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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和乡村旅游创建】

全省新增金湖县、宜兴市、苏州吴中区、溧阳市、盐城大丰
区 5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连同 2019 年创成的南京市江宁
区、秦淮区、徐州市贾汪区 3 家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总
数增加到8家，与山东、浙江、湖北、四川并列全国第一。新增
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6 个，总数增加到 39 个，位列全
国第二。

【旅游度假区和旅游景区创建】

全省新增常州太湖湾 1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数增加
到7家，与浙江并列全国第一。新增无锡惠山古镇景区、洪泽
湖湿地景区 2 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总数增至 25 家，位居全
国第一。随着洪泽湖湿地景区创建成功，江苏成为全国第一
个设区市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覆盖的省份。

【艺术创作生产方面】

全省有 12 部作品入选全国“百年百部”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工程，并列全国第一。舞剧《朱自清》获第十二届中国舞蹈
最高奖“荷花奖”，实现江苏零的突破。昆曲《梅兰芳·当年梅
郎》入选全国10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
剧目，京剧《眷江城》、话剧《锦江传奇·董竹君》入选全国12部
2020 年度剧本扶持工程，淮剧《村里来了花喜鹊》、锡剧《云水
谣》入选2020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计划。

【文旅消费城市和文化产业园区创建】

南京市、苏州市入选首批全国15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
城市，占到全国的近 1/7。常州市成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南京秦淮特色文化产业园、苏州元和塘文化
产业园入选全国18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单位。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创建】

全省国家等级博物馆实现跨越式发展，去年一次性新增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无锡博物馆、徐州
博物馆、常熟博物馆、镇江博物馆 6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总数
增至 13 家，居全国第二。南京博物院“世界巨匠——意大利
文艺复兴三杰”、苏州博物馆“画屏：传统与未来”入选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占到全国的 1/5。新增 16 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总数增至162项。

【旅游标准化和智慧旅游创建】

全省新增扬州市、南京市秦淮区 2 家全国旅游标准化示
范单位，总数增至11家。江苏金刚文化科技集团入选全国12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南京文化消费智能综
合服务平台”“苏州旅游总入口”“南京乡村旅游大数据服务平
台”“金湖全域智慧旅游项目”，被列为国家文化和旅游信息化
发展典型案例。

2020年江苏文化和旅游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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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非常特殊、极不平凡的
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全国文旅行业承受了巨大考验。

面对疫情大考，江苏文旅人写下了
令人振奋的“高分答卷”。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纯捧出一
组数据：去年，江苏接待境内外游客
4.73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8250.59亿元，分别恢复到2019年的
53.7%和57.6%。其中，接待国内旅
游人次、国内旅游收入恢复程度分别高
出全国5.9个和19.6个百分点。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江苏文
旅行业非凡韧性的体现，更凝聚了江
苏文旅人顶住压力、承压前行的身影
和心血——过去一年，全省文旅系统
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文旅部的部
署要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及时采
取“八个暂停”的防控举措，有效防止
了疫情通过文旅活动传播扩散；一手
抓文旅发展，有针对性制定出台“1+6+
18+12”纾困惠企叠加政策措施，持续
推出促进文旅市场复苏新招实招，为
全省在大战大考中夺取“双胜利”贡献
了文旅力量。

回首过去一年，让我们采撷一个
个瞬间，梳理一条条经验，总结好文
旅行业勇战“疫”、促复苏的“江苏经
验”，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力争前
列、动若风发，开启江苏文旅高质量
发展新征程。

开创新局走在前列

推动江苏文旅争先创优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全省文旅系统把“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作为标尺，以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争先创优，真正实现开好局、起好步。

六个“新”，成为全省文旅人追逐的目标和共同
的期待——

在助力构筑文艺精品创作高地上展现新作
为。翻看今年文艺创作的目标，组织开展第五届江
苏省文华奖评选和首届紫金戏剧文学奖评选、启动
实施戏曲百戏（昆山）盛典“新三年计划”、探索开展
国有文艺院团评估定级试点、深入实施新金陵画派
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我省文化系统将在打造有
影响力的艺术作品、营造有凝聚力的创作生态、培
育有竞争力的人才队伍上持续用力。

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上拓展新路径。“十四
五”期间，省文旅厅计划每年扶持培育200支优秀群
众文化团队，扶持打造“颜值”和“气质”兼具的 200
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让居民和
游客主客共享。

在保护传承弘扬文化遗产上实现新突破。如
何才能以更大力度抓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
思路清晰明确：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遗址发掘
研究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举办“考古江苏”特展，
推动考古走向大众；高标准建成运营扬州中国大运
河博物馆，集中推出 100 个标志性运河文旅产品，
让大运河江苏段成为“水韵江苏”最精彩的旅游地
标；以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为生动载体，提升层次
举办长江文化艺术节，努力打造体现长江文化特色
的旅游目的地。

在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上展开新实
践。当前，我省文旅市场复苏正处在关键时期，这
就需要以扩大消费促进产业融合发展，顺应商业变
革和消费升级趋势，培育定制消费、智能消费、互动
消费等新型消费，发展云旅游、云演艺、云娱乐、云
直播等消费形态，努力实现文旅消费更具多样、更
有活力、更加便捷。

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宣传推广上推出新招数。江
苏是文旅资源大省，各类文旅创建数量上往往是“最
多”“第一”，尽管“大而全”但缺少“独有”。为此，以
世界遗产资源、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为重点，推动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
景区和度假区，培育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
闲城市和街区，推动“国字号”文旅创建继续走在前
列，成为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在营造繁荣有序市场环境上取得新成效。在强
化文旅市场质量和安全监管上持续用力，坚持“底线
思维”是文旅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久前，省文旅
厅联合省有关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江苏旅游民宿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是我省加强监管、拧牢行
业安全阀的生动缩影。新的一年，全省文旅系统将
深入推进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八大整治行动”，着力
提升文旅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新征程上旌旗猎猎。面向未来，全省文旅人喊
出铿锵目标：“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开拓进取、扎实奋斗，勇担使命、主
动作为，齐心协力推动文化和旅游高水平融合、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助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
现代化篇章！”

立足新阶段迈上新征程

紧扣建党百年这条主线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走过“十三
五”，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进入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江苏文旅，也迈上了实
现文化和旅游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
新征程。

毋庸讳言，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推动文
旅行业加快全面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相互交织，给文
旅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杨志纯看来，立足新发展
阶段，江苏文旅谋划和推进“十四五”发展，必须要
把握好三个“围绕”实现三个“更”——围绕助力文
化强省建设，更好发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赋能作
用；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加彰显旅游为民和旅
游带动效应；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大力度
推进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

“庆祝建党百年”，成为组织重大艺术创作和开
展文旅活动紧扣的主线——

精心组织艺术创作。去年以来，省文旅厅在全
省组织实施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文艺创作，目前
已遴选出 50 部大型舞台剧目、20 个小型舞台节
目，一批标志性的扛鼎之作正孕育其中。百年党史
中重要节点、重大事件、杰出历史人物和优秀共产
党人，成为不竭的题材“宝库”。

策划办好展演展览。省文旅厅已经绘就一张行
动表——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演出演播并举的方
式，举办庆祝建党 100 周年优秀舞台剧目展演、“百
年征程——庆祝建党 100 周年美术书法精品展”，
组织“百年百场”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还将公
布首批江苏省革命文物名录，并用好革命历史类纪
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出革命文物
系列展览，推出“百年百物”线上革命文物故事会，
生动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

打造提升红色旅游产品。“每一个红色旅游景
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目前，全省有
77 家红色旅游景区，其中瞿秋白故居、刘老庄八十
二烈士陵园、泰兴黄桥战役纪念馆等 26 处是全国
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结合庆祝建党 100 周年，
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发展，重
点提升一批红色旅游景区，打造一批红色旅游目
的地，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红色文化研
学旅游项目。另一方面，创新开展“新百年·新百
景”主题旅游推广，组织开展“百名红色讲解员讲
述百年党史”活动，让红色旅游流行起来，让红色
基因传承下去。

“非常特殊”的一年

取得“极不平凡”的成绩

——这一年，全省文旅系统一着不让促复苏，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文旅发展“主动仗”。

回首一年前，疫情暴发伊始，我省第一时间紧
急实行“八个暂停”防控举措，拉开防疫“阻击战”
的大幕。

“防得住”，更要保障“放得开”。一套“1+6+
18+12”纾困惠企政策措施，成为文旅产业“救市”硬
举措——落实暂退质保金“救急”措施，全省 2065 家
旅行社企业获得暂退质保金 4.62 亿元；在省级层面
出台包括调剂安排 1 亿元资金在内的纾困政策“苏
六条”，研究出台促进文旅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江苏
文旅 18 条”和促进文旅消费 12 条措施，提前下达省
级文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6000 万元支持 82 个项
目，安排 3794 万元对 293 家旅行社企业择优分类奖
补⋯⋯“真金白银”加“贴心服务”，促进文旅企业加
快复苏。

疫情下，文旅业态加速蝶变，线上文旅产品不断推
出，全省紧急扩增线上展览展示展演项目 3000 多个，
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到文化大餐和旅游体验。

为拉动文旅消费，我省加强省市联动、线上线下融
合，创新举办首届文旅消费季、非遗购物节、第11届乡
村旅游节等活动，率先出台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建设指南和评价指标，涌现出南京“夜之金陵”、苏州

“姑苏八点半”、无锡“今夜梁宵”等一批夜经济品牌,政
策举措“组合拳”效应不断释放。

这一年，全省文旅系统多措并举提质效，推动文
化和旅游业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全省文旅条
线聚焦高质高效，扎实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发展取得新进展。文化和旅游双线并进、“全面
开花”——

在公共文化服务上，我省深入实施“十百千”示
范工程，开展“万场文化活动进农村”活动，全省有 5
家单位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
试点。

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全省新增 6 家国家一级
博物馆，有 16 个项目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苏
州入选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在文旅产业发展上，南京、苏州入选首批 15 家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常州成为首批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扬州市、南京市秦淮区入选全国
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在市场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管上，率先出台《江苏省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在去年五一、端午、
国庆中秋假期，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文博场馆、热
门景区开放管理的实时化监测、智慧化监管和精准化
调度。

在智慧文旅发展上，上线运行集智慧服务、智慧监
管和智慧分析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江苏智慧文旅平台，
让市民游客共享“苏心游”，让文旅行业监管装上“千里
眼”，让文旅市场趋势研判有了“强大脑”。

全省文旅系统创新思路深融合，全面推进文旅融
合“往实处去，向深处行”。

江苏是文旅资源大省，推动文旅融合做出示范，是
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过去一年，我省搭建融合发展平台载体。推动戏
曲百戏（昆山）盛典升格为部省共同主办，经过 3 年集
中展演，首次实现全国 348 个剧种“大团圆”。创新举
办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累计近10万人次走
进现场，线上受众突破2亿人次。

过去一年，我省用融合理念推进文旅创建。以“创
建”促“发展”，新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5 家、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 26 个，南京秦淮特色文化产业园、苏州
元和塘文化产业园入选全国 18 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创建单位，江苏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和乡村旅游发展
经验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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