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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8日，中国旅
游车船协会公布了首批国家
5C、4C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全国入选5C、4C自驾车旅居
车营地共15家，其中5C自驾
车旅居车营地6家，我市太湖
湾露营谷入选首批国家5C自
驾车旅居车营地，全省唯一。

首批国家5C、4C自驾车
旅居车营地是文化和旅游部
资源开发司委托中国旅游车
船协会开展实施的，经各相
关省（区、市）文化和旅游行
政部门推荐，中国旅游车船
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认定，经
材料审核与现场检查、专家
评审并获文化和旅游部资源
司确认，在中国旅游车船协

会官网公示后发布。
太湖湾露营谷位于常州

市武进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内，总投资约2.5亿元，占地
面积约700亩，于2018年 9
月25日开放试运营、2019年
3月23日正式开园。园区三
面环山，溪水潺潺，植被丰
富，绿树成荫，移步换景，环
境空气质量达国家一级标
准，生态环境优美，是一个集
房车营地、拓展基地、农趣体
验和生态游乐项目于一体，
满足游客吃、住、游、购、娱等
综合服务的户外休闲体验一
站地，也是一个跨界融合的
新型生态休闲公园。
（常文旅 周洁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常州市公安局
旅游警察支队1月10日挂牌
成立。副市长杜荣良为旅游
警察支队揭牌。

在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
队增挂旅游警察支队牌子的
同时，溧阳市、金坛区、武进
区、天宁区、钟楼区分局治安
大队以及高新区（新北）分局
治安防控大队同步增挂旅游
警察大队牌子，各辖市区重
点景区所在地派出所设立旅
游警察中队，交通治安分局
治安大队、奔牛机场分局治
安大队、水警支队一大队增
挂旅游警察大队牌子。常州
旅游警察支队的成立在江苏
省尚属首创，标志着全市旅
游警察队伍实现全域覆盖，
将有力服务保障常州全域旅
游发展。

杜荣良要求常州公安旅

游警察支队充分发挥全市旅
游治安管理工作牵头部门作
用，肩负起维护全市旅游市
场、重点景区治安秩序，依法
查处涉及旅游活动参与者人
身财产安全、破坏旅游市场
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职责，加快构建更加规范、有
序、和谐的旅游市场秩序，切
实保障旅游者、旅游经营者
和旅游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据悉，下一步常州旅游
警察支队将切实承担起全市
旅游治安态势研判、勤务执
法业务指导、行政执法部门
联勤联动、重大涉旅案事件
处置督办等工作职能，更好
地保障旅游市场秩序和广大
游客权益，助力常州打造长
三角独具特色、充满魅力的
旅游目的地城市。
（常文旅 周洁 图文报道）

我市围绕塑造高质量休闲
文旅明星城市目标，以政策出台
为引导，以疫后扶持为起点，以
招商引资为途径，以项目实施为
抓手，推进重点项目建设。2020
年，全市22个重点文化和旅游项
目完成投资额43.2亿元，完成年
度计划投资额的160.01%。

2020年，常州市委市政府
密集出台了《常州市文旅休闲
明 星 城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常州老城厢复
兴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20-2022 年）》《常州市关于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行动方
案》等一批政策文件，着力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补齐产业发展短
板，为推动文旅项目建设、产业
升级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全市22个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额43.2亿元，超出年度计划
投资额 16.2 亿元。从区域来
看，全市22个重点旅游项目的
分布的一市五区全部完成年度
投资目标，其中溧阳市、武进区
分别完成年度计划投资额的
173.33%和170%。从单位项目
来看，22个重点文旅项目，21个
项目开工建设，其中4个项目年
度投资进度达到200%，安基运
河时光码头、光大环保垃圾焚烧
发电工业旅游示范园、蓝科技文
化创意旅游街区（一期）和嗨翻
竞技主题乐园、夏家大院保护修

缮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南市河
历史文化街区环境提升工程、嬉
乐湾智能化种植休闲旅游观光
项目、武进高新区园中园等8个
项目已竣工，1个项目在方案设
计和开工前准备工作阶段。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常州建
立文旅发展领导小组专项破除
项目发展瓶颈，将重点文旅项目
列入高质量个性化指标考核、专
班考核系统，统筹推进重点文旅
项目建设，协调解决了曹山未来
城项目林地审批、季子文商旅农
综合体项目土地审批等问题，提
振项目单位发展信心。2020
年，曹山未来城完成投资21亿
元，完成投资计划的210%，成为
年度完成投资额度最大的项目。

我市各相关部门紧扣《常州
老城厢复兴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纲要（2020-2022）》目标要求，围
绕打造品质城厢、人文城厢、活
力城厢、宜居城厢。按照国家
5A级景区标准，编制完成《常州
市老城厢文旅发展提升规划》整
体概念方案，整体推进7.4平方
公里老城厢历史文化保护和文
商旅融合发展，加快推进青果巷
历史文化街区修缮保护工程（二
期）、夏家大院保护修缮及周边
环境提升工程、南市河历史文化
街区环境提升工程等重点文旅
项目建设，打造都市型现代服务
业核心集聚区。

安基运河时光码头、光大环
保垃圾焚烧发电工业旅游示范
园、蓝科技文化创意旅游街区
（一期）、嬉乐湾智能化种植休闲
旅游观光项目和嗨翻竞技主题
乐园5个项目建成投运，转化带
动效应明显。安基运河时光码
头“运河慢村”旅游项目是常州
市首个运河文化与乡村旅游结
合的项目，带动周边快速发展，
解决居民就业问题，将以前几乎
无人问津的小乡村变成了日均
人流量超5000人次的网红打卡
地。光大环保提标改造后厂区
新增环保科普馆、秋白书苑（遥
观）图书馆、健身广场、街心花园
等惠民利民环保设施，成为一座
无围墙、全开放、超低排放的“邻
利型”垃圾发电厂。嗨翻竞技主
题乐园涵盖体育竞技类、大型游
艺类、儿童城堡类、电子游艺类
等游艺娱乐体验项目，自试运行
以来，接待游客10.51万人次。
蓝科技文化创意旅游街区（一
期）将原皮革机械厂提升改造吸
引到一批网红店入驻园区，在微
博、小红书、抖音等媒体平台上
关注播放量破百万，沧桑老厂房
焕发新生命。嬉乐湾智能化种
植休闲旅游观光项目依托嬉乐
湾景区，打造集采摘、科普、示范
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产业基地
2020年度吸引了5万多人次游
客。 常文旅 周洁

2020年：
全市完成文旅项目投资43.2亿元

全省唯一

太湖湾露营谷入选首批国家
5C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常州成立旅游警察支队

本报讯 1月8日，由常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常州
全域旅游智慧平台“常享游”推
广活动在白金汉爵大酒店举
行。副市长陈正春出席活动。

推广活动上，“常享游”运维
推广单位常州市民卡公司与中
华恐龙园、太湖湾度假区、东方
盐湖城、淹城野生动物园、环球
漫游、景尚旅业、溧阳南山花园
和白金汉爵大酒店等8家常州
文旅企业代表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携程研究院智慧文旅中心
主任廖伟平、南京师范大学地理
科学副教授葛军莲、江苏唱游数
据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杨荣平等
与会分享专家分别围绕“互联
网+”时代目的地营销、智慧文

旅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智慧监
管促文旅产业发展等主题分享
经验。

近年来，常州市文化和旅游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
文旅领域科技创新的部署要求，
积极探索智慧文旅发展的可行
路径。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引
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一方
面通过搭建智慧平台，打造转型
升级新引擎，再一方面通过线上
线下融合，持续提升群众幸福
感。

常州文广旅局局长荣凯元
表示，“十四五”期间文化旅游部
门将始终坚持把智慧文旅发展作
为重要的战略课题，以深化“常享
游”平台应用推广为抓手，制定一

系列扶持政策，出台一系列具体
举措，实施一系列重点项目。

进一步深化智慧推介，打造
城市文旅新名片。将5G、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融入文
旅产业发展，支持文化场馆、景
区景点、街区园区、艺术精品、文
化遗产通过“常享游”平台全方
位、多维度展示推广；把直播带
游、直播带货、云观展、云课堂等
集成到“常享游”平台上，让“常
州，教我如何不想她”城市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进一步深化智慧营销，促进
文旅消费新提升。以常州入选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为契机，充分发挥“常享游”平台
线上互动、引客聚客、精准推送
的优势，大力发展云旅游、云演
艺、云展览等新模式，开发定制
消费、智能消费、互动消费等新
业态，助力常州打造长三角重要
的消费中心城市。

进一步深化智慧监管，构建
监测分析新平台。加快建设常
州旅游监管指挥中心，整合全市
文旅行业各类监管系统，全方位
接入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乡
村旅游区、文博场馆、名人故居
纪念馆等各类监管数据，加速实
现精准化、智能化、实时化监管，
为推动常州文旅行业可持续发
展装上“千里眼”和“强大脑”。

（常文旅 周洁 图文报道）

全域旅游智慧平台“常享游”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