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我市对‘十四五’时期的旅
游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总体谋
划和安排？”“市财政在旅游产业
发展中投入了多少钱？主要投向
哪里、绩效如何？”⋯⋯

6 月 23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听取了市政
府专项工作报告，并进行分组审
议。24 日下午，会议举行联组会
议，就我市旅游经济工作进行专
题询问。12 名常委会委员和市人
大代表带着群众的呼声，紧扣我
市旅游经济发展工作中的痛点堵
点难点问题，踊跃提问，政府及有
关部门单位一一诚恳作答。

“十三五”期间，我市提出打
造“中国一流休闲旅游目的地”，
而 2019 年，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
市中，我市旅游总人次、旅游总收

入两项指标分别排在第八位、第七
位，宁波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旅游目的地城市。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蒉开波就此提问，“围绕旅游目的
地建设，尤其是在打造重点旅游景
区、重大旅游项目方面，有何具体打
算？”

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邱金岳坦
承，宁波与传统的旅游名城及其他旅
游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城市相比，总量
和质量都有不小的差距。邱金岳表
示，未来将着力推动一批重点旅游项
目，打造一批重大旅游景区，“其中，
加快建设两个标志性项目，一是中国
大运河文化公园，打造一条西起余
姚、东至北仑的大运河海丝文化旅游
带，二是以建设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为核心，整合资源，打造宁波文
化遗产的旅游高地”。

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对旅游业
发展至关重要。四明山区域交通基
础设施十分薄弱，经常造成拥堵。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诸国平很关心，交
通部门会如何补齐旅游专线基础设
施方面的短板。

市交通局党组书记胡海达表
示，主要是受到生态环保和交通安
全因素的影响，重新论证了原先规
划的四明山高速，并将其线路东移，

“未来，将以四明山农村公路为主打
造四明山的环线经停路线，以四明
山区域现有的省道为主打造干线公
路，解决农村道路、省道和高速公路
的互联互通问题，相信能够逐步补
齐四明山旅游中交通上的短板”。

“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公园申报、
规划、建设方面，如何强化市级统
筹？”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董学东提

问。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邱金岳回
答：“市委明确提出把河姆渡文化打
造成为我市的重要文化标识。下一
步，市文广旅游局将继续加大力度
推进考古工作，筹建史前文物保护
研究中心，启动创建河姆渡考古遗
址公园，稳步推进河姆渡遗址的申
遗工作，使河姆渡文化、井头山遗址
等成为宁波旅游必到之地。”

专题询问始于问，但不止于答。
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问题点得
准、问得深，政府部门负责人应询不
回避、摆实情，取得了凝聚共识、推
动工作的良好效果。此次询问结束
后，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本次常委会
审议和专题询问情况，形成“清单
式”审议意见和询问实录，交市政府
研究处理，并对一些重点领域和具
体问题进行跟踪监督。

深度把脉、支招献策宁波旅游经济

7-９

7 NINGBO DAILY政治纵深·人民政权
2021年7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向正
电子信箱/124486760@qq.com

惟愿风景这边独好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旅游经济发展工作监督

今年“五一”假期，宁波市首批乡村旅游示范

区奉化区大堰镇游人如织，每天有近万名游客到此

体验云耕、云居、云学等项目；在象山北纬 30 度

“最美海岸线”，海边露营、赶海踏沙、行走渔镇等

富有滨海风情的活动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纷至沓

来、流连忘返……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宁波、享受宁波、爱上宁

波。人们逐步形成共识，旅游作为提振和扩大消费

的重要产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特殊的

地位和作用。

市人大常委会高站位审视宁波旅游产业发展，

并且将旅游经济确定为今年的重点监督议题。

3月以来，市县两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旅游

经济发展工作监督，通过全域调研、专题审议、专

题询问等形式，凝聚合力打好文旅融合牌、全域联

动牌，助力推动宁波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丁升艳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
增进友谊的桥梁，是市民群众生活
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旅游业
更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

市人大常委会将旅游经济确
定为今年的重点监督议题，在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基础上，组
织开展专题询问。

“将旅游经济确定为今年人大
监督的‘重头戏’，就是为了进一步
发挥旅游业在扩内需、促消费、畅
通国内大循环中的撬动作用，助力
宁波经济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
委会教科文卫工委负责人表示。

为增强组合监督实效，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会议还专题研究了监督实
施方案，对专项监督工作作出部署。

3月以来，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以“十步工作法”做细做实“闭
环监督”各项基础性工作，先后赴市
文广旅游局、市文旅集团、部分区县

（市）走访调研，专题听取12个市级相
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组织召开重点
旅游企业、规划设计单位、行业协会、
景区景点、专家学者等系列座谈会，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还注重发挥
数字人大作用，开展“旅游经济代表
谈”活动，多方征集代表意见建议。

5 月至 6 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60余名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
组成六个调研组赴各地开展专项监
督，聚焦不同类型旅游资源进行实地
调研视察，召开座谈会，了解工作情
况，听取意见建议。

6 月 4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
红艺率领其中的一组赴余姚进行史
前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监督调研。

踏勘田螺山遗址、井头山遗址，
考察河姆渡博物馆，与文广旅游部门
和余姚市负责人座谈交流⋯⋯余红
艺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考古研究与
开发利用取得的成绩点赞：“河姆渡
文化遗址群是中华文化瑰宝，在国际
上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应致力于打造

成为宁波的金名片，借鉴良渚遗址成
功经验，建立健全管理机构，高起点
编制专项规划，切实强化要素保障，
持续推进遗产资源向旅游资源转
化。”

余红艺强调，旅游产业涉及面
广、带动性强、开放度高，具有“一业
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特殊。要“跳
出旅游看旅游”，高站位审视旅游产
业发展；“跳出旅游谋旅游”，高标准
编制旅游发展规划；“跳出旅游抓旅
游”，高水准供给旅游特色产品，合
力推动宁波旅游产业发展再上新台
阶。

六个调研组分赴各地开展专项监督 记者 张昊 通讯员 丁升艳

近年来，我市以建设“国际
性休闲旅游目的地”为目标，以
发展全域旅游为抓手，深化旅游
供给侧改革，推进旅游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旅游经济整体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

今年以来旅游经济
复苏

“十三五”期间，我市年接
待游客量突破 1 亿人次，旅游年
收入突破 2000 亿元，旅游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突破 7%，旅游
业主要指标实现较快增长。2019
年，我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4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1%，实现
旅游总收入 2330.93 亿元，同比
增 长 16.2% ， 旅 游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比重为 7.2%。旅游业主要
指标实现增长。

2020 年， 虽 受 疫 情 影 响 严
重，但旅游经济运行仍走出深

“V” 曲 线 ， 呈 现 “ 形 稳 势
好 、 量 增 质 优 ” 的 良 好 态 势 ，
全年接待游客数、旅游总收入
均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 85%
以上。其中，乡村旅游异军突
起，率先实现正增长。2020 年
接 待 游 客 5596.78 万 人 次 ， 同
比增长 10.74%；乡村旅游总收
入 62.6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07%。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紧抓
文旅行业常态化疫情防控、就
地过年服务保障和文明安全监管
等措施，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挖
掘旅游消费潜力，推动全市旅游
经济持续复苏。今年的“五一”
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 335.6 万
人次，日均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67.4% ，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7.3%。其中，主要旅游景区累
计接待游客 280 万人次，实现门
票收入 8760 万元。

“旅游+”新业态
不断涌现

在宁波，文旅融合、工旅融
合、农旅融合、商旅融合、医旅
融合、体旅融合、科旅融合进程

越来越快，“旅游+”新业态不断
涌现。目前，全市已有各类休闲旅
游基地 160 余处、省级产业融合示
范基地 90 余处。我市还在全国首
创推出了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已培育形成 22 个各具特色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5 个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成功打响“乡村旅游
季”和“甬乡伴”伴手礼品牌。全
市登记在册的民宿超 1700 家，总
床位 3.2 万张，获评省银宿级以上
民宿 74 家。

“十三五”期间，我市高等级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实现扩量提质，
休闲旅游和全域旅游发展成效突
出。目前，全市已有 A 级景区 71
家，高等级景区和度假区数量名列
全省前茅。我市还积极拓展国内外
旅游市场，打响“海丝古港 微笑
宁波”城市旅游形象，不断提升宁
波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每年举
办各类旅游推广活动百余个，成功
举办宁波尼斯嘉年华、宁波旅游
节、宁波国际旅游展、中国 （宁
波） —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交流活
动。中国开渔节、徐霞客开游节、
湖泊休闲节等节庆活动成为宁波旅
游的重要品牌。

文化旅游项目投资增
长三成

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宁波对
外招商引资的重要领域。港中旅、
华侨城、首旅、华强、海昌、浙
旅、开元旅业、宋城集团等一批实
力领先、经验丰富的集团公司竞相
投资我市旅游业。

2020 年，全市共实施文化旅
游项目 293 个，总投资 3276.87 亿
元，同比增长 30.56%；实际完成
投 资 428.51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3.02%；完成签约项目 55 个，协
议总投资 627.69 亿元，持续六年完
成项目投资和招商引资“双百亿”
任务，位居全省项目建设考核前
茅。

浙江广电象山影视城基地三
期、鄞州横溪农旅小镇、宁海大庄
温泉乡根小镇、象山星光影视小
镇、奉化时光文旅小镇、杭州湾滨
海假期小镇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提
挡加速，为未来宁波旅游产业注入
更加强劲动力。

全市旅游经济持续复苏

九龙湖景区游船九龙湖景区游船““竞渡竞渡””。。（（唐严唐严 摄摄））

立足新发展阶段，宁波如何
全力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新格局，
向着建设“国内一流滨海休闲旅
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奋力奔跑
呢？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
调研提出，要高站位构建旅游经
济发展工作格局，建议学习借鉴
兄弟城市经验，建立旅游发展领
导小组，统筹谋划旅游经济发展
重大决策。同时应高起点谋划旅
游经济发展政策体系，建议尽快
启动新一轮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

纲要修编工作，建立完善现代旅游
综合治理机制。

宁波“山、海、湖、文、史”
等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缺少系统
谋划和深度开发建设，旅游产品总
体上处于“低、小、散”状态，缺
少 在 国 际 国 内 “ 叫 得 响 ”“ 传 得
开”“留得住”的高端旅游品牌项
目。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对
此建议，要高标准推进重要旅游目
的地建设，着重做好四篇文章。

——第一篇要做好“挖掘”文
章，借鉴良渚古城遗址开发建设经

验，系统谋划河姆渡史前遗址群研
究保护和开发建设，加大普陀山—
雪窦山“两山”合作力度，推进雪窦
山佛教名山打造，挖掘浙东大运河、
宁波舟山港、宁波湾、象山湾等优势
资源，打造具有宁波地域特色的运
河游、港口游、滨海游项目；

——第二篇要做好“提质”文
章，对溪口—雪窦山、月湖·天一
阁等高星级旅游项目，实施综合改
造提升，进一步提升项目美誉度和
吸引力；

——第三篇要做好“整合”文

章，对既有的散落式的“小而美”
“小而精”的旅游景点进行资源整
合，穿点成线、串珠成链，通过发
展夜间演艺、城市灯光秀、特色风
情街、美食网红店、非遗文创集
市，设立休闲观光巴士和旅游专线
等，完善产业链，延长时间链、消
费链，提升集聚和规模效应；

——第四篇要做好“融合”文
章，培育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工
业旅游、红色旅游、运动休闲旅游
新业态，构建丰富多元的旅游产品
体系。

打造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议做好四篇文章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专题询问会上提问。 （崔引 摄） 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专题询问会上回答提问。 （崔引 摄）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开展旅游经济发展工作专题询问。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