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青文旅发〔2021〕74号

━━━━━━━━━━━━━━━━━━━━━━━━━━━━

关于印发《<青岛市“十四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各单位：

《<青岛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 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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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为落实全市总体发展战略和旅游业转型升级要求，推动《青

岛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落实落地，加快国际滨海旅游

目的地建设进程，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率先走在前列的目标，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山东、

对青岛工作的指示要求，以全面释放旅游业发展潜力，打造国际

滨海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将未来 3年作为推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

展的重点突破期，加快落实《青岛市“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涉及的各项重点内容，优化时空布局、产业结构、资源开发利用

模式、宣传营销机制和旅游服务保障，聚焦“大融合”推动旅游

业整体转型升级，引领“大消费”实现旅游经济跨越式发展，为

全面完成规划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重点任务

（一）空间布局

1.总体空间布局

①三山：崂山山系，编制《崂山世界级旅游景区发展战略研

究》，实施世界级旅游景区硬件提升行动和软实力提升行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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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旅游综合服务基地和文化展演基地；珠山山系，依托小珠山、

琅琊台景区打造森林康养旅游基地，依托藏马山景区打造集温

泉、森林、体育于一体的康养旅游示范区；大泽山山系，深度开

发大泽山周边文旅项目、节庆活动、农事生产、历史遗迹等特色

资源，着力打造山水田园休闲旅游胜地。（责任单位：市文化和

旅游局、崂山区政府、西海岸新区管委、平度市政府）

②三湾：鳌山湾群，围绕青岛蓝谷等重点区位，加快引进滨

海旅游大项目，完善旅游综合体、高端度假酒店等产业链条，打

造精品旅游度假海湾；胶州湾群，全面提升上合示范区文旅设施

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支持建设上合特色商品馆、国家品牌

馆，建立上合友城地方经贸合作机制，与周边重点项目形成联动，

打造上合文旅产业带；灵山湾群，持续提升金沙滩、琅琊台等重

点景区建设，全面提升凤凰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常态化办好青

岛国际啤酒节、凤凰音乐节等节会活动，不断扩大景区影响力。

（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上合示范区、即墨区政府、胶州

市政府、西海岸新区管委）

③三城：中心城区，市南区依托宋公馆、青岛遇见米兰等大

型院落，打造时尚品牌首发地、高端婚礼举办地、时尚婚恋打卡

地，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引进时尚项目，策划开展系列活动，搭建

“港产城人文会客厅”和新型文化娱乐中心；市北区围绕邮轮母

港区域建设港城休闲公园，沿港区交通路线布局文化主题街景和

创意文化小品，打造国际港城文化融合中心；李沧区加快推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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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园闲置展馆招商工作，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项目。东部城区，

崂山区突出崂山风景区大都市休闲公园特质，以主题度假村、郊

野公园、主题街区、特色社区为转型载体，高标准构建乡村旅游

体系；即墨区依托即墨古城、海洋温泉等旅游资源，培育自驾游、

乡村游、康养游、研学游等旅游产品，结合非遗体验、展览互动

等文化元素，策划推出不同类型的旅游精品线路，瞄准省内外热

点旅游城市加强宣传推介，提高旅游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西部

城区，西海岸新区着力推动金沙滩、琅琊台、灵山湾等高水平旅

游景区建设，设计精品旅游线路，出台扶持节庆会展发展政策，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节庆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责

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南区政府、市北区政府、李沧区政

府、崂山区政府、即墨区政府、西海岸新区管委、青岛国际邮轮

港管理局）

④一带：创新旅游线路设计，开发婚恋、研学、海洋、老建

筑等“经典青岛”主题线路，沿滨海步行道打造“微旅行、慢休

闲、深度假”沉浸体验游览产品，依托海天中心、故宫文创馆、

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等引入文创、展演等业态，形成区域产业集

聚，培育高品质的体验式消费项目，提升消费能级。围绕“时尚

都市、创意青岛”主题，举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节会活

动。常态化开展“丈量青岛——走近老建筑”线上文旅公益行活

动。（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南区政府、西海岸新区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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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一轴：胶州市，深入挖掘各国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推动

上合国际交流培训中心、巴基斯坦中国中心建设,进一步开拓入

境旅游市场；加快推进桃李春风文化健康产业园、春诺润丰乡村

驿站等项目建设。即墨区，加快推进华侨城莲花山相关项目建设，

遴选一批产业基础好的镇村，按照精品文旅小镇、景区化村庄的

标准打造提升，争创省级精品文旅小镇、景区化村庄。平度市，

实施 A级景区培育提升行动，创建提升一批 A级景区，加快推进

红旗路文化街区、胶东星天地文旅艺术小镇、安徒生童话小镇、

印象平度、七色矿坑花园等重点文旅项目，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

整合，打造红色旅游线路。莱西市，立足资源禀赋，保护性开发

姜山湿地、大沽河、莱西湖、大青山等自然资源，积极引进影视

动漫、演艺娱乐、节庆会展、健康颐养、休闲体育等各类业态，

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农业、工业、体育、科技、互联网等产业

深度融合，广泛举办各类休闲体育运动项目，加快推进全市休闲

产业更好发展。（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上合示范区、胶

州市政府、即墨区政府、平度市政府、莱西市政府）

⑥一圈：依托青岛西海岸新区和青岛蓝谷，建设东部沿海重

要的创新中心和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组织开展胶东五市联合招

商，重点引进文化创意和精品旅游产业项目，推动融创海洋文旅

城等重点文旅项目落地。联合五市针对自驾游、周末“微度假”、

亲子近郊游、文化深度游、康养休闲游等市场需求，丰富旅游产

品内容，打造高端旅游路线，擦亮“仙境海岸”文旅品牌。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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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名厨名家、美食达人、行业代表等共同开展胶东菜系宣传推

广活动，推出 10 大创新菜作为代表性产品。（责任单位：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西海岸新区管委、即墨区政府、青岛蓝

谷管理局）

2.重要节点与重点项目

①“四个一”重点工程。一山，出台《崂山区关于促进文化

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及实施细则，重点推进沙港湾、地中

海俱乐部等旅游综合体项目建设，实施“村庄景区化”和“精品

民宿”品牌提质工程，培育自驾游、乡村游、康养游、研学游等

旅游产品，策划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一台，结合琅琊台考古，充

分挖掘琅琊文化、东夷等文化资源，大力推进琅琊台景区建设，

持续加强宣传推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打造“东方琅琊”地标

景区。一港，出台新一轮扶持邮轮旅游发展政策，优化母港软硬

件环境，引进国际国内邮轮来青运营，开发推出邮轮+岸上游产

品，深入开展邮轮旅游进企业、社区、进校园等三进活动，争取

国家关于近海邮轮无目的地游政策和开辟赴韩国、朝鲜等邮轮新

航线政策落地青岛。一区，编制出台《青岛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打造老城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加紧推动老城区申遗

工作，力争 2023 年完成申遗文本和遗产地规划编制并上报国家

文物局。（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崂山区政府、西海岸新

区管委、市北区政府、市南区政府、青岛国际邮轮港管理局）

②“三个创建”重点项目。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对照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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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创建标准，在旅游交通、游览服务、旅游安全等 12 个方

面开展 19 项建设提升工作，重点突破景区陆海串联、配套设施

建设、道路导向牌设置、游客中心建设及沿海一线环境治理等难

点问题，力争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即墨温泉旅游度假区，

进一步开发利用海洋温泉资源，提升现有温泉酒店硬件设施和服

务质量，推出泡汤养生、餐饮娱乐、旅游度假为一体的高品质旅

游产品；将温泉小镇核心区建设成为集康养、休闲、观光、住宿、

体验于一体的旅游度假综合体，打造独具特色的温泉 IP。欢乐

啤酒海岸旅游度假区，推动金沙滩啤酒城、凤凰之声大剧院、蓝

湾慢道等文旅设施进一步提档升级，围绕青岛国际啤酒节品牌，

策划周期性、常态化节会活动，提高宣传推介质量，打造“永不

落幕的啤酒节”。（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南区政府、

即墨区政府、西海岸新区管委）

3.突破关键难点

①海洋旅游。丰富海上旅游航线，开发“一程多站式”海上

线路，串联陆地、海洋、海岛旅游景点，丰富海上夜游、海上娱

乐、海上餐厅、海上会议、海上婚礼等业态。落实各领域规范和

支持海洋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在重点旅游区域布局运动、休闲、

娱乐、康养等海洋旅游项目。整合市场主体、航线、码头等资源，

培育海洋旅游龙头企业，推动海洋旅游集约式、规范化运营。重

点推动青岛奥帆时尚中心、青岛国际啤酒城高端酒店、祥源沙港

湾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邮轮旅游，探索整合港口、邮轮和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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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源，合理分配邮轮航次，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和管理平

台。（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海洋发展

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体育局、市国资委、市南区政府、

西海岸新区管委、崂山区政府、市北区政府、青岛国际邮轮港管

理局）

②冬季旅游。科学整合滑雪、温泉、高尔夫、马术、邮轮、

游艇、帆船、室内乐园、文博场馆、酒吧餐饮、特色街区等冬季

旅游资源，创新包装产品、打造精品线路，培育“冬季来青岛玩

海”品牌。将贺年会与啤酒节相结合，策划相应主题活动，依托

OTA平台定向发放优惠券，联合酒店、景区、购物场所推出节会

套票，培育“贺年啤酒节”品牌。鼓励各类研学旅游基地开发冬

季研学旅游产品，加强宣传推广，凸显青岛齐鲁文化、胶东文化、

海洋文化特质，培育“冬季到青岛研学”品牌。（责任单位：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各区市政府）

③夜间旅游。持续丰富夜间文旅供给，推动夜间文旅业态加

速集聚，争创国家、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在图书馆新

馆建设中充分挖掘图书馆的文化载体、文化内容、文化空间，融

合文化、旅游资源要素，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图书馆文化 MALL”，

持续推进 24 小时图书馆建设，举办“青岛夜色美”街头文化艺

术汇、“欢乐广场周周演”等夜间文化活动，利用非遗月、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夜间非遗展示体验活动。进

一步加强酒吧一条街建设，通过打折促销、街头展演活动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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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街和音乐酒吧知名度和影响力。（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商务局、各区市政府）

（二）产业优化

1.升级产业要素。开发以胶东海鲜为特色的美食旅游产品，

通过影视营销、节事营销等方式提升旅游吸引力，依托微博、微

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开展个性化宣传，打造美食网红目的地形象。

引进瑞吉酒店、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和美国美高梅国际酒店、地

中海俱乐部等高端酒店品牌；对本地中高端连锁酒店、连锁旅游

民宿实施奖补，开展旅游民宿星级评定工作，鼓励本土旅游住宿

企业做大做强。组织各区市深度挖掘本土特产的品牌故事，打造

“青岛记忆”旅游购物品牌，积极与中免集团洽谈免税项目合作

事宜。（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各区市政府）

2.发展重点业态

①康养旅游。整合海洋、山地、森林、温泉等资源，打造康

疗养生旅游产品体系，推选一批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推动申报“省级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区”。依托即墨区天泰温

泉旅游度假区、港中旅青岛海泉湾度假区、温泉小镇等优质资源，

打造海洋温泉休闲度假旅游项目集群。依托东部城区海岸、西部

城区海岸、胶州湾北部海岸度假酒店资源，规划建设海水热疗滨

海度假酒店集群。深度挖掘、整合青岛市康养医疗旅游资源，培

育崂山湾健康城、琅琊台 24 节气小镇、融创青年湖文旅医养健

康综合体等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责任单位：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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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局、市卫生和健康委、各区市政府）

②研学旅游。整合现有海洋、工业、红色、历史、街区、乡

村等研学资源，开发文化体验、科技体验、娱乐体验等研学旅游

产品。深入挖掘海洋研学旅游资源，打造海洋研学旅游特色样板，

鼓励社会力量开办海洋科普研学场所。依托中科院海洋所、中国

海洋大学、蓝谷国家海洋科技中心、明月海藻馆等建立青岛海洋

研学旅游联盟，举办海洋研学旅游峰会等活动，推出系列产品线

路，树立青岛海洋研学旅游目的地形象。（责任单位：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海洋发展局、市教育局、青岛蓝谷管理局、各区市政

府）

③工业旅游。挖掘啤酒、纺织、港口、家电等工业文化内涵，

探索工业旅游与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依托青岛纺织谷、即

墨黄酒厂、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的厂房、仓库、设备、生产线等

工业遗址，打造近代工业遗址旅游标杆。依托中国海藻科技馆、

中车四方智汇港、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特锐德新能源生态馆、

歌尔声学展示馆等工业主题体验区，争创工业旅游体验示范点。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智慧旅游等技术手段，为青岛港等现有工

业旅游项目产品赋能，开发特色化、高品质的工业旅游文创产品。

（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市政府）

④红色旅游。梳理、整合青岛红色旅游资源，加强红色旅游

线路设计和推广。办好“红色讲堂”，重点打造以中共青岛地方

支部旧址为核心、辐射周边的青岛市北红色文化经典街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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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山等红色旅游线路，建设刘谦初红色文化产业园、平度党史

馆、马连庄镇红色教育基地等项目。引进专业运营管理团队，提

升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杨明斋事迹陈列馆等展馆的体验性。

加强青即战役等革命旧址的挖掘利用，整合莱西胶东行政公署等

革命文物，打造综合红色文化体验基地，合理开发红色文化旅游

线路。（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⑤博物馆旅游。整合现有的博物馆资源，建设“博物馆之城”。

提升青岛市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海军博物馆、青岛纺织博

物馆、青岛海产博物馆、奥帆博物馆旅游功能，建设青岛贝壳博

物馆新馆等重点项目。支持本土大企业投资建设集企业历史文化

展示、文创产品展销、用户亲身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主题博物馆；

鼓励个人、民间团体兴建运营“小而精”的特色博物馆，壮大博

物馆旅游业态规模。建设数字化博物馆，开发线上旅游体验项目。

挖掘博物馆馆藏资源，提升策展办展水平，带动博物馆特色商店、

特色文创产品等项目开发。（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

市政府）

⑥婚恋旅游。依托青岛历史文化街区资源，提升中山路天主

教堂、大学路、太平角、八大关等系列婚恋旅游网红景点。依托

邮轮、游艇等海洋旅游项目，设计青岛特色海上旅拍、蜜月游系

列产品。依托海岸沙滩、红礁石等资源，开发滨海婚拍取景地。

依托山、海、城等旅游资源，举办交友会、集体婚礼、婚庆博览

会等婚恋旅游活动，擦亮青岛“海誓山盟•浪漫之都”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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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特色度假酒店、高星级酒店创新开发特色婚庆婚宴、婚恋旅

居等高端产品，构建多层级、有特色的婚恋旅游新业态。（责任

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⑦自驾和旅居游。利用青岛山、海、城、河等资源优势，规

划建设最美环山公路（崂山、大小珠山、大泽山、茶山等）、最

美滨海公路（串联东部浪漫经典海岸、西部健康养生海岸、北部

时尚艺术海岸）、最美河畔公路（大沽河），进一步完善提升沿

途自驾和房车营地，打造特色公路旅游目的地。开发以山地自驾、

滨海自驾、河畔自驾、城市自驾为代表的休闲自驾游、房车游新

业态。依托山东省“仙境海岸”自驾六日游线路产品，重点打造

“崂山-八大关-栈桥-黄岛金沙滩”等自驾两日游线路产品，丰

富自驾游和房车旅游业态产品。（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各区市政府）

⑧体育旅游。深度挖掘和整合体育、文旅资源，实施体育旅

游精品示范工程。通过引进国内外高端体育赛事，开发帆船、帆

板、马拉松、钓鱼、冰雪等体验性更强的产品，串联赛事活动、

运动休闲、康体健身和体验观光等项目，打造优质体育旅游场景

和精品线路；规范创建集特色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于一体的省级

体育旅游示范基地；组织申报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项目。（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

市政府）

3.拓展市场主体。实施文旅金融服务创新工程，新增与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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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争创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

区。探索设立文化和旅游金融服务中心，通过贷款贴息、保费补

贴等方式加大市场主体信贷和保险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设立

文旅特色专营机构，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支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

资基金发展。吸引文旅总部企业落户青岛，引进和培育文化旅游

“独角兽”“瞪羚”企业，加快推动上合复星时光里文化科创区、

地中海俱乐部高端度假综合体、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项目签约落

地。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工程，推进市场化运作国有股权资源，加

强区市协同，做强旅游集团、做优“青岛旅游”品牌；通过引进

社会资本，统筹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筹建股权多元化的大型文旅

产业集团，推进资本运作，增强企业经营实力。重点支持 3家以

上本土优质企业高起点布局文旅板块，培育具有较强创意能力和

发展潜力的中小微文化企业，建设创新与创业结合、孵化与投资

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文旅服务平台。（责任单位：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国资委、市财政局、上合示

范区、各区市政府）

（三）资源开发利用

1.城市风貌保护利用。完成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基督教堂

等文物建筑修缮工作并报请上级文物部门验收。推进历史街区配

套设施建设及街区改造工作，完成李村路、上海路、四方路、济

宁支路、德县路、黄岛路等 29 条道路的改造提升，分期实施中

山路区域道路整治提升工作。完成博山路、易州路、四方路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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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 4个街心休闲广场建设。基本完成长山路、上海路-武定路、

济宁支路、黄台路和无棣路街区青年公寓项目建设施工。（责任

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南区政府）

2.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实施探源青岛工程，继续开展琅琊台

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深度揭秘琅琊台遗址的形制结构和历史沿

革。力争重启即墨故城遗址及六曲山墓群考古发掘工作，开展三

里河遗址、祝家庄遗址考古勘探工作。推动非遗资源的产业化利

用，组织开展非遗文创大赛，开发独具青岛特色的非遗旅游产品，

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馆立项开工。（责任单位：市文化

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3.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将工业遗产再利用与城市功能提

升相结合，融入城市旅游和公共活力空间，促进城市旅游服务功

能的完善。打造青岛百年工业文化展示长廊，形成工业遗存活力

更新带，设计胶济铁路沿线工业文化旅游展示线路。支持工业文

化遗产建设主题博物馆，强化体验性、参与性。建设青岛海盐博

物馆。（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

市政府）

4.海洋资源保护利用。推动灵山岛争创旅游民宿聚集区，加

快推进小管岛保护性利用试点工作，推动竹岔岛保护性开发，与

金沙滩、唐岛湾景区相结合，形成区域优势资源互补，推动海岛

旅游区域联合发展。以奥帆中心为核心，向西开通至海底世界，

向东开通经极地海洋世界至崂山太清码头的海上旅游航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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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景区联动互通，提升前海一线海上观光品质。（责任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海洋发展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市政府）

5.山林资源保护利用。加强对山林景区的管理，督导严格执

行有关山林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加强调研论证，科学布局高品

质山林文化旅游项目，保护好山林生态环境，防止过度旅游。配

合开展好 60 个山头公园的整治工作，根据山头公园不同特点，

挖掘山头历史元素和本土文化特色，制定山头公园文旅设施设置

方案，提升山头公园休闲旅游品质。（责任单位：市园林和林业

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四）宣传营销

1.树立城市品牌形象。调动区市、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各方资

源，加大对“时尚青岛·活力之城”的品牌宣传推介力度，通过

央视等媒体平台，宣传与强化新的青岛文化旅游 IP、吉祥物等，

丰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内涵。对各区市旅游宣传品进行整合

梳理，丰富完善多语种旅游宣传片、旅游地图、自驾游地图、旅

游宣传折页等旅游宣传品，形成内容体系，并围绕内容开展事件

营销，营造社会关注热点。（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

市政府）

2.提升城市品牌质量。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鼓励旅

游服务企业进行个性化、亲情化、细微化服务。开展优质服务和

文明旅游评选活动。发展壮大义务导游员、文明劝导员、卫生监

督员、交通引导员等各类志愿者队伍。培育创建“十佳优质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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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百个优质旅游服务团体”“千名优质旅游服务明星”

等称号。（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3.拓展城市营销渠道。联合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

OTA平台共同组建高层次营销联盟，整合联盟成员单位宣传营销

资源，深入推进联合宣传推广工作。探索建立文旅营销发展基金，

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开展营销活动。鼓励创新营销模式，定

期开展优质营销策划及成果评选活动，对具有突出贡献的机构和

个人给予奖励，鼓励和支持企业推出深度体验旅游产品。（责任

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4.加强国际营销推广。举办“国际友人@Qingdao”交流推广

活动,持续打造文旅国际交流推广品牌。制定“一带一路”三年

行动计划，举办中巴和俄语系国家旅游城市推介会。深化与港澳

台文化旅游合作，协助举办青台两岸文旅产业大会，开展青岛-

澳门文旅推广活动。推出“云•游中国—相约青岛”线上系列宣

传。做好日韩等主要客源地市场宣传。（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

游局、上合示范区、各区市政府）

5.打造现代化营销服务平台。以“一中心三平台”为框架，

建设智慧文旅大数据中心、政府数字监管平台、文旅公共服务平

台和文旅企业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旅游数据采集、分析、发布、

共享机制，实现“一部手机游青岛”。（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大数据局、各区市政府）

6.提升精准营销能力。发挥微信、微博、脸书、推特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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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建设好新媒体传播自有平台，强化内容生产，开展事件营

销。加强与区市和文旅企业新媒体账号的联动，与重点 OTA 平台

开展合作，策划特色营销主题活动和线上线下促销活动，利用大

V、自媒体账号等进行裂变式传播。（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

局、各区市政府）

（五）服务保障

1.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机场、火车站、重点景区等，高

标准建设不超过 5处城市旅游服务中心，并对符合条件的单位进

行奖补。开展精品旅游景区创建工程，持续加强景区智慧化建设，

完善旅游景区公共信息发布平台，为游客提供景区信息资讯、景

点介绍、导游导览、地图导航、语音讲解、全景展示、在线游戏

互动等服务，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配备自助电子语音讲解系统，

力争到 2022 年，全市建成精品旅游景区 12家。（责任单位：市

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2.旅游人力资源开发。充分运用人才政策，加大对文旅人才

的引进力度，每年度举办文旅行业人才招聘会，通过高层次急需

紧缺人才全职引进的方式，培育文旅人才“顶端优势”。支持各

类社会主体通过岗位练兵、职业技能竞赛、现代学徒等方式培养

技术技能专家，依托行业协会引进外地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加

强文旅行业人才教育和交流。用好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激励机

制，提高人才待遇，增加城市对文旅人才的黏性。（责任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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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导游管理。实施导游资格证书电子化改革，改进导游

证审批管理，推动在审批过程中对导游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及

在行业组织注册情况实行告知承诺。为注册导游按灵活就业人员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提供支持，鼓励导游按需投保综合执业商业保

险产品，严肃查处以导游证注册为名收取费用行为。建立完善导

游信用档案，建立红黑榜制度，探索将失信导游列入失信主体名

单并实施信用惩戒。（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4.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加强旅游服务标准培训，建立考核奖

评机制，联合行业协会对旅游企业落实行业规范和服务标准情况

进行考察评选，重点打造亲情化、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样版。建

立健全旅行社质量管理体系，加大对旅行社等级评定的推广力

度，引导旅行社公开旅游服务质量信息，发布旅游服务质量承诺，

加快建立优质旅游服务承诺标识和管理制度。开展旅游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针对不合理低价游以及投诉热点，适时开展集中整治

行动，查办一批典型案件。（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区

市政府）

5.加强政策支持。出台《关于促进青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及配套措施，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鼓励企业

创新研发、加快产业载体建设、丰富扩大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

费潜力、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方面提出发展意见，并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补贴。贯彻人才强市战略，为引进人才提供

“一对一”跟进式服务，指导驻青高校增设与文化旅游新业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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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课程，推动校企联合培养文旅人才，努力实现职业规划课

程与产业课堂有机融合，提升产才匹配度。（责任单位：市文化

和旅游局、各区市政府）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全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定期督促检查，确保各项重点任

务和工程落到实处。

（二）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旅游统计、分析和信息发布

制度，分析研判旅游业发展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工作的前

瞻性、针对性、时效性。

（三）强化宣传引导。大力宣传中央、省市“十四五”期间

支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旅游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

及典型经验做法，形成全社会持续关注、广泛支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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