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庐山，北濒长江，南襟

鄱湖，美在自然，胜在人文，以雄、奇、

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

誉，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于一身，自然风光旷世奇绝、雄峻东南，人文历史纵

贯古今、连通欧亚。在国际上满载盛誉，是世界文化交流

的重要平台。

● 被评为 2021 年中国最美乡村，最具诗意、品质休闲百

佳县市。

● 荣登“2021 年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

榜首，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生态园林城市。

● 位列“2022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

县”第 21 位。

● 获批 2022 年全省首批“风景独

好”旅游名县。

庐山力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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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疫情整体可控、旅游产业总体向

好，旅游业正迎来全面复苏的重大战略机遇。

庐山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立足当前发展形

势、增强经济发展信心作出的重大决策，坚决扛

起责任使命，舞动旅游龙头，高站位、高标准布

局后疫情时代旅游产业发展，全面提升旅游服

务水平，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旅游服务、秩序

维护、安全保障等工作，敞开景区大门，盛情邀

请八方宾朋。迅速出台了 6 月面向境内外游客

免门票、全面启动景区旅游旺季运行机制、开展

各项推介活动，策划更多主题线路、组织开通度

假专列和旅游包机、实施跨省区域协作联动、全

面开展外联招徕活动、积极开拓国际游客市场、

出台特惠激励奖励政策、创新开发文化旅游产

品、精心策划重大文旅活动等十大举措，暖市

场、稳预期、拓增量、引爆点。

6 月 6 日上午，庐山市在南昌举行庐山促进

旅游全面复苏工作推介会暨“庐山天下

悠”度假专列首发启动仪式，全

面推介庐山促进旅游全

面复苏相关政策、举

措及庐山精品旅

游 路 线 。 庐

山文旅集

团与多家旅游企业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做旺

庐 山 人 气 ，实 现 客 源 互 送 、资 源 共 享 、利 益 共

赢。当天还举行了“庐山天下悠”度假专列首发

启动仪式，该趟专列将为游客提供一站直达、景

区无缝衔接、专业旅行服务等定制服务，以优惠

的价格、优质的服务鼓励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庐山旅游观光。

擦亮庐山世界文化名山、旅游避暑胜地的

品牌，做旺人气，在全省率先全面复苏、全面升

温。端午小长假，庐山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12.32
万人次。免门票的首个周末，6 月 11 日庐山景

区单日接待游客达 5.76 万人次，“庐山天下悠”

周末度假旅游专列首发团也抵达庐山，开始了

两天一夜 14 个景点的人文康养舒心游。庐山

景区自驾游、亲子游、研学游、团队游均呈显著

上升趋势，全市各景区窗口行业纷纷出招，开展

以“提升服务水平、展示文明形象”为主

题的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为游客

提供更舒适、高效的服务，有效应

对客流高峰，庐山旅游全面复

苏、全面升温，为江西旅游业

全面复苏注入强劲能量。

过往的辉煌不会让庐山人止步不前，如今

的庐山市正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要

求，深入挖掘人文历史内涵，持续激发

发展活力，朝着全省旅游龙头、全国

旅游示范、世界知名旅游胜地的

目标阔步前行，走出一条高质

量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之路，

全力唱响做实“庐山天下

悠”品牌，奋力谱写新时

代庐山全面进位赶超

新篇章，为江西旅游

强省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庐山市不断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接待水平，稳步推行

旅游服务“庐山标准”，加快建立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管

理服务体系。

庐山市以满足游客需求为中心，立足功能改造和品质

提升，全力畅通南北门交通大循环，优化游客进山交通流

向，通过拓展停车场、增设智能服务管理设施，不断优化核

心景区交通秩序，为游客提供顺畅的交通服务。

今年春节期间，庐山连降几场大雪，银装素裹，吸引大

量周边游客到庐山游玩，交通索道下站台、南门游客换乘

中心迎来客流高峰。面对景区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庐山

市第一时间组织人武官兵增援，连续四天，官兵们都坚守

执勤一线，在重要节点路口进行疏导巡逻，维护景区秩序，

保障游客出行平安，确保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受到冬游庐山的游客一致好评。

“我爱人春节假期一直在索道站口一线执勤，今天我

和庐山民兵一起来到这里，算是我们一个短暂的相聚，我

们在现场主要是维持秩序，避免人多造成混乱，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为全国各地来到庐山的游客提供一个好的体

验。”庐山市海会镇人武部长杨彬说道。春节假期，他带领

着 10 余名民兵在庐山景区维持秩序。他的爱人也同样在

一线执勤，伉俪同心，只为守护游客平安。

庐山市加快智慧庐山建设和应用，推出“庐山一机

游”优质数字化服务，游客只需在支付宝或微信登录小

程序庐山一机游，即可实名线上预约，更方便、更快捷；

对照国际化要求，开展导游、酒店、民宿等服务行业评星

定级；景区 200 余名讲解员统一着装、统一导游讲解词、

统一持证上岗，为游客提供周到温馨的游览讲解服务。

全 面 加 强 旅 游 市 场 监 管 ，严 厉 查 处 黑 车 、黑 导 、坑 蒙 拐

骗、假冒伪劣等损害游客权益的行为，让游客在庐山玩

得放心；不断完善游客投诉机制，实行一站式投诉咨询、

一体式反馈处理，优化提升游客旅游

体验全过程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游

客舒适度和满意度，旅游投诉实

现连续三年“三连降”。

近年来，庐山市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立

足自身发展主要矛盾和实际，抢抓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江西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九江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战略机遇

期，以“不胜不休”的坚定持续深化庐山管理体制改革，坚决扛起江

西建设旅游强省和九江打造国际旅游名城的使命担当，全力把庐

山打造成为全省改革亮点名片和全国风景名胜区改革样板。

庐山市委、市政府坚持研究先行、策划为上，设立了庐山发展

战略研究院等高端智库及研究团队，制定《庐山旅游发展工作总体

方案》，确定《庐山旅游总体发展战略暨牯岭区域业态布局及品牌

体系策划》《庐山国际生活家论坛及生活产业策划》《庐山国际爱情

电影周暨衍生产业策划》《庐山海会组团产业开发策划》四大课题，

高起点谋划庐山发展战略定位、目标任务、思路举措，推动庐山旅

游高质量发展。与九江学院、东华理工大学、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等建

立校地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庐山的资源、实践、产业优势，以项目

化、定制化的方式，在人才培养、就业实训、科研项目成果转化、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加快推进校地合作，为庐山改革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为庐山文旅产业把脉问诊、寻道问策。

庐山市坚持“一体化、集团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要求，乘势而

上，奋发进取，全力写好庐山管理体制改革“后半篇文章”。通过创

新运行模式和机制体制，统一推进旅游规划、品牌营销、产业发展、

业态提升，全面梳理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以项目化、清单化的形式

动态管理，推进庐山旅游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跨越发展；不动产确权稳步推进，623 栋历史建筑完成了

产权和物理人文属性调查，牯岭区域第一批不动产确权登记证颁

发到位，景区市场化进程全面开启；山上山下干部人才交流工作顺

利开展，“市局合一”体制运行愈发顺畅，正由“物理整合”引发出良

好的“化学融合”。

2019 年至 2021 年，庐山市旅游经济连续三年领跑全省。2021
年，庐山市接待游客人数超过 2800万，旅游收入达 236.8亿元。

庐山市对照国际旅游名山，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抓手，持续强化龙头引领，全力推动旅

游设施品质化、标准化、精细化、国际化。

山上做品牌，山下做体验，在“面”上科学规划、优化布局，

在“线”上串珠成链、优势互补，在“点”上挖掘特色、提升品质。

庐山市以环山公路的改造提升、风貌提升、绿道建设以及产业

更新为切入点，以白鹿洞书院组团、温泉组团、南康古城组团以

及国际旅游学院、国际艺术学院、国际生态文明学院等重大文

旅项目为支撑点，强化路域环境提升，推进环庐山旅游绿道、环

鄱阳湖旅游大道建设，做足做活景区、城区、湖区、乡村等旅游

文章，打通融合通道，促进山城湖乡联动，进一步巩固庐山旅游

龙头地位。

庐山市全面摸排国企家底，明晰资源资产权属，统筹注入

优质资源，科学划分业务板块，成立庐山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庐山市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聚力发挥资

源、产业优势，做大做强主营板块，为全市产业升级、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各景区景点聚焦短板弱项，着力夯实基础设施“硬实力”，

先后启动改造升级，秀峰景区、观音桥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海会·鄱湖湾、秀峰观瀑园等环山景区景点紧随其

后进行改造提升，进一步丰富了环鄱阳湖景观带，为乡村旅游

发展注入蓬勃动力；香格里拉酒店、别墅村宾馆等一批高端酒

店别墅项目加快实施，云上归墅、停云山房、玖居不舍等一批网

红民宿深受游客喜爱。

众多企业看好庐山，投资 105 亿元的天都文旅项目、投资

25 亿元的南康古城项目、投资 20 亿元的 6321 艺术小镇项目纷

纷签约落户庐山。庐山旅游业态进一步丰富，产业潜能进一步

释放，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庐山的四季，“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

如玉”。依托庐山资源优势，庐山市实施四季

主打品牌策略，持续举办一系列大型文旅活

动，着力把庐山建设成与国际对话的名山。春

季的名茶名泉博览会，夏季的国际爱情电影

周，秋季的赏枫节，冬季的冰雪嘉年华……独

具庐山特色的文旅活动贯穿全年，好戏连台。

春季的庐山，五老峰下成碧海，金芽银毫

云中生。一年一度庐山国际名茶名泉博览会，

是庐山市全面落实全省深化发展和改革双“一

号工程”推进大会安排部署的具体举措。每年

春茶上市时，来自国内知名专家团队、学者，知

名茶企、茶商代表，媒体记者相聚大美庐山，共

品茶香、共叙茶缘，共论茶道、共商茶业，向全

世界推介庐山悠久独特的茶泉文化。该项活

动的连续举办，有效提升了“庐山云雾茶”“天

下第一泉”品牌影响力，激发茶泉农旅产品消

费潜力，助推庐山茶泉产业发展迈向新的格局

和境界，打造江西乃至全国茶泉文化的一张闪

亮名片。

夏季的庐山，汇聚四海宾朋，演绎爱情不

朽传说。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是庐山市打

造“文化+影视、文化+旅游”活动品牌的重

要创举，是电影艺术与世界名山之间深度融

合、互相推动的典范样式，是融中外爱情电

影交流、展映、投资、版权交易、电影教育、学

术研究于一体的国际性爱情电影盛会。每

年电影周期间，国内外知名导演、编剧、明星

纷纷汇聚庐山，群星璀璨的星聚效应和优秀

爱情电影的传播力、影响力，加快了影视产

业与文旅产业深入融合，搭建起庐山与世界各

国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和平

台，更好地向全国、向世界宣传庐山、展示庐

山、推介庐山。

秋季的庐山，枫叶正红，层林染醉。庐山

金秋赏枫节、庐山植物园枫叶节随之而来，这

是庐山醉美秋色与传统文化共相交融的文旅

盛会。汉服表演、丹枫茶会、科普讲座等活动

精彩纷呈。众多摄影、汉服、音乐爱好者和游

客纷至沓来，在欣赏美景时感受庐山独特的文

化魅力，尽享庐山“秋之韵”。

冬季的庐山，银装素裹，宛如洁白的童话

世界。庐山的冰雪资源江南少有，雪期长、雪

景 美 、类 型 多 ，是 中 国 南 方 最 佳 赏 冰 观 雪 景

区。为进一步丰富庐山旅游业态，促进庐山全

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发展，庐山市整合冬季旅游

资源，连续举办冰雪嘉年华活动，滑雪、赏凇、泡

泉、观鸟……“一站式”冬季旅游线路，完美串联

了山上山下旅游热点，成为南方游客冰雪深度

游首选，更有力地促进了冰雪运动普及开展。

庐山牌牌品

庐山

庐山馨馨温

庐山客客好

——写在庐山市获批全省首批“风景独好”旅游名县之际

夏夜 黄晓敏摄

◀ 山花浪漫

殷锡翔摄

枫叶醉游人 殷锡翔摄

▲ 含鄱口

湖似莲花峰如翠 李小明摄

▲ 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 韩俊烜摄

◀ 三叠泉漂流 韩俊烜摄

▲ 遥看瀑布挂前川 周继根摄
眺望锦绣谷 李水保摄

鄱湖湾景区游客在体验“天空之镜” 韩俊烜摄 千树万树“梨花”开 殷锡翔摄

▼ 如琴湖如琴湖 雷文辉雷文辉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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