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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西安临潼度
假区以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为
核心，带动大唐华清城、王府井·
赛特奥莱临潼景区、西安临潼悦
椿温泉酒店、贾平凹文化艺术馆
等多个活动场地，形成“一个核
心，多点联动”活动矩阵，为前来
临潼度假区游玩的市民游客呈
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精彩
的民俗大展演，铿锵有力的锣鼓
声，吉祥的踩桩醒狮……红红火
火的新春喜悦气氛铺满了整个
大唐华清城，一系列民俗文化活
动把临潼度假区热闹的年味呈
现给市民游客。

在临潼度假区各个活动场

地，各类演出百花齐放、丰富多
彩。流行、摇滚、民谣、相声、魔
术、杂技、戏曲等30多种演出轮
番上演，大唐华清城主舞台上，精
彩纷呈的演出不断为市民游客送
上一道道精彩、丰盛的文化大餐。

本次庙会传承历史文化与
地方特色，特设了“西安老字号”
餐饮区，西安饭庄、老孙家、德发
长、同盛祥齐聚，还有陕西各地
市美食汇聚、甄选各地民俗风
味打造的中华美食区，40多家商
户、60余种品类美食，让市民游
客在度假区游玩的同时即可尝
遍大江南北的美食。

另外，悦椿温泉酒店作为临

潼度假区春节文化活动联动的一
个板块，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演出
活动。川剧变脸、民谣演出、魔术
表演、相声表演、泡泡秀等节目，
深挖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让大
家过了一个“幸福年”“吉祥年”。

近年来，临潼度假区依托临
潼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
山水资源，不断加大投入，完善
度假区旅游基础设施，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战略，把提升文化
内涵、体现人文关怀贯穿到旅游
的全过程，彰显文化特色，突出
文化元素，增强文化底蕴，渲染
人文色彩，促进旅游品质再提
升。 本报记者 余明

2月1日，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的沣东自贸新天地一期文化自贸（双
创）街区正式开街，向陕西自贸区建设
递上新名片。围绕文化自贸战略定位，
以“文化+自贸”为产业方向，沣东自贸
新天地将以建设复合型文化自贸园区
为目标，打造全国文化自贸产业园区。

沣东自贸新天地位于沣东文化
商务区范围内，是陕西自贸试验区西
咸新区沣东新城功能区建设的重要
承载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73亩，建筑
面积约31. 6万平方米，分三期开发。
园区围绕自贸区建设，以“文化+自
贸”为产业战略方向，重点发展文化
贸易、创意设计、文化科技、文化教育、
新兴金融五大产业，积极探索自贸区
发展文化产业之路。

此次开放的沣东自贸新天地一
期项目，立足于“文化+自贸”全新路

径，以自贸和双创服务平台为抓手，
着力构建集文化产品展示、文化交
流、文化贸易、文化创意于一体的产
业体系，现已成功吸引40余家优质文
化项目入驻。

据西咸新区党工委委员、沣东新
城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柳政介绍，
随着自贸新天地各项功能不断完善
和入驻项目的不断聚集发展，将有力
推动沣东自贸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实
现区域文化产业繁荣，文化生活空间
有效扩展，城市品质有效提升，对外
开放交流全新格局快速形成，推进中
华优秀文化广泛传播弘扬，进一步彰
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沣东自贸新天地项目既是沣东
新城在“文化自贸”方面的探索，也在
探索全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本报记者周婷婷

陕西自贸区建设再添新名片
沣东自贸新天地文化自贸（双创）街区开街

2月10日,记者从西咸新区了解
到，在西咸新区 2019年迎春团拜会
上，350余名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喜
迎新春佳节，共话美好未来。西咸
新区首次表彰了 20位“西咸新区优
秀企业家”、10位“西咸新区优秀创
业者（团队）”和30位“西咸最美建设
者”，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进一步凝聚加快发展追赶超越的智
慧和力量。

据西安市政协主席、西咸新区党
工委书记岳华峰介绍，过去的一年，
在陕西省委、省政府和西安市委、市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西咸新区紧盯

“追赶超越”目标，埋头苦干，奋力攻
坚，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培育，“三个环
境”不断优化，群众安全感获得感进
一步提升，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

巩固，一幅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的时代新画卷徐徐展开，
西咸大地处处升腾起蓬勃生机，大西
安建设展现出新的活力。

岳华峰表示，今年是西咸获批
国家级新区 5周年和实现追赶超越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的关键一年，西
咸新区将紧抓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主
线，以建设大西安新中心为目标，以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核心，以全面
从严治党为保障，充分激发改革开
放、创新驱动两大动能，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宜居环境、生态环境，大力
提升城市建设品质、乡村发展水平、
社会治理能力、干部队伍素质，奋力
谱写新区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奋力
开创大西安新中心的新景象。

文/图 本报记者周婷婷

西咸新区表彰最美新区建设者

颁奖现场

近年来，在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
大背景下，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如
何抓好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满足市场
供给、科学化发展、高水平建设、规范
化服务等方面下大力气。利用“旅游
专项基金”提供资金支持，由陕西省
自驾游及房车露营协会负责实施。
逐步对陕西省境内适合自驾游和房
车露营的4A级以上景区停车场进行
智慧化改造，铺设无人值守智慧水电
桩，使景区停车场升级为智慧型营
地，同时具备了自驾车旅居车露营的
接待能力，提升高品质服务市场的能
力。陕西的青木川、秦岭朱雀国家森
林公园等30余家4A级以上景区积极
参与此项计划，共同打造产品格局日
趋完善的优质旅游服务体系，部分景
区改造已于春节前完成。

陕西省自驾游及房车露营协会
会长桂斌表示，陕西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产品优质，不是所有露营地都需

要新建，也可以通过对现有旅游存量
资源进行提升改造，充分利用现有可
持续发展资源，把存量变增量。这样
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土地资源和资
金投入，迅速使景区具备露营接待能
力，而且可以帮助周边业态丰富完
善，逐步形成对新业态的产业配套，
使陕西省的自驾游及房车露营业态
发展跑出“加速度”。

随着陕西文旅融合发展的快速
推进，智慧旅游的便捷升级，通过一
个公共微信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查询
陕西全省景区的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信息，手机预订支付营位水电费、手
机导航、无人值守开通水电等服务即
可实现，梦想的房车生活就在人们身
边。一个科学地串联景区景点、快捷
预订门票+酒店、查询特色美食、分享
民俗产品、了解公共服务等资讯的自
驾游目的地运行智慧服务体系在陕
西日趋成熟。 本报记者 马秀红

陕西自驾游
基础设施建设步入快车道

临潼度假区春节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把热闹年味呈现给游客

赏不尽三秦美景品不够秦风秦韵

今年春节
陕西旅游又火了

民俗秧歌让年味更浓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
节庆活动精彩纷呈，为广
大群众烹制出一道道文化
旅游大餐。从璀璨灯光秀
到传统民俗年，从各种非
遗展演到景区文化闹春，
不仅营造出了三秦大地上
的一派喜庆祥和景象，也
让陕西旅游又火了一把。

渭 南

渭南春节期间年庆活动丰
富。传统庙会、春节祈福、锣
鼓、秧歌、舞狮舞龙、摄影展、背
芯子、古战船、老腔表演、秦腔
戏、书画展、灯谜晚会等各类民
俗活动带动了节日气氛。“金猪
年·趣渭南”“游览盛景·享乐年
味”“秦声秦韵庆新春”“迎新年
闹新春”“灯光艺术节”等系列
活动，成为民俗过大年的热点
和亮点。

据统计，春节假期渭南共接
待游客约67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约30.15亿元。

韩 城

春节假日期间，韩城突出黄
河风·韩城行主题，推出“中国·
韩城国际艺术灯光节”“庆新春
民俗文化引领传统中国年”“文
化美韩城幸福中国年”“韩城最
美是景区优秀文化闹新春”四大
系列70余项文化活动，其中第四
届中国·韩城国际艺术灯光节、司
马迁景区读说听写《史记》、党家
村景区婚俗体验、梁带村景区芮
国探秘体验、古城景区奇幻光影
秀等众多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据统计，春节假期，韩城共
接待游客194.6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6.42亿元。

咸 阳

春节期间，咸阳围绕惠民、
民俗、滑雪、温泉、美食、祈福六
大元素，策划举办了“锣鼓喧天
闹新春 唢呐高奏过大年”2019
咸阳迎新春锣鼓唢呐集中展演、

“美丽咸阳我的家”2019年咸阳
春节联欢晚会、“过大年逛咸阳”
2019咸阳闹新春欢乐旅游节启
动仪式等大型活动，并面向全国
游客推出了对外开放收费景区
门票半价等惠民政策，让广大游
客乐享咸阳最具年俗年味的新
年文化旅游大餐。

据统计，春节期间，咸阳共
接待游客638.87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30.14亿元。

铜 川

铜川打造了一系列喜庆热
烈、富有特色的节庆活动，涵盖
了民俗活动、展览观赏、美食体
验、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类
型。大香山景区举办的“恭迎新
春撞钟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前
来参加撞钟祈福的游客；药王山
景区开展的以“中国年·铜川情”
为主题的大型新春灯会活动，让
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喜庆氛
围。陈炉古镇景区举办的陈炉
民间春祭窑神活动，让八方游客
感受到了浓郁的陈炉年味。

据统计，春节期间，铜川共
接待游客155.8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0.44亿元。

商 洛

商洛精心策划的“2019商洛
约你过大年”系列活动，让商洛旅
游年味四溢。棣花古镇举办的“祈
福纳祥瑞，喜猪报春来”新春大庙
会活动精彩不断,特色美食、欢乐
游艺、趣味灯谜等活动让景区人气
持续高涨；商南县举办的金丝峡丹
江灯会迎春活动精彩非凡,以“红
红中国年·浓浓商南味”为主题，吸

引了近5万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据统计，春节期间，商洛市

累计接待游客303.73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7.62亿元。

延 安

春节期间，“延安过大年”氛
围浓厚。宜川县西坪塬村、桑柏
村、永宁村等多个村组分别组织
了喜庆而又传统的闹秧歌、春节
联欢会，用盛世欢歌笑舞喜迎猪
年的到来；黄龙县无量山举行的

“新年祈福”活动，引来众多群众
及游客参与；延川县桑洼村的乡
村过大年更是引来了湖南卫视
《新闻大求真》栏目组关注，剧组
春节特别走进该村拍摄专题节
目，通过节目娱乐与村民共同感
受陕北年俗年味。

据统计，春节假日，延安市
共接待游客204.3万人，实现旅
游收入89757.12万元。

杨 凌

春节假期，杨凌迎来了返乡
游、探亲游、家庭自驾游、亲子游、
采摘体验游等热潮，开展的各类
文化旅游主题活动受到广大游客
的欢迎。杨凌2019年春节期间
文化旅游活动自1月20日启动，3
月6日结束，包括十二个系列30
余项活动。在除夕、大年初一面
向广大群众举办民俗闹新春等活
动，主要包括锣鼓、秧歌、旱船、祭
祖等，在营造热烈喜庆节日氛围
的同时，传承和弘扬了民俗文化。

据统计，春节期间，杨凌示
范区共接待游客19.8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6121.4万元。

本报记者郑亚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