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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文旅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苏州苏州：：复苏复苏““诗和远方诗和远方””，，迈向全面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八大特色主题展区，300 多家境内外机构，3.5 万
参观人次⋯⋯今年 11 月，2020 苏州国际旅游博览会
如期而至。本届旅博会以“链接诗和远方，再享美好
生活”为主题，为市民游客端出一场参与度高、影响力
大的文旅“盛宴”。火热的活动现场，不仅释放出文旅
市场加速向好的积极信号，也让苏州再次成为业界关
注的焦点。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在文旅产品供给日益丰
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期打好“营销牌”？苏
州按照“人群分众、时节细分、精准营销”的思路，针
对本地游客、国内游客、外国游客，分别推出“苏州人
游苏州”“来苏州旅游都挺好”“到中国，游苏州”活
动；针对春夏秋冬四季，推出“四季游苏州”旅游品
牌，既满足不同人群的旅游需求，又能吸引游客一年
内多次往返。

今年3月底，疫情防控曙光初现，“苏州人游苏
州”活动在众人期待中正式启动。覆盖苏州
全域的11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起一大
批生态优美的景区，在暖暖春日为
市民游客提供亲近自然的机
会。启动仪式当天，300
名参加防疫工作的
社区志愿者和医务
人员搭乘“苏州好
行”旅游专车抢先

体验。
进入冬季，苏州围绕季节特点再次重磅推出 4 大

系列15条线路，邀请游客“来苏州，幸福过大年”。“赏
景、泡汤、看戏、美食⋯⋯总有一项让您心动。”苏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旅游推广处处长朱胜文介绍，苏州
将全方位、立体式策划主题内容，融合本地美景、文
化、美食及习俗等要素，设计高品质文旅产品，带给市
民游客“四季游苏州、季季都挺好”的畅快感受，拉动

“食、住、行、游、娱、购”各类消费。
花式营销赢得业绩与口碑“齐飞”，在此基础上，

苏州紧抓文旅市场复苏契机，推出一系列精彩纷呈的
文旅活动，持续扩大文旅品牌影响力——

4 月，苏州召开旅游促进大会，在国内率先作出
“无理由退货”承诺，并从重点商圈、大型商户、生产企
业、旅游行业等领域逐步推广至全域。目前，苏州线
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承诺商户已破 6 万户，诚信经营、
放心消费的良好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

7 月，第九届中国苏州文化创业设计产业交易博
览会启幕，成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国内首个文化类
博览会。43 个主题展馆中，以 20 多万只“口罩”作为
主要建筑材料的“社交隔离馆”，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
冲击和独特的空间体验。

8 月，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节·国际旅游
节开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密集推出 19 台 23 场
舞台艺术类展演和 10 条精心设计的艺术之旅线路，
以艺术为媒，以旅游为线，用婉转的江南曲韵唱响伟
大的新时代华章。

文旅市场上的“苏州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凭借
一个个实打实的成绩，今年，苏州市吴中区成功入选
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苏州工业园区等 6 大板
块入选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级总数和占比均列全
省最前列。

拿 出 “ 金 点 子 ”

加快文旅市场复苏回暖

■ 本版撰稿 孟 旭 徐瑞雅 宗志鹏
■ 图片提供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即将过去的即将过去的 20202020 年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注定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从整个行业陷入停滞从整个行业陷入停滞，，到跨省团到跨省团
队旅游有条件恢复队旅游有条件恢复，，再到影院等文化场所逐步再到影院等文化场所逐步
重启重启，，直至文旅消费迎来全面复苏⋯⋯文旅行直至文旅消费迎来全面复苏⋯⋯文旅行
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跋涉中逆势前行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跋涉中逆势前行。。

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作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
风景旅游城市风景旅游城市，，苏州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苏州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新
情况情况、、新变化新变化、、新挑战新挑战，，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
措措，，发布了一揽子支持政策发布了一揽子支持政策，，全力打响文旅产全力打响文旅产
业复苏的业复苏的““翻身仗翻身仗””，，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双胜利””。。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今年今年，，苏苏
州共接待国内游客州共接待国内游客 80248024 万人次万人次，，同比恢复同比恢复
6060%%；；旅游总收入约旅游总收入约 17751775 亿元亿元，，恢复至疫情前恢复至疫情前
6464..55%%，，复苏程度在国内位居前列复苏程度在国内位居前列。。中秋中秋、、国庆国庆

““两节两节””期间期间，，苏州共接待国内游客苏州共接待国内游客 721721..44 万人万人
次次，，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3%%；；旅游总收入旅游总收入 9898..66 亿元亿元，，同比同比
增长增长44..99%%。。

这一年这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十三
五五””规划收官之年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也是谋划““十四五十四五””规划的规划的
关键之年关键之年。。在在““小康构想地小康构想地””苏州苏州，，腰包越来腰包越来
越鼓越鼓、、脑袋越来越富的百姓脑袋越来越富的百姓，，对文旅服务有了对文旅服务有了
更高层次的需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既要既要““鱼米之乡鱼米之乡””，，也要也要““诗诗
和远方和远方””。。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围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围
绕绕““高融大上高融大上””攀新高的总体目标攀新高的总体目标，，努力克服努力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绩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绩、、
新进展新进展。。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局
长韩卫兵说长韩卫兵说，，疫情给文旅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疫情给文旅行业带来前所未有
的冲击和考验的冲击和考验，，但也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模式但也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模式，，
重塑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习惯重塑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习惯，，倒逼文旅行倒逼文旅行
业转型升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质增效。。苏州将抓住这一契苏州将抓住这一契
机机，，变变““危危””为为““机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更好更好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更快汇聚高质量更快汇聚高质量
发展强劲动力发展强劲动力，，在在““争当表率争当表率、、争做示范争做示范、、走在走在
前列前列””的征程中彰显文旅担当的征程中彰显文旅担当。。

古运河畔古运河畔，，寒山寺的新年钟声即将再度寒山寺的新年钟声即将再度
敲响敲响。。拥有拥有 25002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苏州多年历史的古城苏州，，正以正以
满满的青春与活力满满的青春与活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新征程现代化的新征程。。

“轻似剪，双舻飞箭，流如云彩云星汉⋯⋯”姑苏
城内，沧浪亭下，一曲婉转悠长、含蓄典雅的水磨调，
再现了沈复夫妇“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诗意生活。
这出沉浸式昆曲《浮生六记》进入市场，非但没有曲
高和寡，反而场场爆满，印证了苏州文化消费的蓬勃
发展。

文化富有，全面小康社会才有精神动力。今年
以来，苏州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方面作用，加
速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今年 9 月，苏州发布 2020 年度公共文化服务配
送菜单，共 388 个项目入选。其中，文艺演出类 72
个、讲座导赏类 106 个、文旅融合类 53 个、特色活动
类 157 个。在同步举办的公共文化服务配送项目采
购会上，来自苏州各板块的基层文化工作者、配送供
给单位代表等近 400 人到场，完成采购金额超 345
万元。

公共文化配送是苏州创新开展的一项文化惠民
工程，旨在通过“菜单式”点选、项目“订单式”配送，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单”转
变。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发搭建了“苏州市
公共文化服务配送平台”，在线上就能实现“选、配、
送、评”各流程管理，帮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确保市
民能够享受到更符合自己胃口的“文化大餐”。

包括公共文化配送在内，苏州多措并举高标准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今年，苏州完成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的全覆
盖，全年举办活动803场，覆盖182个村（社区），服务
群众8万人次。

截至目前，苏州已建成开放各类博物馆（纪念
馆、陈列馆）91 家、美术馆 61 家、公共图书馆 831 个、
24小时图书馆 92 个，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 0.42
平方米，公共文化服务硬件基础全国领先。苏州工
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等 3 家单位入选文旅部文化和
旅游公共服务机构融合试点，堪称苏州公共文化项
目建设的标杆。

面对疫情带来的新变化，苏州运用 5G、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把“苏州旅游总入口”和“文
化苏州云”两大文旅信息交互的平台结合起来，让文
旅服务更“智慧”，让市民游客获取文旅服务更便

利。截至12月中旬，总入口累计注册用户208万，销
售额 1565 万元；文化云累计注册用户 80 万，销售额
达3541.2万元。

以“文化小康”助推“全面小康”。近年来，苏州
深入实施文化强市战略，高标准保护文化遗产，高质
量推进文艺创作，高水平发展文旅产业，切实履行好
保护、传承、繁荣江南文化的光荣使命。

苏州百姓的“小美好、大幸福”，也为艺术家们提
供了生动的创作素材。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如数家珍：今年，苏剧《姑苏人家》入选
2020 年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投入剧
目，昆剧《占花魁》等一批新创剧（书）目搬上舞台，昆
剧《烂柯山·泼水》、独角戏《剃头》、江南丝竹《慢三
六》等近40个折子戏及传统大戏对外公演⋯⋯

11月11日，第十四届江苏省“五星工程奖”获奖
作品名单揭晓，苏州群众文艺作品再创佳绩：舞台艺
术类共 11 个作品获奖，总量蝉联全省第一；包揽了
舞蹈、音乐、戏剧、曲艺 4 个门类的第一名，其中，舞
蹈《幸福的温度》斩获网络最佳人气作品。

文化的滋养，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无限青春活
力。漫步其中，小桥流水与现代都市相映成趣，传统
文化与当代创作相得益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碰
撞融合⋯⋯这里是江南文化高地。这里是国际旅游
胜地。这里是苏州。

服 务 “ 送 上 门 ”

满足百姓美好生活需求

“真没想到，真是雪中送炭！”苏州某
旅行社负责人感慨地说。疫情发生后，
苏州文旅部门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公司走
访，了解公司面临的困难，并详细介绍公
司可以享受的每一条优惠政策，其中就
包括及时到账的纾困资金。

据悉，抗击疫情期间，在江苏省“苏
政五十条”和苏州“苏惠十条”等政策的
叠加实施下，苏州全市共有 57 家酒店和
旅行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涉及省市两
级企业纾困资金994万元。

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就业之源。
在苏州，大大小小的文旅企业不仅是文
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吸纳就业
的重要阵地。相较于其他行业，文旅企
业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弱，受疫情影响
大。聚焦“六稳”“六保”，苏州以“保市场
主体”为重点，以“保就业”为目标，打出
了政策“组合拳”，支持文旅企业稳定员
工队伍，为复工复产做准备。

今年 2 月，苏州发布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对标
该意见，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第一时间推出落实“苏惠十条”的
具体措施，把加大对文化和旅游中
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摆在突出位
置，利用“苏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公
共服务平台”，为文化和旅游中小
微企业搭建融资对接服务，短短一
个月就帮助近百家文旅企业解决
了贷款的燃眉之急。

为解企业之“渴”，苏州还配套
设立规模达 2547 万元的文化产业
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影视动漫、传统工艺、旅
游住宿、文化贸易、文化辅助用品
制造等项目领域。经合作银行对
接、风险补偿申请、专家评审等环
节，苏州飞马良子影视有限公司等
6 笔总额达 7160 万元的贷款申请，

符合该项信贷风险补偿项目要求，共获
风险补偿金达1432万元。

政 策“ 组 合 拳 ”，既 要“ 快 ”也 要
“准”。苏州针对文旅行业不同群体的特
点分类施策，让帮扶效益实现最大化。

针对旅行社，苏州积极落实文化和
旅游部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的帮扶政策，成立“暂退质保金工作专
班”，搭建线上受理大厅，引导文旅企业
申报。疫情期间，苏州审核退还了 315
家旅行社的质保金，共计1.05亿元，大大
缓解了文旅企业的经营压力。

针对导游，苏州市导游服务中心一
次性免除 4200 多名在册导游 2020 年度
的注册管理服务费，涉及金额近 100 万
元；同时对今年新注册的导游实行管理
服务费优惠政策，对已经缴纳 2020 年度
注册管理服务费的在册导游延续年度服
务政策，把苏州导游队伍牢牢稳住。

更让文旅企业感到暖心的是，苏州
首次制定首批文广旅系统不予行政处罚
清单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清单，明确对 11 种轻微违法行为不
予处罚，对 20 种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处
罚，通过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减轻企业
在特殊时期的后顾之忧。

政策早落地，服务早见效。苏州拿
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增强了文旅市场
主体信心，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打 出 “ 组 合 拳 ”

增强文旅市场主体信心

夜幕降临，金鸡湖畔灯火璀璨、流光溢
彩。在金鸡湖商圈，66个大中型商贸载体和
商业街区“比邻而居”，商业载体面积超 300
万平方米。下班后到金鸡湖商圈“买买买”，
成为众多苏州年轻人的新时尚。依托“江苏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金鸡湖景区，苏
州工业园区持续整合辖区文化、旅游、体育、
商务、商贸资源，为苏州夜经济品牌增光添
彩。

发展夜经济，是苏州激发文旅消费拿出
的新办法。今年起，苏州全力打造“姑苏八
点半”夜经济品牌，先后制定发布《关于加快
苏州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
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创建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
策，重点聚焦“扩大消费有效供给”“推出消
费惠民措施”“培育消费新兴业态”“提高消
费便捷程度”等方面，探索夜经济赋能城市
发展的有效路径。

举一纲而万目张。围绕“任务书”，苏州
各板块区域、各部门条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各显神通”，纷纷拿出真招实举，加快培育
具有苏州特色的文旅产品和文旅服务，告别

“夜的黑”，掘金“夜的美”，推动苏州夜经济
不断升温，“火”遍全国。

在常熟，当地突出文化旅游在夜间经济
中的带动作用，围绕“吃、住、行、游、购、娱”
六要素，创新夜间经济商业模式，丰富夜间

经济产品形态，完善夜间经济公共服务，全
力打造“虞歌畅晚”夜间经济品牌。

在太仓，当地发布以“夜太美”为主题
的夜间经济品牌矩阵，以创建四大“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为抓手，组织开展系列文旅
节庆活动，加快夜间旅游与地方特色文化
的融合发展。

在相城，古运河畔的望亭镇奏响“稻香
小夜曲”，将当地的人文非遗、历史民俗、自
然资源与文旅经济相结合，重现唐代诗人
白居易笔下“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的
繁华夜景，树立起乡村夜经济的标杆。

在姑苏，当地结合“双 12 苏州购物节”
活动，探索用数字化赋能夜经济：穿梭在

“苏城遇谜城”实景共创街区，游客可借助
科技手段与虚拟主播互动、体验 VR 游戏、
观看“评弹说唱”，充满潮流元素和魔幻色
彩的灯光，让游客瞬间置身另一个时空。

⋯⋯
当然，夜经济不只有“买买买”。围绕

“江南文化”品牌，苏州充分发挥昆曲、评弹、
话剧、歌舞等资源优势，做活做靓夜经济特
色子品牌——“江南小剧场”，让市民游客能
够“白天看景，晚上看戏”，拉长文旅产业链
条。

苏州是文旅消费大市，也是文化产业强
市。近几年，苏州发布一系列给力政策，持
续加大对企业、项目、人才的支持力度，为文
化产业倍增目标夯实基础。

数字文化，是苏州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
重点方向。作为数字文化企业的代表，苏州
大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
来，深耕短视频制作、网红 IP 孵化等领域，围
绕 IP 打造美妆、美食、母婴等多元化垂直矩
阵，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数字文化内容。短短
几年，公司已有近千名员工，超 8 亿网络粉
丝，原创短视频播放量突破500亿次。

得益于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环
境的不断优化，苏州数字文化产业加速崛
起。日前，苏州元和塘文化产业园区跻身第
二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成
为江苏省唯一新晋打榜的示范园区。园区
沿元和塘而建，形成了“一带、两区”的总体
空间布局，未来将瞄准数字文化方向，大力
发展“文化+科技”新业态，推动产业规模和
整体建设水平再上台阶，助力苏州打造“全
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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