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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全国主流媒体

联手打造评选最美

关注旅游，关注生活。包括成都商

报在内的全国20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

成立的 “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

盟”， 是联合各方旅游权威组织精心

打造的行业品牌活动，2014中国旅游

总评榜将先在全国20个省市区开始各

省市区分榜的评选， 然后评选出全国

范围内的旅游品牌。

据悉，“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

联盟”于2007年成立，由全国20家主

流媒体联合发起， 聚集了我国经济实

力最雄厚、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

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

北等20个省市主流平面媒体。“旅游

联盟”凭借自身2000多万份的发行总

量、9.4亿的覆盖人口， 成为中国最具

影响力的旅游行业媒体联盟。 秉承

“一城一报”原则，旅游联盟各成员单

位旨在共同对全国旅游资源进行宣传

推广整合， 加强旅游及其相关产业与

媒体的交流， 促进旅游及其相关产业

健康发展。

首创“O2O”评选

公布旅游大数据白皮书

得数据者得天下，大数据时代，我

们用数据说话。 本次旅游总评榜四川

分榜将首次开创“O2O”模式，即“线

上到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袂，

将线上旅游大数据进行公布： 百度搜

索———以最具影响力的搜索指数，揭

晓谁将擒获搜索营销的桂冠； 去哪儿

网———以最真实的销售指数， 揭秘谁

将称霸销售之王。

被称为企业“读心术”的《百度

大数据白皮书》，将从线上走到线下，

对旅游企业2015年的发展战略制定、

营销推广等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同

时，我们还将邀请旅游专家分析大数

据， 并与旅游企业一起深入交流碰

撞，形成旅游发展的新思路、新观点、

新举措。

四川分榜开评

多城市开展“最美“调查

即日起，2014年中国旅游总评榜

四川分评榜率先开评， 设立了年度最

受欢迎旅行社、 年度最受欢迎四川景

区、年度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年度最

受欢迎航空公司、 年度最受欢迎度假

酒店等奖项，多角度、全方位评选四川

旅游品牌榜样。

我们将联动中国城市第一媒体

旅游联盟的 《广州日报》、《新京

报》、《楚天都市报》、《华商报》等

多家主流媒体，分别在广州、北京、

武汉、西安等多个城市开展“你心中

最美四川旅游”大调查。调查的数据

也将作为本次四川分榜的评选指标

之一。

据悉， 本次旅游总评榜的榜单涵

盖旅游行业中的景区、旅行社、饭店餐

饮、旅游交通、旅游商品等多个方面，

从吃、住、行、游、购、娱多个角度考量

中国旅游一年的发展进步， 见证旅游

行业的年度成就。

20家全国主流媒体联手打造，首创“O2O”评选公布旅游大数据

四川旅游谁最美

就等你来点个赞

2014中国旅游总评榜四川分榜开评，四大推荐通道已经开通

四大通道开启

快来推荐心中最美

一起来为四川旅游品牌鼓与呼！此次大众推

荐和自荐的旅游品牌都将作为候选品牌，参与评

选。排名靠前的旅游品牌，不仅将上榜四川分榜，

更将有机会进军全国旅游总评榜。目前

,

本次旅

游总评榜的热线、邮箱、微博、微信都已开通。无

论你是景区、旅行社，或只是普通市民，只要你热

爱旅游，热爱四川，都欢迎你积极参与推荐。

推荐参评和报名开通四大通道： 热线电话

（

028

）

86613333-1

；

@

成都商报旅游 新浪官

方微博；留言给“成都出发”微信；发送邮件至

1093748889@qq.com

参评对象：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旅行社、

酒店、航空公司等。

推荐参评和报名时间：今起至

12

月

中国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

成员单位

成都商报、楚天都市报、新京报、广州日报、

齐鲁晚报、钱江晚报、重庆时报、大河报、江南都

市报、海峡都市报、扬子晚报、新安晚报、新闻晚

报、辽沈晚报、燕赵都市报 、华商报、潇湘晨报、

生活报、新文化报、新疆都市报

哪个景区最美？哪

家旅行社最给力？ 哪个

旅 游 目 的 地 最 让 你

Hold不住？ 由中国城市第一媒体

旅游联盟主办的“2014中国旅游

总评榜” 日前拉开帷幕，2014中

国旅游总评榜四川分榜也由此宣

布正式启动，并从即日起开通四大

通道，等你来推荐心目中的四川旅

游年度最美。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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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旅游美食事业

部主任：

程念

四川旅游印象：

可以用一个

“重”字概括：美食重口味、美景重

量级。旅游离不开美食，而说到四

川旅游，吃是一大乐趣，是一大享

受，也是一大特色。贵为“天府之

国” 的四川有很多重量级的景区：

“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

黄龙、“佛教圣地”峨眉山-乐山大

佛等众多高品位的自然景观和文

化景观。从高原、山地、峡谷到盆

地、丘陵、平原，从江河湖泊到温泉

瀑布，从岩溶地区到

丹霞地貌，一应俱全，美不胜收。

媒体互动：

通过楚天都市报在

湖北对四川旅游的持续宣传， 更多

的读者开始深入了解四川、 向往到

四川旅游。今年6月，武汉成功开通

了直航九寨沟的包机， 全程仅需两

小时直达，随着“沪汉蓉”动车线路

全线贯通， 湖北与四川游客将会有

更多互动。 后期我们还将围绕高铁

策划湖北、四川两地的旅游互动。

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

倪继文

四川旅游印象：

四川是著名旅

游大省，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名胜

资源， 积淀了悠久的地域文化。

四川的自然奇观、山水绿林、纯净

空气、休闲都市生活、文化名胜都

对广东省游客具有非常强的吸引

力，相信之后随着旅游交通与配套

的逐步健全，能够更大地便利广东

人民出游四川。 四川人的热情友

好、城市的闲情宜居、川菜的热辣

香浓令人印象深刻，

今后应当持续推进两地旅游宣传

合作，互通共荣。

媒体互动：

每逢节假日，广东

省内都有诸多游客奔赴四川。通过

开展旅游总评榜活动，我们热切期

待集合两地资源，开展系列旅游文

化交流， 通过全媒体互动调查、旅

游文化展、 旅游代表团访问等方

式，深度促进四川旅游宣传。

新京报旅游健康食品事业

部主任：

刘旻

四川旅游印象：

我印象里的四

川仿佛《指环王》里的中土世界，

到处充满了奇幻，但又不是一个简

单的地方， 它拥有漫长的历史，居

住着不同的生命群体，每个群体都

有着自己完整的社会结构、 文化、

历史以及服装款式。四川的旅游资

源丰富，但在地大物博、山川万里

的中国，能够成功突围，还是要有

更多精神层面的因素，多样的民族

文化和深厚的历史文明赋予四川

的更深层次的底蕴。

媒体互动：

近期我们将展开中

国旅游总评榜北京分榜的评选活

动。我们将在总评榜的网络专题页

面开通民意调查栏目，就一些游客

和市民普遍关心的内容和话题展

开讨论和样本调查。北京分榜的颁

奖环节将以嘉年华的方式，可以加

入四川地方和景区等旅游企业的

展示，现场可以进行北京人最爱的

四川旅游目的地的问卷调查等。

钱江报系旅游全业务工作

室主任：

上官光足

四川旅游印象：

当人们开始关

注本真质朴的生活方式时，四川这

个地处西南腹地的旅游资源大省

被重新审视， 美食美景美人儿！四

川是草根的但又不卑微，满街的苍

蝇馆子串串香，都是稀松平常或我

们平时弃之不用的食材，在麻辣油

香的混合下却炮制出惊艳美味！四

川是粗犷的但也是细腻的，川西的

藏羌彝民族的原始风情，高原雪山

峡谷深沟，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来

到成都平原却是小

桥流水鸟语花香的江南迷旎！四川

是侠义的却也是儿女情长的，三星

堆青铜面具的迷幻，桃园结义的肝

胆相照，还有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

爱情演义！

媒体互动：

通过2014中国旅游

总评榜浙江分榜的读者心目中

“最美旅游地”调查活动，我们将

看到一大批浙江人最心向往之的

四川旅游目的地。

齐鲁晚报旅游编辑室主

任：

蒋波

四川旅游印象：

四川人杰地

灵，成都更是一座让人来了就不想

走的城市。喜欢在成都慢慢地沿街

漫步，在府南河边，静静地看成都

人打麻将，品味这个城市的闲适。

媒体互动：

好客山东、四川好

玩。 山东游客一直都非常喜欢到

四川旅游， 常常有

读者推荐四川九寨沟、稻城亚丁、

西岭雪山自驾游目的地。 本次中

国旅游总评榜山东分榜已经开

启， 通过开展心目中 “最美”调

查， 将会产生一批山东人心中的

四川“最美”。

重庆时报餐旅部总监、主

编：

孟李君

四川旅游印象：

话说重庆好

耍，四川好玩，两个城市有本质上

的相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四川

是一个休闲之都， 走进这个城市，

感觉自己也慢了下来。这里有着享

誉海外的独特美食；有着惊艳骇俗

的自然风光；有着传奇神秘的古蜀

文化； 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

……在这里还有国内外都知名的

大熊猫。 如此美景、

美食叫我怎能不爱上它。

媒体互动：

我们多次与成都商

报联合推动川西自驾等多项媒体

联动活动，也带动了数百名重庆自

驾爱好者，一起赏阅四川美景带来

的美好。 通过这次旅游总评榜，我

们将开展四川“最美”调查，吸引

更多重庆人到四川游玩。

新闻晨报旅游部总监：

杨台武

四川旅游印象 ：

天府之国有

壮丽的景色 ， 无论是山峦 、湖

泊， 都彰显出造物者的鬼斧神

工。天府之国还有朱德和邓小平

的故居，这些都可以从自然以及

人文两大块着手打造立体式的

四川旅游，勾起读者们“身未动

心已远”的向往。我从事旅游行

业十多年来， 没有一处地方会

像四川这样， 给我带来如此多

的感触。

媒体互动：

新闻晨报作为中国

城市旅游第一媒体

联盟上海地区的唯一媒体，有着近

百万的日发行量，在与读者的互动

中，越来越感受到上海市民对四川

旅游景点的向往，如九寨沟、青城

山、熊猫基地等，都已是众所周知

的著名风景区。

通过本次旅游总评榜推出一

系列线上线下活动，让更多上海市

民通过联盟在四川的唯一合作媒

体成都商报，一起来推动选择最喜

爱的四川景区的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