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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星）近日，2017全省
旅游信息化建设工作暨培训会在
成都举行。会议提出，今年6月30
日之前要实现全省所有4A级及以
上景区实时视频的接入。

全省景区实时视频接入有什
么作用？“对游客而言，呆萌熊猫的
一个翻滚、九寨沟五彩池的一圈涟
漪、峨眉山金顶的一片云彩，都可
进行现场直播，游客可以眼观千
里。”省旅游发展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对旅游行业管理者而言，现场
直播还是客流预警的窗口，关系着
景区的安全应急。

实时视频推广应用只是一个缩
影。随着“互联网+旅游”成为行业
发展趋势，四川智慧旅游今年在服
务游客和宣传营销两方面都将有新
突破。根据四川旅游“十三五”规
划，我省正在构建由传统媒体和移
动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
相结合的全媒体信息传播机制。

智慧服务
拿着手机畅游无阻

如何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旅游业中的应用？

省旅游信息中心主任李琳表
示，“提升游客体验感是今年四川智
慧旅游服务的重心，人工智能，VR、
AR技术的应用，物联网技术与智慧
管理的结合，互联网应用产品和服
务的开发，智能手机在旅游要素环
节的运用等五大方面是突破口”。

在智慧旅游服务方面，九寨沟
走在了前列。“真的太方便了，我在
网上用身份证订门票，走到景区门
口，刷了一下身份证就通过了。”上
周末，重庆游客张蕾一家享受到了
不用排队就能进九寨沟的“特权”，
这种“VIP服务”并不需要多花一分
钱，而是该景区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刷二代身份证就能进入景区
大门的措施给游客带来的方便。

今年，我省将重点推广智能
手机在酒店入住登记、景区门禁
系统和酒店客房钥匙等方面的应
用。对此，阿坝州已率先发力，该
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严昌琼
告诉记者，除了九寨沟，黄龙、四
姑娘山、达古冰山等也正在构建
景区智慧旅游 O2O 一体化系统
平台，将景区门禁票务系统与APP
应用客户端相融合，实现智能终

端与固定终端即时精准互动，积
极推行全网门票预售，逐步实现
二代身份证、手机二维码门票识
别，推进景区门票无纸化服务。

今年，省旅发委正式启动了
“旅游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涉及交
通、气象、农业等涉旅部门的大数
据统筹、研发和应用，并将与各市
州旅游目的地进行打通和共享，将
让游客拥有一双“千里眼”，了解四
川旅游资讯——通过一条简单的
微信或 APP 推送，就能对游客行
前、行中、行后提供无缝化、即时
化、精确化、互动化的服务。

智慧营销
景区变身超级“网红”

根据 CNNIC 第 39 次互联网
调查报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国
网民已达7.31亿人，其中手机网民
达 6.95 亿人，占总规模的 95.1%。
移动社交产品迅速走热，四川旅游
营销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

直播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营销
手段。3月下旬，一场由四川日报
旅游全媒体中心执行的2017年稻
城亚丁景区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活

动以“畅游圣洁甘孜、相约稻城亚
丁”为主题，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川
报观察APP进行全程直播，并推送
到了新华社 APP，“蓝色星球最后
一片净土”瞬时刷爆朋友圈。同样
在近期成为“网红”的还有都江堰，
4 月 2 日举行的清明放水节，不仅
邀请各大直播平台进行互动直播，
微博上也热点不断。

微博和各大旅游网站的大 V
们，成为了四川旅游在主流媒体之
外的推广生力军。记者了解到，刚
结束的四川省第八届乡村文化旅游
节（春季），就特别策划了一场“十二
星座旅游达人发现武胜之美”活
动。以此为契机，广安市正在乐途、
途牛、携程、蚂蜂窝等OTA移动客
户端和网站发布广安旅游专题攻
略。此外，即将于8月举行的甘孜
州山地旅游节也将主打最流行的

“KOL”（意见领袖营销），该州旅游
发展委员会市场科科长王显锋告诉
记者，活动期间将邀请车界、自驾游
界、旅游界的“意见领袖”，举办“甘
孜驾年华”活动，他们将实现原创生
产、内容分发和信息传播，让游客第
一时间领略国道318的大美。

●确定旅游目的地
在确定旅游目标以前，你首先要考虑

的是时间，其次是经济承受能力。综合这
两种因素，你基本上就可以排定目的地的
大致方位了。

●了解交通情况
锁定了旅游目标，你就得掌握一下交通

状况，好做到心中有数。先找地图看看，怎
样走最节省时间和资金，把要经过的主要城
镇名称记下，然后决定是走陆地、空中还是
水上，抑或海陆空并举，要了解你要乘坐的
交通工具的出发时间、准确的车站、码头、机
场位置，设法预订好票，减少临时购票的紧
张压力。

●出发前的准备
A 掌握旅游地的概况；
B 根据天气预报选择服装；
C 带一点常用内外科药，如治疗肠胃

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药物，及创可贴、棉花、
酒精等；

D 相机、电池、胶卷以及洗漱用具等；
E 带少许水果或点心、瓶装饮料水（减

少旅途中高价购买开支），钱要分散放好，如
有全国通用银行磁卡最好带上；

F 专门提醒一下，带上身份证。当然，
如果走的地方较近，就不用准备得这样复杂，
只要有方向感，勤动嘴，有点够用的钱就行
了。而对于一些交通不发达、比较偏远的地
区，最好能几个人结伴，这样租车的费用大家
可以分担一些，而且相互可有些照应。

●旅游防“宰”术
在旅途中，游客被“宰”事件时有发生。

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再进行投诉，就显得
被动了。如掌握一些旅游常识，学“精”一点，
即可避免被“宰”。

首先，切莫轻信天花乱坠或闪烁其辞的
广告宣传，随团出游必须选择透明度高、信誉
佳、服务好的旅行社。这样，你的行程就有保
障。否则，按计划乘坐的豪华大巴就可能成
为普通客车，下榻的星级宾馆改为入住招待
所，六菜两汤变为四菜一汤。 国内外都有不
少大景套小景、大园串小园的景区，进大门须
购门票，看小景也得买票，有些门票是游客自
理的。对此，你应酌情考虑，若不感兴趣或认
为无观赏价值的景物，敬而远之。盲目漫游，
腰包再厚也很快会被掏空。

旅游购物，更要小心谨慎。对于景区
内及路边小店的土特产、纪念品，最好不买
或少买。若决定购买，则应货比三家，讨价
还价，才不致于吃亏。因为，景区内和路边
小店出售的物品，价格一般比当地市镇商
店的标价贵得多。假如你喜欢随大流，凑
热闹，显阔气，出手大方，那就“宰”你一刀
没商量。

本报讯（冯超颖）近日，一支搭载
自驾游爱好者、专业媒体人、旅游创
客等的车队驶离四川进入西藏，结束
了“2017 中国汽车文化官方路演”四
川段的活动。该活动将自驾 318 全
线，全程36天。而四川作为318线上
的重点区域，这支车队用了10天时间
进行深度体验和考察。

自 2015 年《中国最美景观大道
318/317 川藏世界旅游目的地（四川
段）规划》通过专家评审以来，四川段
的建设就备受关注，目前正朝着规划
目标不断前行，构建中国最大的自驾
游产业经济带，各种新格局、新业态、
新体验也将越来越多。

新格局
全域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3 月底，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提出，将进一步系统规划318/317 最
美景观大道世界旅游目的地沿线旅
游体系。随后，卧龙、四姑娘山、甲居
藏寨、海螺沟、碧峰峡五大景区成立
了川西环线旅游景区联盟，将“抱团
取暖、取长补短”携手打造旅游黄金
走廊，为最美景观大道四川段增添丰
富的旅游体验。

沿线区域景区抱团发展，既是全
域旅游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最
美景观大道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大势
所趋。我省将重点打造高尔寺山等

10个最美景观公路遗址公园、大格聂
等6个国际生态文化旅游区。推进康
定、马尔康等5个国际旅游城市，德格
等26个旅游中心城镇，磨西等36个旅
游小镇，康巴汉子村等68个旅游特色
村寨建设。

新提升
自驾游营地酒店客栈提档升级
最美景观大道318/317四川段虽

然风景绝美，但因为自然环境严酷和
环保要求高，在这里建设道路与食宿
设施所面临的困难绝非普通景区可
比，基础设施落后成为制约旅游发展
的一大桎梏。

为满足 318/317 四川段沿线旅
行的不同食宿需要，各种酒店客栈
应运而生，四川 318 自驾车营地就是
一大典型。在以川藏线为主轴的旅
游线路上，建设涵盖房车露营地、汽
车落地自驾租赁、异地还车等服务
的自驾游营地连锁体系，目前已建
成新都桥、巴塘自驾车营地，丹巴、
红原、稻城亚丁营地酒店，松潘房车
小镇，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客群进藏
的食宿需求。

新游趣
住集装箱看雪山草原

为提升游客的体验感，318/317

四川段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
引进的不少体验项目也陆续落地。

除了甘孜州康定机场、稻城亚
丁机场推出的“落地自驾”模式外，
一个全新的“空岛计划”项目本月
将在川藏线上正式上马，其第一个
集装箱酒店将正式开建。该项目
发起人孙权告诉记者，“空岛计划”
将从国道 318 川藏南线开始，在独
具特色的点位建设集装箱营地，为
过往的旅行者提供现代化的住宿
条件。建设集装箱酒店，不仅造价
低节约土地，还可以建设到传统酒
店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游客欣赏到
别致的风景。

6月前，全省所有4A级及以上景区可实时视频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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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这些景区将创建
■本报记者

近日，记者从州旅发委了解到，按照国家
旅游局《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以及 4A
级旅游景区评定工作相关要求，四川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17 日组织
召开第一次“申报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景
观资源与景观质量专家评审会”，对全省申报
创建 4A 级旅游景区的 43 家景区的景观资源
与景观质量进行了评审。我州申报的木雅圣

地景区、理塘勒通古镇、石渠县巴格玛尼景
区、真达野生动物园、邓玛湿地景区、俄热民
俗文化公园，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达到了申报
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的基本要求，并列入 2017
年 4A 级旅游景区创建计划。

←“木雅圣地”位于康定市，
是我州第一座以民俗风情与自然
风光相结合的旅游景区，也是全
国第一个以体现“藏族木雅文化”
为主题的专题旅游区。景区占地
面积139平方公里，拥有雪山、草
原、花海、河流、湖泊和木雅藏族
民俗文化等众多旅游景观。

↑邓玛湿地旅游景区位于石
渠县总面积 38.5 平方公里，景观
内不仅资源种类丰富、品味极高,
而且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途经
此地，文成公主进藏之时，在此留
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这里还是
格萨尔王大将邓玛的故乡。

↑ 巴格嘛呢旅游景区位于石渠县北
部的长沙贡马乡，紧邻长沙贡玛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巴格嘛呢石经墙以 1.7 公里的
长度而举世无双，完全用片状嘛呢石堆成

的石墙，石墙周围布满很多经幡。去藏区
旅行，常常被一座座嘛呢堆感动，那一块
块鲜活的石头上凝聚着多少汗水，寄托着
多少祈望。

↑ 理塘县勒通古镇旅游景区位于理塘县县
城区内，总面积约74.89公顷，包括长青春科尔

寺、理塘老街、千户藏寨、七世达赖故居及其周围
的芒康故居、五世嘉木样与黄正清将军故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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