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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国庆长假结束第一天， 贵阳旅

游市场捷报传来：7 天时间，全市累

计接待旅游人数 1334.7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6.22%； 实现旅游收入

107.44亿元，同比增长 32.5%。 与此

同时， 国内最大的在线旅行社携程

旅游发布的 《2019 年国庆旅游账

单》显示，贵阳市入选国庆最受游

客欢迎的十大国内旅游城市， 各地

游客在贵阳市的人均旅游花费为

3644元。

根据往年的数据统计显示，贵

阳市连续两年节假日的旅游收入增

幅都保持在 30%以上， 而且今年以

来，在携程发布的清明、端午、五一

等节假日的最受欢迎旅游城市排名

中，贵阳都跻身前十。

国庆前夕， 贵阳市花溪区正式

成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在

随后的国庆大考中， 花溪区用数据

证明了自己。 来自花溪区的统计数

据显示，国庆期间，花溪区共计接待

游客 240.6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26.5%，旅游收入 116830.9 万元，同

比增长 35%， 其中， 贵阳市唯一的

5A 级景区青岩古镇以 21.55 万人

次的接待量名列全市第一。此外，10

月 5 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

间》、《新闻联播》及《晚间新闻》

全天聚焦青岩古镇播出了题为《历

史文化名镇假期游人如织》《历史

文化名镇 焕发勃勃生机》的报道，

全域旅游“花溪样本” 一时间火爆

全国。

花溪区旅游的发展机遇出现在

2016 年，当年 11 月，贵阳市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位，借助这一东风，花溪区启动了一

轮大规模的城市配套变革， 利用自

身的生态、文化、区位等优势，按照

“景城一体、产城联动、文旅融合、

休闲度假” 的发展思路，通过完善

旅游休闲设施、丰富旅游休闲功能、

壮大旅游休闲产业、 提供旅游休闲

个性化服务，不仅走出了一条“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之

路， 还为全国中心城市旅游休闲功

能区建设和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贡献了“贵阳样本” 。

来自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期间，全省接

待入黔游客数量为 2855.77 万人

次， 而贵阳市的累计接待旅游人数

1334.77万人次，占到了全省接待量

的 46.7%。 巨大游客量考验的是贵

阳的旅游接纳能力。

据市文化和旅游局介绍， 截止

到 2019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旅

游吞吐量突破 2000 万人次，航线达

到 206条， 实现了省会城市航点全

覆盖；全市已有国家 A 级旅游景区

25 个； 全市住宿企业增长至 5850

家， 可提供房间总数为 15.7 万间，

床位数达到 26.75 万张； 全市旅行

社已经增长为 282 家， 旅游客运企

业 20家，旅游车辆 3000 余辆，导游

人员达到 9500余名……

随着贵阳市“吃、住、行、游” 等

旅游配套要素的不断提升， 入境游

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不断提升。

据悉，今年国庆期间，贵阳市处理旅

游投诉的结案率为 95%， 游客满意

率为 100%。

除了传统景区，今年国庆期间，

贵阳市的乡村旅游景区也异常火

爆。 记者了解到，假日期间，慢节奏

的乡村旅游成为市民游客的重要选

择。 开阳十里画廊接待游客 15.81

万人次， 白云区蓬莱仙界 7 天接待

游客 11.85 万人次， 成为仅次于青

岩古镇的旅游热点。

近年来， 贵阳市通过推进全域

旅游， 带动产生了更多更丰富的旅

游业态， 围绕乡村美景衍生出的美

食、好物、文化活动等新的旅游内容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客人，乡

村旅游、民俗、节庆、户外体验等活

动成为游客主要选择，观田园风光、

赏秋季花卉、享民俗体验、品农家菜

肴、住特色民宿、玩户外运动等旅游

方式受到热捧。 除了老牌乡村游品

牌开阳十里画廊等， 一些小众的民

族村寨也颇受欢迎， 如花溪区的龙

井村今年国庆期间， 就凭借地道的

布依风情和布依美食，接待游客 1.2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50 万元。 板

桥艺术村在国庆期间推出的板桥民

谣音乐节， 就为游客呈现了一场高

水平的贵州本土民谣圣典， 国庆期

间接待游客 1万余人次。 夜郎谷在

国庆期间总接待 7.5万人次，旅游收

入 70余万元，同比增长均超过 50%。

据悉，随着贵阳市“旅游 +” 融

合发展的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农旅

融合、体旅融合、康旅融合等业态日

渐丰富， 贵阳市 “全季节”“全景

式”的旅游体验体系已基本成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实现旅游收入107.44亿元，同比增长32.5%；入选国庆最受欢迎旅游城市

国庆长假 贵阳旅游亮出成绩单

全域旅游

“贵阳样本”享誉全国

设施完善

贵阳旅游体验更好

融合发展

“全景贵阳”魅力加倍

本报讯 2019 年国庆长假已于

10月 7日落幕。 据贵阳火车站初步

统计，在为期 10天的铁路国庆黄金

周运输中， 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

送旅客 117万余人，客发总量、日均

客发量、 单日客发量三者均再创历

年同期新纪录。

统计显示，铁路国庆黄金周 10

天运输中，贵阳火车站及其管辖的

贵阳北站和贵阳东站共发送旅客

117.5 万人，日均 11.75 万人；其中

10月 1日至 7日发送 85.7万人，日

均 12.24万人。总体客流中，高铁客

流约占 65%。

从单日客发量看， 以 10 月 1

日送客 16.5 万人为最多，同时创历

年 10月 1日客发量之最。 当天，贵

阳北站发送 8.3 万人， 创该站投运

近 5 年来单日发送旅客的最高纪

录； 以 10 月 4 日发送 10.4 万为最

少。 客流总体呈现“两头高、中间

低” 的特点。

长假期间，贵州铁路普铁客流

和高铁客流高度叠加， 华北 （北

京）、华东（上海）、华南（广州、深

圳、香港）、成渝、西安和福厦（福

州、厦门）等六大方向以及省内六

盘水、盘州、遵义、凯里等方向短途

客流高度集中，各方向高铁动车上

座率几乎达到 100%， 普铁上座率

达 80%以上。

从 10 月 8 日开始， 铁路客流

“高台跳水” ，恢复至正常水平。 10

月中旬至 12 月底， 铁路客流将进

入为期 3个月的淡季时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三大火车站 客发量再创新纪录

本报讯 10 月 8 日， 记者从市

公安局获悉，国庆期间，全市治安

大局总体平稳，刑事发案较去年同

期大幅下降 ， 较去年同期下降

20.61%。

据了解， 节日期间，全市共接

110 有效报警 31931 起， 同比上升

19.65%， 其中治安类警情 1915 起，

同比基本持平； 求助咨询类 7191

起，同比上升 19%；各类刑事警情

208起（其中盗窃 127 起、 诈骗 77

起, 其他 4 起）， 较去年同期下降

20.61%。节日期间，发生火灾 13起，

同比下降 45.8%， 未发生较大和人

员伤亡火灾。

此外， 在交通秩序方面，10 月

1 日至 7 日， 共出动警力 5374 人

次，警用车辆 2814 台次，一般以上

交通事故较去年同期下降 54.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贵阳刑事发案同期下降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