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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市旅游建设得到长足发
展，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正在
形成。为了让市民和游客享受旅游发展
成果，提高民众的幸福指数，我市特在5月
6 日至 8 日举行“常德旅游护照、‘锦绣潇
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首发仪式暨德
国风情周活动”，采取旅游护照与全域旅
游卡相结合的方式，即每本护照配合一张
卡，全域旅游卡激活开通后，便可以享受
景区免费，旅游饭店、餐饮等消费折扣优
惠政策。

大家一定记得上海世博会吧，一本护
照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各国特色。手持护
照，带着憧憬，奔走在各国的展区，那份激
动至今以纪念戳的形式留在我们的记忆
里。常德旅游护照，记录的是你在常德旅
行的足迹——除了美景和美味，还有情怀
和乡愁。

旅游护照与全域旅游卡同时发行，
2017年计划发行1万本。在内容上将整合
我市优势旅游资源，包含常德旅游整体形
象，收录重点旅游景点、旅游饭店以及特
色餐饮信息，在使用方式上融入了旅游护
照盖戳和优惠卡刷卡等方式，配合各类优
惠政策和宣传措施，鼓励和引导市民及游
客参与到活动中，从而实现旅游人气和旅
游收入的全面提升。同时，旅游护照通过

开展盖戳赢奖的活动，全域旅游卡实行门
票免费、吃住折扣的优惠政策，做到让利
于民，让旅游护照和旅游卡成为旅游惠民
的又一新挙措；在销售模式上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数据采集上实行时
时监控，这标志着我市智慧旅游平台正式
实施。

常德旅游护照纳入范围的单位分别
设立护照盖戳服务点，游客每使用护照一
次，即在护照相应位置盖戳。凡集齐护照
所有邮戳的，市旅游外侨局将采取定期抽
奖的形式，给予现金、旅游商品、国内及境
外旅游线路等奖励。

常德旅游护照使用时限为2017年5月
6日至2019年5月5日，共计2年，免费向游
客赠送。游客获赠旅游护照的同时，能获得
一张“锦绣潇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旅
游卡从激活开通之日起1年内有效。

旅游护照文本，包括常德旅游整体框
架、各单位基本情况及使用规则介绍，内
设21个旅游纪念戳盖戳页。内页一面一
景，每面包含基本信息和盖戳区域。旅游
纪念戳设计造型各异。21家旅游护照盖
戳单位为，常德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桃
花源、柳叶湖、城头山、花岩溪、夹山、规划
馆、彭山、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老西门、
欢乐水世界、桃花源古镇、林伯渠故居、枫

林花海（翦伯赞故居）、沅洲石雕艺术馆15
家景区（点）；喜来登酒店、共和酒店、柳园
锦江、泽云酒店 4 家旅游饭店和壹德壹 1
家餐饮。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桃花源、
城头山、常德河街、德国风情街、老西门、
欢乐水世界、桃花源古镇8家单位为旅游
护照盖戳服务形象门店，突出“亲亲常德”
旅游主题；普通盖戳点也有个性化标志，
满足基本盖戳服务。集满21个旅游纪念
戳的市民和游客，可以参与今年 7 月、9
月、12月和明年5月的“集戳抽奖”活动。

送你一本常德全域旅游通行证

旅游护照，记录你旅行的足迹
□本报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宋淑娥 周洲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宋淑
娥 周洲）湖南省“锦绣潇湘”旅游卡2010
年发行以来，全省共有 107 家景区加入，
共计销售发行 150 万张。5 月 6 日，市旅
游外侨局将在德国风情街举行有10大收
费景区加入、27家旅游企业参与的“锦绣
潇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首发式。
2017年度计划发行1万张。

“锦绣潇湘”旅游卡是省旅发委主导、
在省内地州市首次尝试推行的全域旅游
卡，旨在落实全省旅游工作会议关于“整
合营销”精神的重要举措。我市推行“锦
绣潇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为的是进
一步落实全市旅游外事侨务工作会议精
神，围绕发展全域旅游理念，立足市场拓
展，实施营销先行工程。

全域旅游卡在内容上整合我市优势
旅游资源，收录全市收费旅游景点、旅游
饭店以及特色餐饮等各类旅游企业。市
民及游客使用全域旅游卡可以享受全年
无限次进入景区以及消费打折的优惠。
全域旅游卡的发行有利于整合常德旅游
产品，提升常德旅游整体形象。同时，全

域旅游卡的发行可以让利于民，真正成为
旅游惠民的新举措。而通过刷卡可以实
现对旅游数据的掌控，有利于旅游市场的
分析。

“锦绣潇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从
开通激活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目前计
划纳入范围的单位为 37 家，包括欢乐水
世界、穿紫河游船、城头山、花岩溪、夹
山、彭山、壶瓶山大峡谷、枫林花海、龙
王洞、夷望溪 10 大收费景区和 27 家旅游
企业。持卡人凭卡除了在景区享受优惠
外，在商家还可以享受不高于网络价格
的优惠政策。27 家旅游企业包括喜来
登酒店、柳园锦江酒店、共和酒店、华天
大酒店、国际大酒店、泽云酒店、金龙玉
凤酒店、八百里大酒店、德华宾馆、凯悦
大酒店、汤臣·万豪酒店、华尔夫大酒
店、觅你璞悦酒店、新亚柳叶国际大酒
店、清真第一春宾馆、中瀚假日酒店、泽
云酒店、托斯卡纳大酒店 18 家市城区星
级酒店及特色酒店，还有壹德壹、大河茶
馆 2 家餐饮和武陵区美丽乡村示范片、
河洲甲鱼产业园、松桂园休闲农庄、天江

花海生态山庄、金荷花农庄5家农家乐，
以及常德鸿林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德行
天下特产城2家购物场所。

“锦绣潇湘·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使
用方便，每家单位均免费安装1台刷卡机，
用户购买全域旅游卡进行网络开通时同
步录入个人身份信息，刷卡凭身份证即可
以享受优惠。

全域旅游卡与常德旅游护照捆绑发
行，除5月6日在德国风情街首发之外，还
可以通过常德市旅游集散中心、淘宝网和

“亲亲常德”旅游卡微信公众号3条渠道获
取。

10大收费景区 27家旅游企业 1万张惠民卡

“亲亲常德”全域旅游卡首发在即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伍
中正 胡倩）4月19日，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与上海景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市政府副市长涂
碧波参加签约仪式并讲话。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辖区内拥有优
质的生态资源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2010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是国内
少有的“山、水、田园、城”四位一体的复
合型旅游度假区。近年来，累计投资
100亿元，建成了50多个基础设施项目
和旅游开发项目，其发展前景广阔。据
统计，2016年，接待游客168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0亿多元。

上海景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是旅游全产业链 O2O 一站式运营服
务提供商，拥有强大的旅游规划咨询
平台、旅游产品分销平台、旅游新媒
体营销平台、旅游运营管理平台、旅
游投资服务平台和一支专业、优秀的
旅游产业精英管理团队，在旅游规划
设计、品牌营销、景区运营管理、旅游
投资、酒店投资、电子商务、移动互联
网、智慧旅游等领域中享有较高的声
誉，公司连续 5 年成为中国旅游集团
20 强。

据介绍，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与上
海景域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的战略
合作，主要体现在对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旅游策划规划、旅游品牌营销、景区

运营管理、旅游项目投资、电子商务等
方面。

在签约仪式上，涂碧波祝愿双方精
诚合作，互惠共赢。希望柳叶湖旅游度
假区在新的机遇下，快速实现转型升级
与跨越发展，打造全新的旅游形象和旅
游品牌，使之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市域旅
游发展的新标杆。

▶编后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作为我市举力
打造的北部新城区，与上海大公司——
中国旅游集团20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无疑迎来了升级与跨越的春天。在大

众旅游时代到来的今天，全域旅游已成
为常德不二的选择，“北部新城区 浪漫
柳叶湖”是我市全域旅游的一张名片，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北部新城区 浪漫
柳叶湖》栏目，将见证柳叶湖旅游度假
区成为全国市域旅游发展标杆的成长
历程。

打造旅游形象品牌 树立市域旅游标杆

“柳叶湖”与“上海景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护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出入本国国境和到国外旅行或居留时，由本国发给的一
种证明该公民国籍和身份的合法证件。护照（Passport）一词在英文中是口岸通行证的
意思。也就是说，护照是公民旅行通过各国国际口岸的一种通行证明。我市借用护
照的特定功能，在全省率先向市民和游客发放《旅游护照》，同时，发行“锦绣潇湘·亲
亲常德”全域旅游卡，就是给市民和游客一本常德旅游的通行证。市民和游客可以通
过集旅游纪念戳参与抽奖活动、激活全域旅游卡享受多种优惠，从而分享到常德旅游
发展的红利。本报今日特推出《常德旅游发展红利，等你来分享》集纳，以飨读者。

近日，3万多盏七彩风车出现在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柳叶
湖街道万寿村九组某农庄内，吸引了不少市城区市民携儿带
女前来观赏。主题风车屋、上万支风车花、五彩斑斓的风车，
迎着徐徐的清风，真实再现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本报记者 徐睿 摄

部分劳模和部分社区代表河街合影。

常德旅游发展红利，等你来分享

4月24日夜幕降临时，忽然下起了雨，常
德河街依然热闹非凡。40 名国家、省、市劳
动模范代表和40名社区居民一线劳动者代
表，受经投集团经山水投资有限公司邀请，参
观河街，免费乘游船畅游穿紫河。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举办这一活动，是劳动
者的敬意。市人大代表张国民高度关注并全
程参与此活动。

市经山水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河唱
与河街导游，陪着光荣的劳动者们徜徉在河
街的石板路上，辛勤的劳动者们无不感叹常
德的变化、常德的魅力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幸福感。

记者与他们一同踏上“梦回穿紫河”之
旅，记录下了他们的一些心声。

三改四化以来，我市城市面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水改成果显著。穿紫河这条曾
经影响居民生活的“臭水沟”已经蜕变成名副
其实的城市“碧玉带”。常德河街、德国风情
街、穿紫河风光带相继建成，穿紫河水上通航
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常德真美，生活在这
个城市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劳模发出如
此感叹。

来自落路口社区的李女士，曾带着小儿
子来过河街 2 次，每次都没忍心掏出船票
钱。这次，母子俩在船上的兴奋劲让人动
容。穿过一座座富有诗意的桥，加上讲解员
的解说，李女士不时发出感叹：“怪不得船票

这么贵，值得，值得！”
来自紫桥社区的覃奶奶，已是 85 岁高

龄，身体依然硬朗。穿紫河畔七里桥、紫桥演
出点的节目，老人家在岸上没有少看，就是没
有乘船畅游穿紫河。这次，老人在子女的陪
同下，算是大饱了眼福。

天公虽然不作美，市老船长船运公司演
职人员却冒雨为劳模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献
上了丰盛视觉晚宴。

从白马湖公园船码头下船，经山水投资
有限公司安排了被人们称作“小火车”的电动
游览车，接这群值得尊重的游客返回河街。
游览车沿穿紫河畔的游道而行，夜幕下的穿
紫河更加迷人。有位女士说：“我去过西湖，
穿紫河比西湖漂亮多了。”有位男士接过话茬
说：“常德真的好，是过日子的地方！”经记者
询问，这位男士是省级劳动模范彭先生。

劳模畅游穿紫河
□本报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王长江 文/图

水幕秀深深吸引

社区代表的眼球。

夜蒙蒙，雨蒙蒙，劳模行走在河街。

编
者
按

劳模夫妻李、王二人刚上游
船，面对记者的镜头，摆出了爱心
造型。

图为21个成员单位旅游纪念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