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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乘着国家和省市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东风，鼓楼区
拉开了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大幕。

加强组织领导。发展全域旅游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涉及面
广、工作量大、任务繁重。鼓楼区把发展全域旅游作为推动区域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
入区委常委会、区政府常务会议题计划，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
中心城区发展活力动力能力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旅游业发展的
新趋势，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理解和把握。成立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构
建起党委统揽、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市场运营、群众参与的“五位
一体”全域旅游创建机制，高位谋划、统筹推进创建工作。

科学规划引领。依据徐州市《关于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工作的实施意见》，鼓楼区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意见。按
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导则》《国家全域旅游示范验收细则》以
及“全景、全时、全业、全民”的新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详
细梳理和调研全区范围内文化旅游资源，聘请专业设计单位编制形
成《鼓楼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既科学定位了鼓楼区全域旅游发展
目标、规划了旅游空间布局，又给出了具体发展路径和开发措施，把
鼓楼区域作为一个大景区进行全域布局、全景打造。

全域统筹全域统筹，，凝聚创建合力凝聚创建合力

“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知道鼓楼区哪里
好玩、哪里有美食，这里还有专门卖进口商
品的全球购，真是太方便了！”近日，在徐州
市中心商圈，来自河南的游客王女士边扫码
边感叹道。打开徐州市鼓楼区手绘的全域
旅游智慧地图,该区的旅游景点、大型公园、
文化场馆、星级酒店、购物场所、特色餐饮、公
共厕所、停车场等应有尽有。此图在方便自
驾游游客的同时，也折射出该区全域旅游示
范区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徐州市鼓楼区通过不断完善旅游硬件
设施，提升旅游形象。在全域旅游游客服
务中心的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导览项目建设
正在推进，包括行业管理平台、数据统计分
析、应急执法指挥视频监控、公共服务平
台、营销管理平台等，建立网上旅游咨询投
诉、在线预订、在线支付、信息推送、电子商
务一体化平台，构建“旅游资讯一览无余、
旅游交易一键敲定、旅游管理一屏监控”的
智慧旅游体系。

开通旅游公交专线。11 月 28 日，鼓
楼区全域旅游公交专线正式开始运营，每周
末发车，分为东、西两条线路，东线从黄楼出
发，依次行经彭城壹号、全球购、万通酿造厂、
青岛啤酒厂，止于国家4A级景区蟠桃山景
区；西线从黄楼出发，开往国家4A级景区龟
山景区，依次行经彭城壹号、植物园、平山寺、
探梅园、云创科技园以及在建的海洋极地世
界。加快建设旅游交通网，鼓楼区正在全面
提升公交线路的合理布局，形成景区景点公
交全覆盖，健全全区主干道交通网络体系。
丁万河水利风景区获评首届全国最美家乡
河，将利用丁万河水利风景区规划建设1条3
公里以上运动休闲廊道，还要在区内选择合
适位置，增设公共自行车、共享电瓶车服务网
点，设置点位科学、布局合理、指向清晰的游客
引导标识，规范完善旅游引导标识系统。

龟山景区有个“网红厕所”，很是抢眼，
不光外观好看，而且科技含量高。这座公
厕占地 200 余平方米，灰瓦白墙的仿古建

筑，与龟山景区整体风格一脉相承，在翠竹绿植
的掩映下，显得古色古香。这座公厕的建筑要求
和设施功能严格按照3A级旅游公厕建设标准实
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母婴室等，可满足游客和
居民的多元化需求。鼓楼区将“厕所革命”作为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工程，通过不断努力，
旅游厕所数量更加充足、布局更加合理、管理更
加规范，实现由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由粗
放管理向规范管理转变的目标。

营销拓展擦亮全域旅游品牌。鼓楼区积极
开展全区旅游形象专题宣传活动，建立政府、行
业、媒体、公众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营销联动机
制，在机场、车站、城市出入口和重要公共场所设
立旅游公益广告，多渠道、多维度打造“走遍五
洲，难忘徐州，情系鼓楼”旅游目的地形象品牌，
提升鼓楼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龟山探梅园是
目前苏北地区最大的赏梅基地，与南京梅花山、
苏州香雪海等一起被列为“江苏七大赏梅胜
地”。通过探梅赏梅品梅等系列活动聚集区域人
气，梅园周周有计划、月月有主题、季季有活动，
打造并保持鼓楼独有的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今
年11月，鼓楼区组织赴连云港市连云区举行“鼓
鸣千载·楼观天下”专场旅游推介会，推介了鼓楼
的人文历史与山水美景，进一步巩固了徐州市周
边旅游资源市场，打响了鼓楼旅游品牌。

人是最美的风景，鼓楼区把文明城区建设
作为发展全域旅游的根本依托，进一步巩固和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宣传普及文明旅游、绿
色出游，落实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行动指南，有
效提升市民和游客的文明素质，推动旅游者文
明出游、旅游企业诚实守信、从业人员服务至
诚，让旅游成为传播文明、促进交流、增进友谊
的桥梁。龟山景区获全国青年文明号殊荣。

徐州市鼓楼区以文旅为笔，绘就全域旅游
新图景，一幅美好蓝图徐徐展开。鼓楼区将按
照全域景区化、产品特色化、环境品质化、服务
系统化、产业信息化的目标与思路，进一步强化
组织领导、优化要素保障、加大工作力度，加快
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淮海经济区旅游目的地，
积极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域畅游全域畅游，，体验别样生活体验别样生活

鼓鸣千载，楼观天下。鼓楼区是徐州市主城区
之一，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丰厚，1938年被命名
为徐州第一区，1955年，因境内有明代建筑“鼓楼”而
更名为鼓楼区。区内有龟山汉墓、黄河故道、九里山
古战场、“五省通衢”牌楼、黄楼、文庙等众多历史和
文化遗迹，旅游资源丰富而厚重，文化旅游业发展潜
力巨大。

近年来，徐州市鼓楼区以打造淮海经济区一流
休闲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全区上下凝心聚力扎实推
进省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通过优化提
升，全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大幅升
级完善；通过招大引强，“世界汉文化旅游目的地（大
风歌城项目）”“运河文化产业带”“海洋极地世界”“九
里湖湿地公园”等一批大项目相继落地建设，总投资
规模约400亿元，旅游业由“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
加速转变。“发展全域旅游的意义已超过旅游业发展
本身，更成为一个地方提升影响力、竞争力的关键所
在。我们要突破‘就旅游抓旅游’的传统思路和固有
模式，按照全域旅游的理念来规划建设管理城区，通
过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融生态环境、人文
环境、市场环境、诚信环境、法治环境等于一体的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环境，进一步放大旅游的经济、社会、环
境综合效益。”鼓楼区委书记、区长罗德清说。

旅游业综合性强、黏合力大、关联度高，具有“一业兴百业”的
带动作用。鼓楼区积极实施“旅游+”战略，促进旅游与工业、文
化、健康、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产品多样、业态多元、全
域联动、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充分发挥“旅游+”的“搭建平
台、促进共享、提升价值”功能，通过“旅游+”的强大融合力和拉动
力，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促进旅游与文化的融合，创建鼓楼文化品牌。着力打造淮海
文化科技产业园、创意68产业园、睿商龙湖现代商务产业园、阿卡
文化科技产业园等不同业态的文化园区。整合文化旅游节庆资
源，推动“炸舞阵线”品牌国际化，增添城市旅游活力。

促进旅游与教育的融合，打造鼓楼旅游教育新载体。利用龟
山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结合区内学校、科研院所、民博
馆、吴亚鲁故居等资源，策划龟山汉学、国学论坛等研学旅游项
目，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促进旅游与商贸的融合，发挥鼓楼商贸核心区作用。积极构
建特色购物、美食、影视娱乐游，依托苏宁广场、金鹰购物中心、金
地商都、家乐福、彭城壹号、1818 美食广场等，形成购物、休闲、美
食、文化娱乐核心区，把鼓楼打造成特色独具、商品丰富、管理规
范的淮海经济区旅游购物基地。

促进旅游与工业的融合。依托行政区域内人工智能、机械制
造、生物制药、新能源等产业优势，融入文化旅游要素，实现“工
业+旅游”的良性互动。青岛啤酒梦工厂已成为省工业旅游示范
点，万通酿造厂省级工业旅游点正在申创中。

促进旅游与体育的融合。完善和提升区体育休闲服务功能，
利用徐州市防灾公园、楚园、古黄河公园等各类公园和河道岸线，
规划专线城市绿道、骑行专线、健身步道、慢行系统、交通驿站等
旅游休闲设施建设，积极承接申办乒乓球、武术、篮球、马拉松等
赛事，促进“旅游+体育”发展。

促进旅游与健康的融合。积极推进旅游与健康养生产品的
开发，推动龟山景区与徐州植物园中药材种植，利用花坛草地，打
造观赏性中药材种植展示基地；利用丁万河、九里山规划建设养
生健康廊道，为市民提供多层次健康养生服务。

促进旅游与科技的融合。运用区龟山云创科技园、启迪创新
创业产业园的“云物移大智”、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优势，在 3D 打
印、人脸识别、VR 等现代化展示和体验中融入旅游元素，使高科
技发挥附加值。

促进融合促进融合，，推动旅游发展推动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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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徐州市鼓楼区把文化
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之一，经过全区上
下不懈努力，旅游资源优势成倍放大，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旅游项目是旅
游业发展的载体,在创建中，鼓楼区加快构
建产品多样、业态多元、全域联动、协调发
展的旅游产业体系，高水平规划建设一批
旅游精品项目。“十四五”规划中，徐州市鼓
楼区仍然将文化旅游列为主导产业。

围绕创建省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鼓
楼区以旅游业态、旅游产品、技术应用、文旅
IP、文旅营销、文旅商业模式为创新方向，以
文化服务和休闲旅游服务为重点，紧紧围绕
鼓楼区文化旅游四大板块，将文化旅游打造
成主导产业。一是依托黄楼中心商圈，联动
天阙广场、鼓楼广场、君盛广场、九里苏宁广
场，形成商贸旅游体系。二是以九里山以北
为文化旅游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
产业集聚区。通过建设国家“5A”级景区大
风歌城项目，打造世界级汉文化传承和旅游
目的地，以两汉文化、战争文化名片，高水平
承办汉文化论坛，全力打造汉文化城市名
片。再者就是将辛山樱花谷、海洋极地世
界、龟山探梅园、龟山景区、楚园、汉城、白云
山、白云寺等进行资源整合、提档升级，争创
国家“5A”级景区。三是以运河文化产业带
为源头，打造以丁万河、荆马河、徐运新河、古
黄河为分支的贯穿鼓楼区的水域旅游线
路。四是以九里湖湿地为载体的湿地休闲
旅游。九里湖湿地为采煤塌陷区，占地约
1500亩，将遵循绿色创新发展理念，打造成
为徐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徐州市地理位置优越，水、陆、高铁、航
空等交通发达，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是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而鼓楼区又是徐州
商贸的核心区，集中苏宁广场、金鹰购物中
心、金地商都、家乐福、彭城壹号、1818 美食
广场等商业综合体，还有城下城博物馆、吴
亚鲁故居、黄楼、镇河铁牛、五省通瞿牌坊
等历史遗存资源，日均人流量近 30 万人。
正在建设的文庙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投资 4
亿元，建设中融合徐州两汉、彭祖、民俗、科
举文化，展示徐州文脉精神，树立徐州文旅
新地标。“十四五”期间鼓楼区将大型商业
综合体和历史遗存资源再度整合链接，打
造彭城路高品位商业步行街，届时形成淮
海经济区最有影响力的商贸文旅中心。

冬日寒风凛冽，徐州市平山路东海洋极地
世界项目施工工地却是一番热火朝天景象。该
项目为纯旅游项目，总占地约133亩，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投资约 10 亿元，建设海洋极地世
界—海洋科普馆、鲸豚驯养繁殖基地、海浪乐园
项目等，计划在 2022 年建成对外营业，将成为
淮海经济区唯一的海洋极地文化旅游产品，预
计年接待量150万人次。

立足徐州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打造世界级汉
文化名片。2018年6月，省委主要领导在徐州调
研时指出，徐州市要弘扬大汉文化，打造世界级
文化名片，巩固和提升徐州文化重镇的地位。按
照指示要求，徐州全市、鼓楼全区积极以“九里
山”片区为核心，规划建设世界级汉文化旅游目
的地——大风歌城项目。“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
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
王。”鼓楼区境内有九里山古战场，传说楚汉相争
时，韩信在九里山前列阵，十面埋伏，智取项羽。
总投资260亿元的“世界汉文化旅游目的地——
大风歌城”项目，核心景区7.4平方公里，产城融合
区约42平方公里，将汉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建设和
发展之中，建设声乐表演，戏曲演绎、影视基地，打
造集论坛、展览、商业、餐饮、影视、居住功能于一
体的两汉文化传承创新区和集聚区，努力形成国
家级汉文化地标，今年年底将举行奠基仪式。

做优精品景区。徐州的历史古迹众多，尤
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著
称。鼓楼区辖区内两汉文化经典代表以龟山汉
墓为依托，加快推进海洋极地世界、樱花谷、圣
旨博物馆二期、古陶博物馆新馆等重点项目建
设，完善楚园、丁万河水利风景区等旅游基础配
套设施，把龟山景区打造成为徐州市汉文化旅
游拳头产品，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加快推进龟山云创文旅小镇建设。小镇规
划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现为徐州市市级特色小
镇，以科技创新产业为特色，下一步将融合文旅、
科创、生态、智慧等理念，着力打造江苏云创文旅
高地、淮海经济区最具影响力的特色小镇。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鼓楼节点建设工程正
在推进。大运河、古黄河、丁万河、荆马河、徐运新
河等 23 条河道萦绕相伴，地表水河道占主城区
80%，鼓楼区充分利用辖区内大运河和水资源优
势，打造“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经济和水文
化”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体系。重点依托区内
发达的商贸服务业，大力发展大运河、沿岸的文化
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实施一批集餐饮、住宿、购
物、休闲度假、生态住宅为一体的项目。

聚力造聚力造““点点””，，加快项目建设加快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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