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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红色热土，曾经书写了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红色史诗。这样的

成就，功在千秋。这是一片创业热土，如今成了领跑全国、闪耀世界的红色旅游

胜地。这样的进程，气贯长虹。

2017 年，这片土地红得格外耀眼。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立仪式暨

2017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 11月 9日至 11日隆重举行。英雄城里，宾朋

云集，喜庆热闹。借力此次盛会，江西将携手全国兄弟省市共促红色旅游新发

展，共谋红色旅游新未来。

旅游强省，其时已至，其势已成，红色旅游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新时代

的江西，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锐意进取，担当实干，让红色旗帜高

高飘扬，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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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举办红博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旅游

局的精心指导下，江西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和对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引领、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工
作方针，着力发展全域旅游，加快建设旅游强省，创造了旅游发展的
“江西速度”，打造了旅游发展的“江西模式”。特别是自 1999年提出
“红色旅游”以来，红色旅游以迅猛发展之势在全国领跑。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
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红色旅游的幸福属性与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高度呼应；红色旅游的扶贫属性与建成全面小康
社会目标高度一致；红色旅游的教育属性与坚定“四个自信”高度契
合。呼应新时代，红色旅游谋求新发展，其力已聚，其势已成，其时已
至。

倡议成立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举办 2017中国（江西）红色旅
游博览会，是一次红色旅游集中展示亮相的盛会，是一次红色精神集
中弘扬传承的盛典，是一次红色旅游创新发展的积极探索，更是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红博会上看什么？
规模空前：红博会确定在南昌绿地国家博览中心召开，展馆总面积达

2万平方米，设置了200多个展位，包括一个中心展区、11个设区市展区、10
个5A景点展区、20个各省市展区，以及若干个主题展区。活动期间，来自
国内知名旅游企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集团、国内知名OTA
电商平台，以及航空、金融等泛旅游相关产业的大型企业参会。

活动丰富：红博会将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中国红色旅游发展
联盟成立预备会和第一次年会暨红色旅游发展论坛、“江西风景独好”旅
游推介会、中国红色旅游发展联盟成立仪式暨2017中国（江西）红色旅游
博览会开幕式、“江西风景独好”旅游产业系列评选、全省各地旅游推介
暨旅游演艺大展播、红色旅游博览会颁奖大会、江西首届红色骑行活动、
中国红色旅游摄影展以及万人“诵读《可爱的中国》”主题系列活动等。

福利多多：红博会开通免费公交车并准备了逛会指南手册；2000
张5A景区门票、数千份旅游商品等价值数百万元福利现场免费发放；
现场设置VR区让市民和游客现场体验虚拟现实；“最美军装照”从线
上延续到线下；玩红色主题小游戏赢“日韩邮轮游”大奖等。同时，各
参展单位也准备了精彩表演和丰富礼品。

江西红色旅游有多红？

深秋季节，南昌八一广场，时时可见游客的身影。如今
的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建军雕塑广场、南昌舰等一处处红色
新地标，与老城区“一馆五址”等一个个红色旧址遥相呼应，
红色景点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由此，南昌红色旅游也实现
了快速升温。

不仅是南昌，江西拥有一大批保存完好的红色资源，红
色革命旧址星罗棋布，点缀于秀美山水之间，就如同一个没
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全省境内有 2344个革命遗址、旧址
和纪念物，拥有以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人民军队摇篮南昌、
人民共和国摇篮瑞金、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安源、红军二万
五千里长征始发地于都为代表的革命圣地；拥有以八一起义
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拥有以井冈山和瑞金为中心的“全国重点红色旅游区”和“红

色旅游景点景区”；拥有以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歌
曲《十送红军》、赣南歌舞剧《八子参军》等为代表的优秀红色
作品……江西，有说不完的红色故事，道不尽的红色情怀。
红色资源遍布赣鄱大地，把江西染成了独具魅力的红土地。

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这些宝贵的红色文化遗
产，为江西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重要条件和环境：1999年，江
西率先在全国提出“红色旅游”概念，很快得到认同；2001年，
推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旅游主题口号；2004年，率先出台

《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2005年，“发展红色旅游工作会
议”全面部署红色旅游工作；2006年，《关于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的若干意见》明确扶持红色旅游发展的系列政策措施；
2009年，进一步提出把江西建设成为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
红色旅游强省；2010年，提出打造中国革命的四大摇篮品牌；

2013 年，出台《江西省红
色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2013-2017 年）》，推
动全省红色旅游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
2017 年，倡议成立
中国红色旅游推广
联盟，重启红色旅
游博览会……江西
红色旅游在规律中
寻求突破，从省域
层面统筹考虑红色
旅游发展道路，打造
江西红色旅游超级 IP。

一路探寻一路歌，如
今的江西红色旅游可谓风
生水起。目前全省建设有红
色旅游 A 级景区 30 个，全国红色
旅游系列经典景区11个。红色旅游接
待人次和综合收入不断增长，综合效益不断
显现。我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次由 2004 年的 1350 万增加至
2016年的 1.43亿，综合收入由 77亿元增加至 1157亿元。进
入2017年，江西红色旅游的发展更加强劲。今年上半年，全
省红色旅游接待游客7417.5万人次，综合收入651.4亿元，分
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5.1%和 12.2%。同时，红色旅游扶贫成
效明显，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约17万人次，间接就业人数

近75万人次，成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的“助推器”。井冈山在

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就是红色旅游
助力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红色江西，闪耀世界。如
今，随着江西红色旅游超级 IP
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强，
游客群体呈现出年轻化、家庭
化的发展趋势。今年以来，前
往井冈山、瑞金、南昌、萍乡等
红色资源丰富的目的地出行人

次明显增多。家长陪孩子的“家
庭游”、学生旅客相邀的“结伴游”

比例不断上升。同时，游客群体逐
渐呈现出海外化趋势，外国游客越来

越多，江西红色旅游越来越具有国际
范。此外，在这一年里，红色旅游培训、红

色旅游国际化、红色旅游研学等亮点频出，实
现了江西红色旅游的新突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今，江西红色旅游已经成

为全国红色旅游的焦点、热点和亮点，成为促进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推进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成为全国红色
旅游发展的领跑者，呈现出黄洋界上喷薄日出云蒸霞蔚的气
象，成为江西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满园红色斗艳，江西
红色旅游何以别样“红”？

近年来，我省红色旅游蓬勃发展，但全省旅游部门和红
色旅游景区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在记得来路的基础上不
断拓展出路，积极探索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新路子，体制机
制改革不断，产品供给不断丰富，游客趋向年轻化、国际化，
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口碑，红色旅游的“江西经验”广受关注。

——融合“融”出了新业态。我省不断推进旅游产品转
型升级，多色资源整合联动开发，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提升红
色旅游吸引力，“红色旅游+”加出了多彩新天地。我省将红
色之魂、绿色之美、古色之特相融合，将红色旅游与生态旅
游、休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多种业态融合发
展，推进产业体系逐步由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如今，井冈
山、瑞金、上饶等重点红色旅游区，已基本形成由“吃、住、行、
游、购、娱”等旅游要素构成的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萍乡、
瑞金、兴国等地开发了客家民俗风情游、高山草甸生态游等

多种复合型旅游产品。此外，目前全省各地红色旅游景点也
都在根据自身特色，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体育健身、红色旅
游+户外拓展、红色旅游+观光农业等新型旅游业态，提升红
色旅游的综合效益。

——联动“联”出了新格局。红色旅游不能孤立发展，需
要积极开展跨区域、跨省红色旅游的联合协作发展，主动融
入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格局，实现红色旅游地互利共赢。作为
本届红博会的重头戏，我省将发起成立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
盟，全国20多个省(市、区)共同参与，联盟的永久秘书处将设
在江西。作为红色旅游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红色旅游
发展初期，我省就率先打破省内、省际的行政区域壁垒，首开
红色旅游合作先河，与贵州、陕西等省红色景区共同签署了

《共同发展红色旅游井冈山行动纲领》，被国家旅游局誉为
“亲身实践和推广红色旅游的创举”。此后，我省先后多次与
其他兄弟省份深化区域合作，抱团闯市场。

——创新“创”出了新体验。红色旅游如何丰富形式，做

到更有文化内涵、更吸引人？瑞金大力创新，利用声、光、电
等高科技手段，配合开发射击、攀爬、野战等体验型项目，构
建红色旅游目的地体验参与项目体系，让游客从被动观光到
主动参与体验。井冈山充分利用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设计
内容新颖且寓教于乐、寓学于游的红色培训系列课程，从
2005年井冈山提出“红色培训”以来，年接待红色培训人数以
30%的速度递增，至2014年接待红色培训人数就已突破百万
人次，成为井冈山旅游经济新的增长极，开创了红色培训的

“井冈模式”。2016年，井冈山接待红色经典培训旅游人数
29.78万人，同比增长55.27%。

——升级“升”出了新高度。旅游的发展需要大项目的
带动，才能筑牢红色旅游发展的根基。以赣州为例，该市以

“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打造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
地”为契机，明确了“一核三区”的旅游发展战略布局，打造以
瑞金、兴国、于都、宁都、会昌、石城、寻乌为主体的红色旅游
区，全面推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今年该市重点调度

的16个红色旅游区重点旅游项目加快建设，上半年完成投资
近8亿元。再比如萍乡，莲花县投入1亿余元打造莲花县革命
烈士纪念馆等革命旧址，芦溪县投入3500多万元加大红色旅
游景区的基础建设。这些都是江西红色旅游的新名片，将夯
实江西红色旅游发展基础，助推江西红色旅游跃上新高度。

这些只是我省红色旅游持续走红的一个侧面，一个缩
影。发展的脚步不停息，创新的道路无止境。全省各地各景
区还在不断探索，增强红色旅游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助推红色旅游再攀高峰。

这里，曾经有多少人带着神往的目光，踏
着敬仰的脚步，受到心灵的激荡，未来还会有
更多人来到这里，重复同样的经历……

江西吹响旅游强省建设号角以来，红色旅
游获得了跨越式大发展。装点此关山，今朝更
好看。全国红色旅游百舸争流，慢进亦退，站
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如
何保持中流击水的豪迈与激情则更值得思
考。江西如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促进红色旅游再提升、再发展？

在今年的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省领
导强调，红色资源和红色旅游是江西旅游最大
的特色，要着力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努
力打造全国红色旅游的“江西样板”。江西红
色旅游未来如何发展，《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十
三五”规划》也给出了方法和路径：创新发展红
色旅游。

——完善大业态。依托革命圣地、抗战纪
念地、创业奋斗地等历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深度开发一批融教育性、知识性、文化
性、体验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红色旅游产品，有
效扩充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
按照生活化、精品化、品牌化、融合化、合作化、
国际化的理念，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

——构建大格局。我省将打造一批红色
旅游名城。比如井冈山，将依托革命摇篮与高
山美景相结合的特色资源，以国际化的视野推
进红色旅游转型升级，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国
际知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城市；比如瑞金，将
依托丰富的红色和生态等资源，以瑞金共和国
摇篮 5A级旅游景区为龙头，把瑞金建成全国
著名的红色文化旅游名城……此外，赣州将围
绕“美丽老家、幸福赣州”品牌形象，建成全国
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旅游区；吉
安将依托千年庐陵文化和深厚红色文化底蕴，
建成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和知名的文化生
态旅游目的地城市……

——创好大品牌。红色旅游发展需要有
品牌意识。以品牌树立形象，以品牌开拓市
场，是我省推动红色旅游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
经验之一。近年来，我省相继提出建设中国红
色旅游首选地，打造中国革命的四大摇篮品

牌。同时，我省还将高起点、高品位、大手笔打
造全国红色旅游精品景区，力争新增一批高A
级红色景区，储备一批创建的红色景区，使全
省有梯度、有阶段地推出新的红色景区。

——实现大畅通。我省还将进一步强化
红色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近年来，江西红色
旅游交通网络建设发展迅速，已完成 234.4公
里红色旅游公路建设，先后开通了至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的航线和“红色之旅”列车，形
成了立体化交通网络。同时，计划投资

17.6亿元用于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出
口路建设，将连接全省45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总里程达 710.4公里，
使全省成为一个红色旅游目的地。

与 此 同 时 ，我 省 将 按 照
《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
规划纲要》实施红色旅游三期建
设方案，努力提高总揽全局水平、
科学谋划水平、改革创新水平、自
身建设水平、创新型人才队伍水平，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90年前，南昌城里一声枪响石破天
惊。从这一刻起，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

一路走向辉煌；从这一刻开始，人民军队以信
仰淬火百炼成钢，一路走向胜利。如今，在旅
游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也是探路者、开
拓者。江西红色旅游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再次砥砺出发，全面促进红色旅游再提升、再
发展，继续走在前列、领跑全国。

知所从来，晓所为先，明所将往，江西红色
旅游，大有可为，精彩可期。

领跑全国 闪耀世界 ▶▶▶

江西红色旅游何以如此红？ 记得来路 拓展出路 ▶▶▶

江西红色旅游如何更红？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瑞金二苏大景区瑞金二苏大景区

指挥指挥

南昌军事雕塑广场南昌军事雕塑广场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军乐开幕军乐开幕

气势如虹气势如虹

茨坪晨曦茨坪晨曦

叶坪红军广场叶坪红军广场

图片由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

邓小平南昌故居邓小平南昌故居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JIANGXI DAILYJIANGXI DAILY
B2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99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JIANGXI DAILYJIANGXI DAILY
B3

传承红色基因 发展红色旅游

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立仪式暨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成立仪式暨
20172017中国中国（（江西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隆重举行红色旅游博览会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