好

1、工业遗存类型丰富，特点鲜
明。宁波工业遗存包括工业设施、
工业相关设施、工业次生景观和历
史建筑四大类二十个中类，存在四
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古代、近代、
现代工业遗存并存；二是整体布局
分散，局部地区相对集中；三是产
业类型较为丰富；四是企业改扩建

普遍，多数厂区新旧并存。宁波工
业遗产比较集中的区域是海曙区的
老城区及外围周边、鄞州区的江东
北路和东钱湖一带、江北区的甬江
北岸和南岸的工业遗产走廊。此
外，宁波北部还有镇海的笠山风力
发电试验场、北仑的梅山盐场、余
姚的通用机器厂 （现文山创意园）
和浙东运河上的交通设施，南部有
宁海县力洋酒厂、梅林电厂、铝制
品厂等工业遗存以及象山的鹤浦潮
汐电站等。这些工业遗产沉淀着这
个城市历史的记忆。

2、工业企业门类众多，注重品
牌。宁波工业企业门类众多，有 35
个制造业大类，形成了绿色石化、
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关键基础件

（元器件）、新材料等一批产业集
群，拥有 9 个全国唯一的产业基地
称号和数量居全国首位的 28家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 2018年
由市甬商发展研究会、中国社科院
品牌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市场学
会、中国品牌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
发布的“宁波品牌百强榜”中，现
代制造业品牌强势突围，比例高达
75%。一大批注重品牌培育、知名
度高的企业如得力、欧琳、公牛、
恒康、海伦、贝发等榜上有名，具
备向游客开放的实力。一些企业家
已经看到品牌与工业旅游的正向关
联，并在初步“试水”中尝到“甜
头”。

3、港口资源历史悠久，风貌独
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
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宁波等地的
古港就是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

“活化石”。宁波港历史悠久，是宁
波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其历史
文化积淀散发着独特的旅游吸引
力。从吴越时代的句章港开始，绵
延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唐代直至
宋、元时期，宁波与扬州、泉州、
广州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著名海
港。这段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起航地之一的宁波港，成了中国瓷
器等输出的重要口岸。在改革开放
的引领下，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
展，业已成为货物吞吐量居全球之
首、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三的
国际大港，拥有着不可多得的工业
旅游资源，同时临港工业的雄厚实
力也为港口工业旅游提供了优质的
旅游资源。

4、工业文化教育积淀深厚，前
景广阔。工业旅游的教育性是其旅
游吸引力的一大特点。宁波的工业
企业在拥抱教育上积极大胆，有成
功先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宁
波工业发展与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
的典范，通过开办校企联合订单班
形成学用相长。在基础教育方面，
2018 年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旅游
局等 10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并
将从 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省所
有市、区县 （市） 铺开。其四大主
题之一的“活力之旅”就是利用浙
江各地改革开放、科技创新的生动
实践样板和高等院校、研发机构、
科普基地、市场港口、知名企业等
开展研学旅行活动。这项活动将极
大地促进工业旅游和教育的结合，
为宁波工业旅游的拓展提供巨大的
市场空间。
（作者单位：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把握工业旅游新蓝海的
新机遇

编者按：

工业旅游是将工业发展与旅游休闲活动融为一体的

专业特色旅游活动。与传统旅游产品相比，工业旅游在

满足游客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能在短时间内增强他

们对企业、科技及工业文化的认识。加快发展工业旅

游，有利于充实旅游内涵，深化产业融合，促进工业和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工业旅游可以作为企业营销

和展示企业文化的新窗口、提升品牌价值的新途径、传

播企业信誉的新名片。宁波作为工业大市，有必要深度

挖掘工业旅游市场，整合工业旅游资源，创新科旅融合

新载体，让企业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让游客有全新的

体验，为丰富宁波旅游业态、推动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

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宁波：发发展工业旅游正当时展工业旅游正当时

陈 琳

工业旅游起源于上世纪 50 年
代的法国，当时雪铁龙出于品牌宣
传之目的组织游客参观生产线，引
起众多厂商竞相效仿，而后传导到
其他工业领域，逐步演变成以工业
遗址和工业观光为主的新型旅游
业态。相比之下，我国工业旅游开
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尽管起步较
晚，但在政府、行业与企业的共同
努力之下，发展速度较快，成效也
较为显著，在助推城市有机更新、
产业转型升级、企业融合发展的过
程中，逐渐成为全域旅游大格局的
新生成员与重要增长点。

从国内外实践看，“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成为各地推
动工业旅游发展的普遍共识。

一、政府层面：规划先行、
强化统筹

工业旅游涵盖工业遗存、工业
观光、工业博物馆、产业园区、重大
工业文明成就等类型，需要文旅、
经信、自然资源与规划、科技、教育
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政府
的规划与统筹是推动工业旅游发
展的重要前提。

在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升级过
程中，区域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的
区域综合整治与振兴计划发挥了
关键作用。在区域管理委员会统筹
下，整个鲁尔区的工业遗产旅游开
发呈现明显的一体化特点，综合考
虑和统筹规划工业结构转型、旧厂
房改造和利用、生态环境修复、就
业和住房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
决，利用废弃厂房和矿山修建工业
博物馆，将仓库改成音乐厅，将储

气罐改成潜水池等等，使工业旅游
一跃成为鲁尔区的历史坐标和文
化记忆。

在国内，北京、天津等地推进
工业旅游过程中也相继成立了由
经信、文旅、宣传、教育、财政等部
门共同组成的工业旅游协调/领导
小组，牵头编制工业旅游发展规
划，明确工业旅游发展思路、发展
方向和发展重点，引导工业旅游规
范、健康发展。上海市旅游局和经
信委也曾在2012年联合编制《上海
市工业旅游“十二五”发展规划》，
并于 2018 年 9 月进一步联合上海
市教委印发《上海市工业旅游创新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立足上海工业文明优势和都市旅
游特色，促进上海工业旅游品牌
化、智慧化、优质化发展。

二、行业层面：标准先行、
强化推广

自上海 2005 年成立全国首家
工业旅游促进中心以来，北京、天津、
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相继成立工业旅
游促进中心，向上对接文旅、经信等
主管部门，中间推动工业旅游标准化
建设，向下强化行业指导与资源整
合，推动工业旅游协调有序发展。

强化工业旅游服务标准的制
定与评定。继2007年上海发布全国

首个工业旅游地方标准《上海市工
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要求》以来，
天津、浙江、江苏、河北、青岛等省
市相继出台工业旅游示范点、示范
基地评定标准，湖北也于2013年发
布工业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标
准，其中上海、天津等地评定工作
由工业旅游促进中心组织实施。

强化工业旅游的资源整合与
线路推广。2005 年成立以来，上海
市工业旅游促进中心在定期开展
针对管理人员、中高级导游、基层
讲解人员等工业旅游专题培训班
的同时，通过资源整合推出工业遗
存体验之旅、智慧城市互动之旅等
5 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并联合发
起成立全国工业旅游联盟。湖北通
过资源整合推出汽车工业走廊游、
黄石工业遗址游等六条工业旅游
线路，助力工业旅游成为湖北旅游
的生力军和亮丽风景线。广东省文
旅厅、工信厅于今年5月联合发文，
以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为引领，设
计、打造20条工业旅游精品线路。

三、企业层面：理念先行、
强化服务

企业作为工业旅游的实施主
体，普遍做到理念先行：既自觉自
发地认可工业旅游的内在价值，又
将工业旅游的标准和要求贯彻于

项目的整个周期，强化流程再造、
管理创新与服务提升。

开展工业旅游是履行社会责
任的内在要求。宝钢、江南造船厂、
秦山核电站等非直接消费品制造
企业，开展工业旅游的动机并不在
于经济收益，因为这与他们主营业
务相比微乎其微，而在于对工业旅
游背后社会价值的深刻认识。通过
工业旅游让公众——特别是学生
群体近距离感受这些企业的技术
原理和生产工艺，甚至一览近现代
民族工业的历史变迁，增强公众的
科普意识与民族自豪感。

开展工业旅游是强化品牌影
响的重要手段。青岛啤酒、五粮
液、贵州茅台等酒类企业作为工
业旅游的先行者，很早就意识到
工业旅游能够让游客亲身感受这
些品牌背后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
承；海尔、大众等先进制造企业
吸引游客进入他们的展示厅与车
间，则是向后者展示其优异的技
术积累、成熟的制造工艺、先进
的 管 理 水 平 以 及 宏 伟 的 战 略 途
径，两者的出发点都为提升消费
者对其品牌的信任度与认可度。

开展工业旅游的理念要贯穿
项目整个周期。嘉兴歌斐颂巧克力
小镇在项目谋划阶段就志在工业旅
游，并以此为基础优化企业生产流
程，在运营过程中注重细节，努力提
升服务品质，既增强观摩过程的直
观性、互动性与趣味性，又不干扰企
业的正常生产作业。上海八号桥创
意园的运营团队在承接松江区一个
工业遗存改造项目之初，就谋划“文
创+旅游+科普”主题，并据此推进园
区设计、建设、招商与管理。
（作者单位：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发展工业旅游的
经验镜鉴

徐兆丰

宁波要以工业为内涵，以旅游
为载体，充分发挥制造业工业企业
的旅游功能，丰富提升旅游景区的
工业文明内涵，通过工业与旅游的
结合，将工业发展融入旅游活动，
寓产于游，寓产于乐，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
化和旅游休闲需求，为宁波“246”
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和“名城名
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一、推进工业旅游基地建设

首先，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
完善宁波市工业旅游基地规范标
准制定和建设工作，打造一批资
源优良、特色明显、管理经营规
范的工业旅游景区，培育工业旅
游品牌。

其次，打造示范基地，依托宁
波工业遗存，挖掘文化内涵，注入
时尚元素，形成工业遗存创新转型
的新地标，打造宁波火车老北站等
工业遗存旅游基地；依托宁波工业
文博资源，结合多元展示与互动体
验，形成工业文明传承与科普教育
的新载体，打造工业博物馆旅游基
地；依托宁波海鲜、服装、食品等老
字号、著名品牌，结合“工厂+衍生
品直销”等形式，融入美好生活的
健康时尚新元素，打造宁波汤团、
宁波海鲜等民生类工业旅游基地；
依托镇海炼化、宁波舟山港、吉利汽
车等宁波先进制造业重点基地和智
能制造科技创新优势，拓展制造业
的展示功能与旅游新体验，打造制
造类工业旅游基地；依托宁波城市
更新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业建设
成就，深化工业旅游认识，诠释工
业旅游内涵，展示都市改革开放发
展成就的新典范，打造东部新城等
重大工业文明成就类旅游基地。

第三，建立旅游廊道，宁波可

利用河道、交通线等线性廊道将众
多沿江、沿交通线分布的工业旅游
基地串珠成链，建立329国道、甬江
两岸等工业旅游廊道。

二、打造工业旅游精品线路

首先，扶持企业主体，支持有
一定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的旅游
企事业单位，面向市场，针对不同
人群、不同时节、不同主题，设计开
发和管理经营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
旅游项目和精品线路，鼓励有条件
的旅行社策划推出“镇海炼化小镇
游”“北仑世界大港游”“江北甬江北
岸游”“海曙新型环保游”“鄞州东部
新城游”等主题工业旅游线路。

其次，加强统筹协调，积极引
导支持各类景区景点在工业旅游
产品打造、旅游线路设计、市场拓展
和旅游交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提
高工业旅游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
服务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建共享。

第三，创新旅游手段，鼓励和引
导工业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数字旅游
资源、应用程序等智慧服务平台，采
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和混合现实（MR）等最新展示技
术，增强工业旅游的趣味性、互动
性和体验性，针对公众工业旅游需
求，开发一批富有科普特色和科学
文化创意的工业旅游体验产品、工
业旅游纪念商品，满足公众多样
化、个性化的工业旅游消费需求。

三、开展工业旅游宣传推广

首先，充分运用各类新老媒体

进行宣传，要运用传统的广播电
视、纸媒等进行宣传促销，要求选
择新的宣传着力点，以全新的视
角吸引潜在游客的注意力，同时
注重与线上口碑等自媒体结合，
运用创新思维培育客源。要巩固
已有客源市场，挖掘潜在客源市
场，如青年人追求运动时尚，可
开展网络组团赴汽车生产厂家现
场观摩、试驾、欣赏模特展示、团
购优惠等针对性促销活动。

其次，充分利用旅游日、科普
日等重大旅游活动载体，组织开展

“工业旅游线路推介会”“市民工
业互动游”、工业旅游进社区进校
园等活动，扩大工业旅游的社会
影响。发挥宁波旅游网等平台载
体作用，加大工业旅游宣传推广
力度，提高工业旅游的人气指数和
群众基础。

第三，支持各区县（市）推出具
有地方特色的工业旅游主题活动，
促进工业旅游活动的常态化、大众
化，大力培育工业旅游市场，准确
把握市场定位，加大工业旅游宣传
和推销力度，全面提升工业旅游的
市场影响力和综合效益。

四、推进工业旅游人才队伍建设

首先，加强工业旅游从业人员
的培训、培养，建立一支掌握工业
旅游知识、吃苦耐劳、有志于工业
旅游的工作者队伍。

其次，支持工业旅游景区加
强对管理人员、导游和解说人员
的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组织

开展工业旅游活动的策划能力和
服务水平。

第三，鼓励老科技工作者、
在职科技工作者以及高校师生、
科技传媒人士等发挥专业特长，
积极参与工业旅游建设和志愿服
务活动，为全市工业旅游事业快
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五、健全工业旅游保障机制

首先，建立工业旅游协调工
作机制，统筹工业旅游的建设和
发展，文旅部门牵头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协调，优化工业旅游发展
环境，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也要会
同相关工业企业行业协会建立相
应工作机制，把工业旅游发展纳
入旅游发展规划，研究出台支持
工业旅游的具体措施，推动工业
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要建立健全工业旅游
的监督检查与评估制度，做到有
要 求 、 有 部 署 、 有 检 查 、 有 落
实，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
相关标准，加强对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的动态管理，定期开展第三
方评估，对评为“宁波市工业旅
游基地”的单位给予一定的经费
补助，按规定对工业旅游工作中
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和奖励，加大宣传力度，选
树一批先进典型。

第三，要建立健全工业旅游
景区安全管理保障制度，明确工
业旅游场所的安全责任主体和监
管 部 门 ， 严 格 执 行 有 关 安 全 标
准，完善安全设施，保障各种旅
游设施、机械的安全运转，完善
事故应急机制，要针对工业旅游
的特点特别注意旅游者的安全和
生产的安全，同时谨防核心技术泄
密，严格执行安全事故报告制度和
重大责任追究制度。
（作者单位：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推进宁波
工业旅游发展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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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北区污水处理厂“水滴之旅”，于2016年12月底获批为浙江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这是全省首家以污水处理
为主题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