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12 特别报道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郑 勇

昨天，2022 宁波旅游节正式拉
开帷幕，共推出三大举措、三大板
块主干活动。“东南西北中·五美
新场景”精彩亮相，加上百余项文
旅节庆活动，“让旅游成为生活方
式，让休闲融入幸福指数”。

三大举措
引领文旅消费新风尚

在疫情常态化和文旅消费迭代更
新的大背景下，本地休闲户外化、外出
旅游近程化成为大众旅游的趋势。

本届宁波旅游节通过“全域化
合力+新场景解锁+数字化赋能”
三大举措，即市县两级合力办节，
推 出 “ 五 美 新 场 景 、 解 锁 新 玩
法”，构建“十千万”旅游消费平
台，来引领旅游消费新风尚。

市县联动合力办节。针对秋冬
文旅市场，全市将合力推出 12 个
文旅主题活动和 115 项文旅节庆活
动。主题活动内容包括美食体验、
文化演绎、养生休闲、国风潮玩、

乡村旅游等方面。百余个文旅节庆
活动涵盖美食、采摘、赏花、民俗、
音乐、康养、运动、休闲、亲子 9 类业
态。

新场景升级新体验。首次发布
的“东南西北中·五美新场景”，
依托北绘翠屏山、东绣泛钱湖、南
擎滨海带、西拓四明山、中优三
江六岸的文旅发展新布局，围绕
美 景 （自 然 风 光 、 景 区）、 美 食

（诗 画 浙 江 · 百 县 千 碗 · 甬 菜 百
碗）、美宿 （酒店、民宿）、美育

（人文历史和文化艺术场馆）、美
体 （运动休闲健身） 等产品和业
态，推出一批具有“五美”的新
场景和小而美的网红打卡地，升级
市民游客的微度假、慢生活体验感。

构建平台助力消费。针对市民游
客文化旅游新需求，今年年初，宁波
文旅启动了“十千万”计划。7个月
以来，旅游电商平台已累计上架产品
5800多款，直播800多个场次，成交
量达到 3.51 亿元。今后将逐步上线

“东南西北中·五美新场景”系列自
由行套餐，深化“宁波微度假、浙里
最好玩”主题，让“新场景”成为鲜
活的图景。

三大板块
阐释“人人共享旅游成果”

今年旅游节，通过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力争把旅游节办成文旅
从业者、企业和市民游客共同参与
的节日，真正把宁波旅游节办成

“宁波人的旅游节”。
“畅游宁波”板块将举办 2022

宁波国际旅游展、长三角十城百社
千 人 自 驾 游 、“ 顺 着 运 河 来 看 海
跟着交通游宁波”推广活动等，以

“宁波人游宁波”为主线，向中远
程市场辐射，加强与国内重点客源
城市的联动，唱响“顺着运河来看
海”旅游口号。其中，2022 宁波国
际旅游展是今年拉动消费、企业纾
困、推动“宁波人游宁波”的重要
举措。从目前的招展情况来看，展
会总规模达 1.6 万平方米，800 个展
位，展会业态包含文旅形象展示、
旅游线路产品、时尚婚庆产品、户
外旅行设备、航空机票等，参展的
200 多家企业类型涵盖景区、旅行
社等。此外，还有近 30 家省内美
食企业亮相“百县千碗”美食集。

“爱游宁波”板块将举办“诗
画浙江·百县千碗”浙江省第五届
名点名小吃大赛、“宁波微度假”
精 品 线 路 短 视 频 大 赛 、“ 微 笑 宁
波”百名旅游达人大直播等活动。
通过餐饮从业者、新媒体大 V 和旅
游达人的视角，寻找爱上宁波的理
由。

“惠游宁波”板块将举办“市
民旅游日”、爱心旅游直通车两项

传 统 文 旅 惠 民 活 动 。“ 市 民 旅 游
日”拟在 11 月初的周末举办，届
时全市旅游景区、博物馆、非遗
点、酒店、民宿和乡村旅游点，将
面向宁波市民推出优惠活动。爱心
旅游直通车面向特殊人群继续开
通，今年将侧重于探寻“五美新场

景”，展现宁波的新特色、新体验
和新玩法。

2022 宁波旅游节将聚力消费供
给品质提升，增强节事带动辐射效
应，推动“宁波人游宁波”，让宁
波人畅享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苟雯 林轶男/文）

解锁新场景 引领新消费

2022宁波旅游节：东南西北中，等您来发现

海曙

海曙区非遗馆

甬安里

郎官驿创意社区

寿全斋中药文化馆

岭读城市书房

新后屠桥村星野里

深溪村南山自然营地

龙观生物多样性
友好体验馆

广安棒垒球公园

红色建岙

江北

慈湖

张尚书房大草坪

周信芳戏剧艺术馆

抱珠楼

达人村景区

毛岙村

南联村

奥体中心

文创港

慈城民宿集群

镇海

永旺稻田花海

秦山村

横溪村

郑氏十七房开元观堂

宁波植物园

宁波帮文化新场景

九龙湖帐篷营地

海丝景观带

北仑

爱尚梅山湾
皮划艇基地

福瑞祥

松哥小院民宿

春晓小镇客厅

宁波海洋研究院
研学基地

春晓露营基地

万博鱼度假区

梅山湾冰雪大世界

中国港口博物馆

总台山烽火台

鄞州

咸祥航空飞行营地

天童老街

荣获2020年度博鳌国际旅游奖之“年度非遗创新”。

以大健康为主题、中医药新零售业态为特色的年轻健康时尚活力商场。

结合本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老城更新、文化艺术创新方向，将多个业

态进行有机整合。

寿全斋国药号有着260余年的历史，是宁波不多的百年老字号之一。

坐落于天一阁·月湖景区，书房内藏有艺术、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文科

教育、经济等6类书籍1.5万余册。

占地40亩，集农业、休闲、研学、亲子于一体的新型农业休闲乐园。

约7000平方米的营地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是一个天然的绿色氧吧。

华东地区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互动友好体验馆。

浙江省内首个坐落于市区内的专业棒垒球场地。

坐落于海曙区鄞江镇建岙村，村内红色资源丰富，历史底蕴深厚。

2022年全新改造完毕，打造“一堤一湖，三区十二景”慈城后花园写意生活。

总占地7000多平方米，拥有帐篷咖啡馆。

占地2000余平方米，分主馆和地方戏曲馆两个展馆。

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列为浙江省存世的十四座著名藏书楼。

以乡村为基础，融合了集市文化、节庆庙会等项目。

三面环山，一面傍水，自然风光优美，被评选为“浙江省气候康养乡村”。

东临公有村，青山环抱，碧水浸染，白墙黛瓦，绿树成荫。

集体育赛事、文化演艺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体育中心。

打造城市建设的新地标、创新研发的新平台、都市经济的新引擎、百姓生

活的新社区。

民宿已形成集聚，各家都有一定主题特色，研学、游戏各业态分布其中。

营造立体多维、常变常新的多元空间，成为镇海的一个地标性特色街区。

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北面经过一片茶山就是桃花岭古道。

横溪村每立方米含负氧离子2000个左右，被称为“天然氧吧”。

郑氏十七房是目前国内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清风格古建筑群落之一。

打造“春赏蔷薇夏品莲，秋看金桂冬探梅”的春、夏、秋、冬四季植物景观

体验区。

以宁波帮为展示对象，具有浓厚地域人文色彩的专题博物馆。

让众多游客走进乡村，深度体验原味乡趣与风土人情。

看到海上丝路起碇港扬帆起航的模样。

打造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验等为一体的体育旅游全产业链。

以老宁波本帮菜为主，经营透骨新鲜小海鲜。

个性的小木平桥连接着小溪两岸，有石阶曲径、玻璃屋会客室。

以“面朝大海，春生晓梦”为主题，讲述春晓文旅风情。

全国首创的融合科技馆、博物馆、海洋馆三馆特色于一体的海洋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

多业态融合的高标准的露营示范基地。

长三角独具魅力的滨海旅游度假目的地。

融合“冰雪+旅游”，集展示、冰雕艺术、冬奥体育等功能于一体。

挖掘港口历史、传承港口文化、传播海洋文明的重要基地。

位于北仑区东南部的郭巨，是浙东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

面朝蓝湾，体验露营烧烤和悬挂滑翔机飞行的乐趣。

在保留特有历史记忆的同时，融入宋韵、海丝等人文旅游特色。

场景名称 简介

走马塘村

白岩山风车公路

民国老街

周尧昆虫博物馆

舟宿夜江

东部新城生态走廊

海丝之源·拾里江丰

集盒广场

鹂西走廊

带梦胡同青年
创意社区

奉化

应梦里景区

杜鹃谷森林公园
快乐苑景区

憩水桥枫树和
雪窦寺夫妻银杏

黑夜保护区

户外生活体验

商量岗滑雪场

中林南苑云上清溪

中林·无边森境
帐篷露营基地

余姚

数说沉浸·红村1942

观堂珍宝录

壹叶枫民宿

姚江春风味食街

四明山李家坑柿林村

阳明古镇

余姚市陆埠镇曼妮
庄园露营基地

稻田里的
自然生活艺术馆

初新森林营地

宁波伯瑞特酒店

慈溪

上林湖青瓷文化
传承园

丹橘山房

老巷子农庄

楝树下9号民宿

楝树下艺术村落

宁波伏龙山丛林
探索乐园

虎屿书房

“林深见鹿”露营基地

伏龙山滑翔伞基地

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村中保留了大量的明清古建筑。

每到花开的季节，整条公路格外美丽。

融餐饮民宿、中医养生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文创产业集成空间。

宁波首家科普类自然博物馆。

宁波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的核心区域之一。

宁波城市中心区最大的公共生态景观项目，被誉为新城标和城市绿肺。

围绕场景商业、夜间商业、邻里街区、创意城区四大主线，以艺术化的方

式“以旧修旧、因商造景”。

在多元化业态的规划下，充分发挥特色商业街集聚区作用。

把昔日脏乱差的城市“边角料”地段蝶变为风景。

经过改造，实现了由工业记忆向文化创意的转型。

以溪口历史文化为素材，打造别具一格的大型夜游文化旅游综合体。

集“户外探索体验、生态自然保护”于一体的户外亲子乐园。

文昌阁憩水桥旁的红枫树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夫妻银杏”相依相偎，为

雪窦寺乃至浙东大地上的一大奇观。

集山川美景、滨海风情和人文古迹于一体的省级原生态森林公园。

位于徐凫岩步云谷旅游度假区，森林覆盖率超过90%。

坐落于奉化溪口镇5A景区、佛教第五大名山——雪窦山的最高峰。

以尊重自然和保护野生环境为准则，将野奢体验式度假与生态环境完美融合。

充满无限活力，是自然和谐的森林营地。

以当地实景为依托，以红色故事为互动游戏背景，打造红色旅游新方式。

利用空间与文化打造一场别开生面的秘宝争夺战。

红枫摇曳间，樱花芬芳中，开出一首浪漫而又有历史故事的诗篇。

文化与美食融合、体验与数字结合。

村口那一棵600年的柿树王，是柿林村的名片。

具有阳明故里特色的综合性休闲国际文化旅游地。

坐落在余姚市陆埠镇兰山村依山傍水的山脚下，自然风景优美。

兼具企业常态化交流基地、农耕教育场地、餐厅等功能。

森林里的自然教育成长营地，坐拥60亩天然森林氧吧。

以阳明文化之本——“心”学为主题之源。

打造青瓷文化传承保护圣地、青瓷产业复兴发展高地。

群山拥抱、山溪环流，静静地位于大山里。

有明亮宽敞的大厅，有家中经常用的老器皿。

占地2000平方米，集住房与用餐为一体的特色民宿。

整个艺术村落设计与青瓷文化相融，沿线矮墙就地取材。

慈溪市第一个以红色为主题的户外无动力拓展基地。

优雅精致，呈现家居式阅读环境，是一个沉浸式的阅读空间。

以仙佛谷景区为依托背景，佛迹寺、达蓬山庄近在咫尺。

长三角唯一滨海滑翔伞基地，有超大的起飞场及两个降落场。

场景名称 简介

宁海

宁海森林温泉
省级旅游度假区

宁海西门

“诗路海韵”唐诗之路
宁海数字馆场馆

依山农场

霞客食府

宁海湾

葛家村

徐霞客古道

西子国际

象山

半边山伴野营地

渔光之城演艺秀

灵岩火山峰

象山影视城
大宋奇妙夜

象山海景房车露营

轻奢出海，游艇派对

花岙岛古法晒盐

蟹钳港滩涂赶海乐园

中国海洋渔文化馆
渔海时空沉浸之旅

中国海影城

东钱湖

宁波野生动物园

东钱湖华茂艺术
教育博物馆

宁波院士中心

福泉山景区

东钱湖上水帐篷营地

东钱湖下水湿地

韩岭宋韵互动剧场

夜猫子街区

宁波花间堂·韩岭

宁波东钱湖JUN酒店

汲古茶院

前湾新区

杭州湾海底温泉

观海 听潮 品大桥
（跨海大桥海天一洲景区）

“爱·在芦花海”（杭州
湾国家湿地公园）

宁波方特东方神画

宁波方特东方欲晓

境内群峰环绕，峡谷幽长，有三潭九瀑十八溪七十二峰。

被誉为“天下旅游第一门”。

展现古今士人气象，打造浙东唐诗之路上别具一格的“海韵”文旅新地标。

一站式享受田园乐趣的乡村旅游业态。

这里有令人唇齿留香、百吃不厌的“霞客宴”。

岛群海域风平浪静，海水清澈，近海水产品类多、质量好。

村民以“桂”为贵，源头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种下的“桂花王”。

自宁海西门出发，一路行来，古道均为卵石铺面。

涵盖美食广场、生活超市等丰富业态。

华东地区最大的生态性综合型海洋旅游项目。

以石浦港为背景，涵盖山、城、港、岛的滨海大场景。

集原生态的山海风光、火山地质游览等体验式项目为一体。

助推夜间经济，打造网红打卡地。

三面环山，一面滨海，是目前宁波地区唯一的沙滩滨海房车营地。

体验海洋观光旅游、海洋休闲渔业等项目。

岛上有亿年石林、千年古樟沙滩、百年张苍水兵营遗址。

港内1800亩滩涂有着各类鱼、虾、蟹、沙蛤等海洋生物。

结合科技手段，涵盖海底世界、滨海风光等沉浸式场景。

打造集主题游乐、影视拍摄等为一体的创新型文化旅游综合体。

依托东钱湖风景区，为游客带来水陆两游游园方式。

我国第一座以“艺术教育”为核心的主题博物馆。

环东钱湖绿色创新圈、鄞南科创大走廊、甬江科创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宁波市区最近的天然氧吧，可谓“一山观湖海，万翠拥福泉”。

宁波首个滨湖露营基地，分大草坪、水湾等区块。

南倚蝴蝶山，北临梅湖，依山傍水，胜景如画。

现场观众可以欣赏到宋代服饰、器具及刀光剑影的故事。

位于东钱湖湖滨公园，是湖畔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北望气魄钱湖，南临千年老街，体味人与自然的“动”“静”之美。

隔着落地窗融入碧波白浪间，烘托出酒店的非凡雅韵。

一家集茶道、插花、香道、易经于一体的茶空间。

以东方园林为建筑风格，以海底温泉为品牌特色的温泉养生基地。

杭州湾东海出口的海上综合旅游休闲观光区。

春夏观鸟，秋冬赏花。

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产业完美结合的特色乐园。

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大型高科技主题公园。

场景名称 简介宁波微度假五美新场景汇总

旅游节事活动
汇总详见二维码

文旅主题活动
详见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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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松兰山亚帆中心滨海观日象山松兰山亚帆中心滨海观日 （（张为民张为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