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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珠海”——青春之城·活力之都。
10月19日上午，一辆喷涂着珠海渔女、珠海大剧院、

港珠澳大桥、中国航展等珠海元素的29路公交车停靠在
遵义市河滨公园站点，引起当地市民广泛关注。据了解，
遵义有20辆这样的公交车穿梭于城市各条主干道上，同
时，在遵义市区多个公交站点也可见到“下一站珠海”城市
旅游形象宣传广告。

不仅在遵义，“下一站珠海”城市旅游形象宣传广告也
于8月中旬同步亮相澳门、广州、深圳、南宁的重点线路公
交车和公交站、机场和高铁站，全方位展示珠海最新的“青
春之城·活力之都”城市形象，提升了珠海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10月19日至31日，我市文旅部门组织部分优秀文旅
企业前往遵义、南宁、重庆、成都、苏州、杭州等地开展推介
活动，通过线下推介和在线云直播同步的形式，多角度、多
层次介绍珠海本地特色文旅资源，全面展示珠海“青春之
城·活力之都”的城市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

10月19日，由市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主办，市旅游发展中心、金湾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
2021珠海文旅产品暨旅游项目招
商线上推介会在贵州遵义举行，宣
告本轮旅游资源和城市形象推介系
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0月22日，珠海旅游推介转战
广西南宁，这是推介会第二站活动。

两站推介活动均通过线下推介
和在线云直播的互动形式，重点介
绍包括滨海观光体验游、网红公园
打卡游、海岛休闲度假游、红色经典
人文游等标志性产品在内的2021
珠海十大主题新奇旅游线路和本地
特色文旅资源，全面展示珠海“青春
之城·活力之都”的城市品牌形象和

文化内涵，受到遵义、南宁旅游业界
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引起热烈
反响。

“珠海地理位置优越，有着得
天独厚的蓝色海滨旅游资源、丰
富优质的绿色生态资源、独具魅
力的人文旅游资源和特色鲜明的
海洋运动资源。”遵义市文化旅游
局一级调研员王德进表示，遵义和
珠海两地旅游是互补共赢合作关
系，希望加强两地旅游业界的沟通
与交流，构建客源互送、市场共建、
信息互通的旅游市场战略合作关
系，进一步推动双方旅游市场健
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宁推介活
动上，珠海对口合作城市——黑龙

江黑河市通过宣传片、宣传展板和
旅游宣传资料展示，让南宁业界领
略到黑河独有的冬季多元旅游资源
和中俄边境城市的魅力。

接下来，珠海文旅部门还将在
重庆、成都、苏州、杭州等地开展文
旅资源和城市形象推介活动，向外
界推广展示最新城市形象、文旅产
品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青春活力城
市氛围。

近年来，我市坚持通过拓展旅
游联合推广新格局，提升城市形象
和国际影响力。其中，在区域合作
推广方面，通过深化广深珠、珠中
澳、珠中江阳区域旅游合作，构建

“一程多站”旅游合作体系，联合开
展旅游推介活动，推动产品互补、客

源互送、宣传互动、信息互通和利益
共享。尤其是注重加强与港澳旅游
部门的合作，拓宽营销手段，利用港
澳地区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珠海城
市旅游国际形象。

此外，在创新旅游营销方面，我
市文旅部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多
维度进行旅游宣传，创新宣传方式，
擦亮“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城市新
名片。特别是4月举办的2021珠
海新奇点——“网红100”榜单公布
暨五一假期重点旅游产品发布会活
动，公布了我市首批十大类的100
个网红点名单、珠海特色民宿，同时
推出融合了网红点的“五一”十大主
题20条新奇旅游线路，在线上线下
引发广泛传播和关注。

现场推介

展现“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城市形象
一、研学科普体验游路线：金

湾区图书馆-金湖公园-爱飞客航
空科普探索馆基地-汤臣倍健透明
工厂（营养探索馆）

金湾区图书馆：珠海市面积最
大的公共图书馆，文化打卡的必到
之地。

爱飞客航空科普研学游基地：
在这里可以体验空中浏览、航空运
动，还有航空知识大讲堂和空气炮
的原理及实际操作。

汤臣倍健透明工厂：不仅是汤
臣倍健技术先进、品控严格的膳食
营养补充剂生产基地之一，更是打
造了全球首座营养探索馆，可以进
行AR身临其境、声光电多媒体互
动、健康风险评估、文化艺术欣赏
等等。

二、乡村休闲运动游路线：木
头冲村（岭南石屋民居群、鹤道花
海）-大门口湿地公园-三板水乡

木头冲村（岭南石屋民居群、
鹤道花海）：这里完整保留了60余
幢上世纪六十年代兴建的石头房
子。村内还打造了可观、可玩、可
游、可沉浸式旅游景观——鹤道
花海，645米长的架空步道穿梭于
山林花海间，高低起伏、错落有
致，成为金湾区远近闻名的旅游
打卡点。

大门口湿地公园：公园是湿地

鸟类的栖息游玩地，时而可以看到
白鹭在水面翩翩起舞，鱼儿飞跃出
湖面，与湖中随风飘动的芦苇荡，形
成如画一般的美景，令人陶醉。

三板水乡：三板村依河而建，
穿村而过的绵长三板河则是三板
村流动的魂，泛游水乡，阡陌纵横，
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在这里，可
开展和体验当下最时尚小众的皮
划艇运动；可在二百多亩的生态湿
地内观赏几千只不同种类的鸟儿；
或是品尝颇具特色的当地农家美
食，感受水乡特有的安静与祥和，
悠然自得。

三、温泉养生滨海游路线：台创
园-海泉湾度假区-赤鱼头码头

台创园：广东珠海台湾农民创
业园（简称台创园）是2008年经国
家农业部、国台办批准成立的广东
省首家台创园。在这里可以感受四
溢的果香、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新
鲜香甜的水果。

海泉湾度假区：全国首家“国家
旅游休闲度假示范区”。园区的景
观风格独特，海湖相交，一览湖光海
阔。

赤鱼头码头：南水镇本地居民
渔船停泊、鱼货装卸、修补渔网的码
头，这里有十来家以海鲜产品为主
的餐厅，吸引了珠三角城市人群前
来品尝美味。

在遵义新舟机场T1航站楼出
发大厅，由珠海渔女、珠海大剧院、
港珠澳大桥、中国航展以及蓝天白
云等珠海元素构成的“下一站珠海”
巨幅城市旅游形象广告，格外引人
注目。

“珠海正是我的下一个旅游目
的地，真的很期待。”遵义当地市民
李女士说，一个月后，她将和家人开
启珠海之旅，珠海的海岛风情和美
味海鲜最让她们期待。

城市旅游形象宣传活动是促

进外地游客前往珠海旅游的一项
重要举措。正因如此，今年我市
加大了城市旅游形象宣传力度，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高速、高铁
沿线城市，以及飞机直达城市投
放珠海城市旅游形象户外广告，
提升珠海城市旅游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经过市场调研，市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选定在澳门、广州、深圳、
南宁、遵义等5个城市的重点线路
公交车和公交站点、机场和高铁站

投放珠海城市旅游形象宣传广
告。其中，在广州、深圳、南宁、遵
义4个城市的机场和高铁站进行宣
传推介，在澳门、广州、深圳、南宁、
遵义 5个城市的 81条重点线路、
100辆公交车和145个公交站点进
行宣传推介。

“每一个投放城市都经过精
挑细选，营销目标明确，精准覆盖
我市重要客源城市和重要交通节
点城市。”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对广州、深

圳、南宁、遵义等高铁站、机场等
大型交通枢纽的城市形象广告投
放，扩大城市旅游宣传推介辐射
范围，进一步提升珠海的城市知名
度；通过澳门、广州、深圳、南宁、
遵义的公交车身、公交站台广告等
形式，可向当地市民宣传推介珠海
最新的“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城
市形象，进一步巩固客源目标市
场，促进我市游客数量稳定增长，
旅游总收入持续增加，推动珠海
的经济发展。

形象宣传

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旅游业是珠海一张闪耀的名
片。建市伊始，我市就依托自身毗
邻港澳、拥有众多海岛、漫长海岸线
的自然和区位禀赋，提出发展旅游
业。从1980年全市接待过夜入境
游客2.61万人次，到2019年接待游
客总人数已达4618.21万人次，其
中入境游客541.14万人次。

经过多年发展，珠海旅游业获

得广泛认可。2016年，我市被国家
旅游局确定为首批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城市”，2017年8月，被
国家旅游局授牌成为全国仅十个的

“中国休闲旅游示范城市”之一。
截至今年9月底，我市辖区内

有星级饭店45家，其中五星级酒店
7家、四星级酒店7家；旅行社209
家；4A级景区6家（圆明新园、罗西
尼工业旅游景区、御温泉渡假村、东

澳岛、外伶仃岛、汤臣倍健透明工
厂）、3A级景区3家（桂山岛、星乐
度·露营小镇景区、横琴丽新创新方
旅游区）；省级旅游度假区1个（珠
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

近年来，我市文旅部门大力推
动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围绕

“青春之城·活力之都”城市品牌，打
造海洋海岛、品牌盛事、温泉养生、
历史人文、主题公园、乡村旅游等高

品质休闲旅游产品体系，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旅游消
费选择。

下一步，我市文旅部门将着力
推动宋城演艺度假区项目、三角岛
运动休闲及科教示范项目等旅游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抓好旅游产品
提档升级，打造核心竞争力，为我
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融合发展

打造高品质休闲旅游产品体系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走在情
侣路沿线，可感受海风拂面；游玩于
香山湖公园，可欣赏山湖美景。

我市在建立之初，就确定生态
立市、环境优先的发展战略，塑造了
山海相拥、陆岛相望、城田相映的城
市风貌。同时，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坚持把最好的空间用来建设公共建
筑，把最美的景色呈现给最广大的
市民。

除了有环境这块金字招牌，我
市在教育、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
等领域先行先试，市民在衣食住行、
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不断
提升。

40 多年来，珠海先后获得了
“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

例奖”“中国十大魅力城市”“全国文
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一
系列荣誉。尤其是在今年上半年连
获三个重量级荣誉：“社会保障维
度”全国第一、中国十大“心仪之城”
之一、中国地级市品牌综合影响力
指数榜单位居第九。

当前，市委、市政府正全力打造
“青春之城·活力之都”青年友好型
城市，吸引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
珠海造梦、逐梦。“珠海英才计划”实
施三年来，珠海新引进各类人才约
26万人，人才流入率连续三年居全
国、全省前列。八方英才汇集珠海，
让这座城市迸发源源不断的青春力
量。

城市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
升，对旅游产业发展起着重要推动
作用。

一组最新旅游数据可以印证：
2021年上半年，珠海市接待游客总
人数 1070.6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3.4%；接待过夜游客563.14万人
次，同比增长76.8%；实现旅游总收
入121.46亿元，同比增长93.9%。

尤其是在今年国庆假期，珠海全
市接待游客220.57万人次，其中省外
客源市场前三位是湖南、广西、上海。

“以往我们省外客源市场主要
在华南地区，这次上海进入前三，
说明珠海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的
吸引力正逐渐增长。”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邬向明表示，这

一变化得益于国家建设发展的重
点转移，让包括珠海在内的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区
域。同时，随着珠海旅游设施、旅
游环境的不断完善提升，以及港珠
澳大桥、珠海大剧院、横琴长隆国
际海洋度假区等地标建筑相继建
成投运，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并
引起广泛关注，继而让许多人萌生
到珠海旅游的想法。

“珠海是一座现代化花园式海
滨城市，对遵义市民有很大的吸引
力。”遵义旅游从业者王伟表示，希
望能带着更多的遵义市民前往珠
海，深入体验“青春之城·活力之都”
的独特魅力，亲身感受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的脉动。

擦亮品牌

汇聚八方英才逐梦珠海

采写：本报记者 莫海晖
摄影：本报记者 钟 凡

“下一站珠海”出现在贵州省遵义市公交车的车身。

遵义招商推介会现场。

在广西南宁公交站站台上的广告。

充满珠海元素的宣传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