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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旅游经济喜迎“开
门红”：

春节七天长假期间，黔南州共接待游客 278.9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0.68%；旅游综合收入为 12.71 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56.33%。其中，荔波县接待游客达 65.6万人次，同比增
长47.87%，单日接待均超过6.5万人次，70%以上是外地游客。

事实上，将目光投向前五年，黔南州的旅游经济始终一
路飘红。

2011 年，全州实现旅游总收入 168.19 亿元，同比增长
24.32%；接待旅游客人数2117.38万人次，同比增长24.74%。

2012 年，全州实现旅游总收入 219.96 亿元，同比增长
30.78%；接待旅游客人数2650.12万人次，同比增长25.16%。

2013年全州实现旅游总收入280亿元，同比增长28%；接
待游客人数318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0%。

2014 年全州实现旅游总收入 344.98 亿元，同比增长
23.1%；接待游客人数38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

2015年，黔南州旅游工作在州委、州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领导下，在省旅游局业务指导下，按照“一圈两翼”发展战略，
通过大力实施“旅游兴州、创新驱动、龙头带动、融合联动、项
目推动”的发展方式，紧紧围绕“产品构建好、服务体系好、市

场营销好”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旅游发展方针
政策，着力加快旅游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努力将旅游业培
育成为黔南战略性支柱产业，并取得了新的成效——全年全
州实现旅游总收入422.59亿元，同比增长22.5%；接待游客人
数4765.45万人次，同比增长18%。

一个个喜人的数字，不仅折射出黔南州这块旅游胜地的
迷人风情，更是体现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厚积薄发。

“十二五”以来，黔南州按照“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以“20个
旅游景区”建设为重要平台和引擎，不断加快旅游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型升级，“生态之州·幸福黔南”正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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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定金海雪山景区贵定金海雪山景区———山花中的浪漫—山花中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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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经济开发区茶文化博览园都匀经济开发区茶文化博览园

世外桃源世外桃源 风光旖旎风光旖旎
黔南州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中南部，这里山高

林密，鸟语花香，是难得的世外桃源与天然大氧吧。
这里高品质旅游资源丰富，民族文化绚丽多彩且

保存完整。全州拥有国家级以上旅游资源 30个。仅突
出且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就有平塘大射电天文科普
文化、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文化、三都水族文化、
都匀毛尖茶文化、瓮安红色文化、福泉和贵定的佛道
文化、长顺的夜郎文化，惠水的好花红文化、独山的
抗战文化、龙里的体育休闲文化、罗甸的水玉文化等。

黔南州绝大多数景区处在 500-2000米海拔区，这
里年均气温为 13.6℃-19.6℃，而人体的舒适温度气温
是 20℃左右。这些地方年日照时数在 1200 小时左右，
为同纬度地区的三分之二，光照柔和，是全球紫外线
强度最弱的地区之一，有“天然保护伞”之称。

这里地处“东经湘赣通沪浙，南下两广接港澳，
西过云南连东盟，北上川渝进西北”的交通要道，是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沪昆高铁、贵广
高铁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拉近了黔南与长三角、泛珠三
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距离，并成为武汉、重庆、
南昌、长沙等周边“火炉”城市的夏季避暑胜地。

由于这里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组合度好，生态环
境优美，气候舒适宜人，交通快捷便利，已经成为众
多游客最向往的新旅游热点地区之一。

重点项目领跑重点项目领跑 再造迷人风情再造迷人风情
山红涧碧，水清如玉，樟水激激，清风吹衣……

走近黔南州荔波樟江，犹如置身于水墨画卷当中。“十
二五”期间，为提升荔波樟江的品质，黔南州新建了
十大水景、樟江经典文化游、薰衣草园等项目。2015
年，荔波樟江风景名胜区迈入5A级景区，成为黔南首
个、全省第 4个国家 5A旅游景区，荔波樟江风景名胜
区5A级景区的成功创建，将为国内外游客带来更多的
旅游体验、观光项目，提供更周到的服务。

“十二五”期间，为提升全州旅游产品的知名度、
美誉度和竞争力，黔南州大刀阔斧地对全州 20个旅游
景区进行体质改造、升级转型。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州“20 个旅游景区”建设
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77.94 亿元。如今，古镇型旅游景
区的代表——瓮安草塘千年古邑旅游区一、二期工程
已基本完成，2015 年元月已正式对外开放。三都水族
文化风情谷——尧人山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的建成，
使三都成为水族文化旅游之都。平塘大射电——天坑
群旅游区进展快速。其中，大射电将于 2016 年 9 月正
式竣工，将开启中国天眼探索宇宙奥妙的新纪元。
2017 年可对外接待游客，届时将成为国内天文科普旅
游、地质奇观旅游的顶级产品。

此外，贵定金海雪山乡村旅游景区、福泉古城文化
旅游景区、都匀剑江休闲养生旅游度假区、都匀经济开
发区中国茶文化博览园等景区品质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重点旅游景区品质的提升，也为黔南州旅游业的
主力军——乡村旅游、民族村寨带来发展东风。“十二
五”期间，结合“20个景区”建设和“美丽乡村·四在
农家”建设，黔南州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以民
族文化体验和农家乐为主，兼有康体体验和生态农业
观光等四种典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全州共有各类
乡村旅游点 1680个，18个乡村被列为全省“乡村旅游
转型升级示范点和重点建设村寨经营户 （农家乐） ”，
有79个村寨列入国家“乡村旅游扶贫示范点”名录。

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 服务畅游生活服务畅游生活
景区品质稳步提升，黔南州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信息化建设也不断完善。
两个机场、三个水运码头、四条高速路……“十

二五”期间，黔南州水、陆、空立体交通大格局逐步
形成，在此基础上，随着通乡公路、通村公路的建
设，州内各县 （市） 之间、中心城市与景区之间、景
区与景区间的路网逐渐完善，通达性、进入性进一步
提高，景区之间道路狭窄、路面差，客流进出不畅的
局面得到较大改善。

在此基础上，黔南州建立起以星级饭店为主体，
以乡村旅舍、度假酒店、家庭旅馆、生态旅馆、森林
木屋等为补充，规模适度、档次组配合理的旅游饭店
体系。极大提高了黔南州旅游接待能力和接待水平。

“十二五”期间，黔南州智慧旅游云建设工作有声
有色——全州重点旅游区、重要景区景点以及乡村旅
游点有线和移动通信已全面覆盖；50%以上星级酒店客
房配备了为游客服务的宽带通信服务。州级旅游信息
服务中心已建立，重点旅游县 （市） 已建成网络和信
息服务中心及游客接待服务中心，旅游便利性和舒适
度不断完善。

加强行业监管加强行业监管 营造温馨环境营造温馨环境
为了将旅游服务在硬件基础的保障上得以提升，

2015年黔南州开展了以“文明旅游·全民培训”为主要
内容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对接州旅游培训基地 （内贸
学校）、交通部门和各县 （市）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举办

“提升旅游服务人员接待水平培训”、“旅游系统行政执
法人员培训”、“旅客运输从业司乘人员培训”、“提升
市民旅游文明意识和服务意识宣传活动”、“黔南州
2015年星级导游大赛培训活动”等系列培训活动。

据黔南州旅游部门提供的数字显示，导游员岗前
（继续教育）培训，2015年共培训导游、酒店、景区等行
业服务管理人员570余人及涉旅企业148家（次），人数达
1171人（次）。同时，黔南州还扎实做好导游考试相关工
作，考生学历层次、人数比往年都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考生310人，同比增长37.16%。

此外，黔南州还指导各县 （市） 开展了不合理低
价、虚假广告、购物点违法经营、旅游纪念品市场、
旅游景区环境卫生、旅游市场合同格式条款、旅游领
域安全生产、沪昆高铁 （黔南段） 沿线旅游环境等 12
次专项整治活动，并联合部门开展督查检查工作。对
有问题的企业全部予以整改。

借助旅游推介会借助旅游推介会 提升市场知名度提升市场知名度
在黔南旅游发展的进程中，黔南州强化旅游业与

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和科技信息化支撑，发挥旅游综
合产业优势，推动旅游与茶产业、现代山地高效农
业、大健康、美丽乡村建设、民族村寨保护等融合发
展，并以信息化提升旅行社、景区、酒店等的现代科
技水平和服务水平，构建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的
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着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旅
游、研学旅游、养生旅游、运动旅游、天文旅游等新
产品、新业态，拓展旅游产业面，拉长旅游产业链，
以营造安全、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提高旅游业对黔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率。

仅 2015 年，完成北京、上海、重庆、广州、佛
山、长沙、桂林等城市开展旅游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了黔南州第七届 （荔波）、第八届 （龙里） 旅发大会，
使黔南旅发大会逐步走向国际化的办会模式，2015年9
月23日在都匀成功举办“世博名茶·获奖百年”纪念活
动，11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成功举办“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建州 60周年”成就展系列活动。同时组织各
县 （市、区） 参加国内外各类旅游推介会、展销会、
交易会、热卖会共 41场次。通过举办系列宣传促销活
动，共投放旅游宣传画册、旅游折页等各类宣传资料
50余万册，直接受宣游客达150余万人次。

品质再上层楼品质再上层楼 黔南焕发新彩黔南焕发新彩
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满载硕果的黔南州也走进

了“十三五”的新纪元。未来五年，黔南州将把生态
旅游打造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养生为一体的国
际知名、国内最令人向往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梦想如何实现？2015年 12月 《黔南州旅游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出台，提出以国家、省、州相关新精
神和文件为指导，牢牢抓住国内旅游发展的新势，以
黔南州“一圈两翼”发展战略和黔南旅游发展的现状
为基础，围绕“产品构建好、服务体系好、市场营销
好”的要求，各行业积极融入旅游中，各部门齐抓共
管，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黔南全部的吸引物要
素，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
品，从而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

为了实现这一指导思想，“十三五”黔南州将深化
旅游“123”体系的发展格局，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加
强旅游发展要素的聚合。

黔南州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
黔南州将从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优化、重点旅游项目提
升、加快构建“快旅慢游”服务体系、创新推进“旅
游+”融合工程、加强旅游发展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进
一步提升黔南旅游品质。

“十三五”期间，黔南州将强调大都匀核心和荔波
的龙头作用，延伸遗产旅游内涵，体现天文旅游亮
点，重视休闲度假养生游、山地户外康体游、乡村休
闲养生游等旅游产品，融合相关产业，实施“三大重
点综合旅游区引领，特色旅游小区点星罗棋布，旅游
集散地三级分布”的空间布局。

黔南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项目提升、优化布
局等举措，将引领黔南旅游在“十三五”期间更上一
层楼。 （龙育虎 刘禹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