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旅游的美丽与智慧 

胡  斌   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 



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第五次会议 8月10日，九寨沟县城，大巴车车队停在
街道上，有序运送游客和群众离开。 

九寨沟抗震救灾工作情况 

 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迅速成立了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并启动一

级应急响应预案。 

 震后24小时内安全转移6万余名游客和群众。 



8月11日，九寨沟景区诺日朗瀑布 8月10日，九寨沟景区火花海 

九寨沟景观损伤情况 

 景观损伤并不严重，范围不大，更不具有毁灭性。 

 能够直接观测到的，仅有火花海决堤、诺日朗瀑布景观的减弱和日则沟

部分地区有小的滑坡。  



五花海 

九寨的美，没有消失——地震两周后 

树正寨与群海 



老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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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海 



犀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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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滩瀑布 



镜海 

九寨的美，没有消失——地震两周后 

金玲海 



沧海桑田，旧的景观消失， 

新的景观诞生，是自然法则。 

 

天人合一，新的九寨沟将更加美丽！ 



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明确定位，统筹规划，引领智慧旅游加快发展 



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纵横贯通，上下联动，构筑智慧旅游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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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试点先行，重点突破，示范带动效应初见成效 



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逐步深化智慧旅游管理系统建设。 

四川旅游运行监管及安全应急管理联动指挥平台 



成都、绵阳、乐山、攀枝花、九寨沟、峨眉山、都江堰等已建立相应平台。 



基于北斗兼容系统的户外应急救援平台 



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智慧旅游服务平台体系日益健全 

四川旅游资讯网 ，1+21+N。(www.tsichuan.com） 

www.tsichuan.com_  

http://www.tsichuan.com/


四川旅游多语种外文网集群 (www.tsichuan.com) 

繁体中文网 英文网 俄文网 泰文网 德文网 



四川好玩APP客户端 “旅游四川”微信订阅号 “四川旅游”微信服务号 



四川旅游官方微博 



多媒体互动智慧旅游系列地图、景区微卡、多媒体查询终端 



省旅游发展委Facebook账户在中国“出海竞争力、社会化媒体影响力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四川智慧旅游发展的概况 

 不断创新智慧旅游营销模式 

整合、组合

和事件驱动 

传统媒体 

+ 
新媒体 

活动事件 

+ 
网络传播 

线上、线下互动 

境内、境外共推 



《爱，在四川》系列微电影共5部，上线2年内点击

量累计超过5000万次，微博转发超过2万次。 

国内首档户外旅游真人秀节目《两天一夜》荣获

“2013中国旅游营销创新TOP10” 。 



“行摄365 画说四川”、“寻找四川

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评选活动，

收集并发布了4万余张精美图片。 

全球首次大熊猫在线互动网络直

播活动，网络直播当天有超过1.3

万全球网友通过互联网实时收看。 



2013年，德阳 
主题：美丽四川，   

      网罗商机 

2015年，都江堰 
主题：互联网+  
           大道至简 

2014年，北川 
主题：智慧旅游  
           联结未来 

2012年，成都 
主题：网络，让旅游E起来  

 在线旅游，新体验，新商机 

2016年，都江堰 
主题：互联网+旅游     

        问道青城山 

连续五年举办全球旅游网络营运商合作交流会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夯实旅游信息化基础行动 

——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各市（州）旅游应急指挥中心； 

——构建四川省旅游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构建旅游大数据体系行动 

涉旅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

存储、应用、共享、交换等体制

和机制 

旅游大数据分析决策平台 

横向与纵向数据采集体系 

四川旅游大数据中心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推进旅游云平台构建行动 

旅游运行监管及安全应急管理联动指挥体系 

旅游行业综合管理系统 

旅游电子商务信用工程、四川旅游服务主体征信平台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推进智慧旅游示范项目行动 

智慧自驾游

线路与营地 

智慧 

乡村旅游 

智慧 

旅游城市 

智慧 

景区 

智慧 

酒店 

智慧全域旅游 

生态圈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拓展网络营销宣传手段行动 

——旅游电商平台； 

——旅游全球分销系统； 

——全域旅游目的地营销平台； 

——跨区域合作营销服务平台； 

——信息公开。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富民行动 

——“互联网+全域智慧旅游精准扶贫云”系统。 

政府 

中小旅
游商户 

游客 



四川智慧旅游“七大行动” 

 打造旅游业创新生态环境行动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 

——实施旅游信息化人才培养计划，打造全省旅游信息化智库。 



旅游的价值在过程中 

旅游的能量在网络里 



倡议 

加速旅游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旅游智能化水平 

共享信息渠道，实现产业链互惠共赢 

让智慧旅游成为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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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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