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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的空间集聚袁城市群开始出现袁相邻城市之间呈现

同城化和一体化趋势袁旅游业的发展也以城市群为依托呈现同城化和一体化的态势遥 同时袁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尧智慧化水平的提升袁城市群旅游开始进入野智慧旅游冶时代遥 智慧
城市和智慧旅游的建设和发展为城市群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契机和助力袁为城市群智慧旅游
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奠定了基础遥 区域旅游合作所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袁涉及统筹协调利益关
系袁协同管理利益主体袁监督调解各方矛盾等诸多方面袁需要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以解决共同
合作的问题袁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化的发展需要构建与城市群智慧旅游发展相适应
的体制机制遥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群和智慧旅游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袁综合现有文献袁在
旅游产业智慧化和一体化背景下袁提出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遥 并
以川南城市群为例袁在分析川南各市智慧城市和智慧旅游项目建设现状的基础上袁对川南城
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进行规划和布局袁就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的同城化和一体化构建
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院在管理体制方面袁结合我国旅游发展和川南地区的现实情况袁在
管理体制框架设计中设立旅游管理委员会尧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尧旅游监督委员会和旅游信
息中心袁分别负责统筹决策尧开发建设尧监督仲裁和数据处理曰在运行机制方面袁提出构建统筹
协调机制尧协同管理机制尧监督调解机制和合作共享机制袁与管理体制相互契合袁形成有机整
体遥 最后就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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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袁城市综合实力和综合环境质量的提
高以及居民收入的增加袁旅游开始城市化遥 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的空间集聚袁城市群开
始出现袁并呈现同城化和一体化趋势袁旅游在城市群各城市间扮演着重要角色袁旅游与城市群
发展存在着相互作用袁城市群同城化一体化推动旅游产业在区域集聚袁旅游产业大规模集聚
又促进了城市群的快速发展袁并对城市群经济尧交通尧空间结构以及城市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袁
旅游业的发展也以城市群为依托呈现同城化和一体化的态势遥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信息
化尧智慧化水平的提升袁城市群旅游开始进入野智慧旅游冶时代遥 2014 年野智慧旅游冶被国家旅游
局定为主题年之后袁各地纷纷开展智慧旅游相关项目建设袁设立资讯中心袁搭建统一监控平

台袁实现旅游智能管理 [1]遥 智慧旅游作为传统旅游行业的高级形态和纵向延展袁其概念早在
2011 年就被提及袁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的飞速发展袁智慧旅游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袁也
是推动旅游业发展转型的重要契机遥 城市群和智慧旅游的同城化一体化发展存在着互动的嵌
入关系袁城市群发展会推动智慧旅游的同城化和一体化袁反之智慧旅游的发展又会促进城市
群的同城化和一体化袁二者发展需要协同推进袁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相互
合作遥 城市群合作可以有效整合旅游资源尧协调各方的经济利益遥 城市群城市之间存在对客源
市场和旅游企业的竞争袁但跨行政的旅游合作可减少旅游业重复建设袁共同开拓旅游市场袁提
升整体竞争力袁使旅游潜力最大化遥 区域旅游合作所涉及的层面非常广泛袁涉及统筹协调利益
关系袁协同管理利益主体袁监督调解各方矛盾等诸多方面袁协同有效的合作是城市群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袁需要构建相应的体制机制以解决共同合作的问题袁智慧城市和智慧旅游的建
设和发展为城市群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了契机和助力遥 在城市旅游智慧化和城市集群发展的背
景下袁研究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发展的合作机制具有现实的意义遥 本文以川南城市
群为例袁在分析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发展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袁对川南城市群
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框架设计与规划布局遥 将川南城市群划分
为文化旅游区和生态旅游区袁在管理体制框架设计中设立旅游管理委员会尧旅游开发建设委
员会尧旅游监督委员会和旅游信息中心袁各管理机构相互制约彼此监督曰运行机制包含统筹协
调尧协同管理尧监督调解和合作共享四个方面的内容袁并就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
化发展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袁 以期为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和参考遥

二尧文献综述
城市群渊Urban Agglomeration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

体遥 城市群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袁在功能上具有分工合作袁在交通上联合一体袁并通过城市规划尧
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共同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遥 19 世纪末袁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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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家霍华德渊Howard Ebenezer冤提出城镇集群渊Town Cluster冤的概念 [2]遥 1915 年英国城市规
划思想家格迪斯渊P.Geddes冤通过对英国城市的研究袁在叶进化中的城市曳(Cities in Evolution)一
书中提出了集合城市渊Conurbations冤和城市群渊Urban Agglomerations冤的概念 [3]遥城市群概念提出

的时间虽然不长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袁关于城市群的相关研究一
直以来也备受关注遥 1957 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通过对美国东北海岸区城市化的研究袁定义

了大都市带渊Megalopolis冤的概念[4]曰1965 年美国区域发展与规划专家弗雷德曼对城市场进行相
关研究袁并发表了题为野城市场冶(The Urban Field)的研究成果 [5]遥 国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沿袭并
发展了国外城市群研究的基础理论袁顾朝林 [6]与李仙德等 [7]分别对城市群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评
述袁前者认为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比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袁并提出相关研究需要结合国情进
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曰后者则认为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尧界定模糊等问题袁关于
城市群的相关研究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袁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
集聚与扩散模式袁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遥 王丽等提出城市群界定的标准体系和识别体
系 [8]遥 方创琳对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群形成发育现状与建设重点进行了研究袁认为中国西部地区

城市群总体发育程度低袁大部分处于快速发育阶段或发育雏形阶段袁针对西部地区各个城市
群提出了具体的建设重点 [9]遥 随后方创琳又通过对中国城市群识别标准与现状格局的基本判
断袁分析了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呈现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中国城市群的总体发
展战略尧建设目标尧政策保障机制和对策建议 [10]遥 关于中国各个地区城市群的研究较多袁以叶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为基础袁目前重点关注五大国家级城市群和六大地区性
城市群袁而省域内市县级城市群视角的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遥
智慧旅游源自 IBM 提出的野智慧地球冶和野智慧城市冶袁虽然我国许多地方已在尝试进行智

慧旅游的建设袁但是智慧旅游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概念层面袁尚没有统一和标准的定义遥 学界
对于智慧旅游也有不同的理解袁如院黄超等认为智慧旅游也被称为智能旅游袁就是利用云计
算尧物联网等新技术袁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袁借助便携的上网终端袁主动感知旅游资源尧旅游
经济尧旅游活动等方面的信息袁达到及时发布尧及时了解尧安排和调整工作与计划袁从而实现对
各类旅游信息的智能感知和利用 [11]曰张凌云等认为智慧旅游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袁为满足游
客个性化需求袁提供高品质尧高满意度服务袁而实现旅游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共享与有效利用的
系统化尧集约化的管理变革[12]曰杜鹏等认为智慧旅游是一个系统性尧动态性的综合概念袁是智慧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以区域信息化建设水平和社会经济环境为基础袁通过互联网尧物联网尧
云计算尧移动通信等核心信息技术和先进发展理念促进旅游业绿色化尧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新方式 [13]遥 综上所述袁本文认为智慧旅游是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袁利用智慧旅游系
统及相关的综合应用平台袁为游客提供更加科学便捷个性化的服务袁实现旅游资源供需及监
管的高度智慧化曰智慧旅游的发展有赖于社会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的提高袁社会信息化与旅
游一体化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智慧旅游的发展遥
近年来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袁城市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袁城市间的联系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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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密袁许多空间临近的城市出现了同城化的趋势袁区域中心城市与周边临近城市的同城化
则更为明显袁比如深圳市在 2005 年发布的叶深圳 2030 城市发展策略曳中提出要与香港在制造
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袁形成同城化发展的格局 [14]遥 关于同城化的概念和内涵存在

差异袁邢铭认为同城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由于地域尧经济和社会等要素紧密相连袁通过
城市间经济要素的共同配置袁使城市间的定位尧建设和管理上形成协调和统一的机制 [15]遥 衣保

中认为同城化是地域相邻的城市间出于共同利益袁为提高竞争力袁推动互利双赢所实施的一
种城市经济发展战略 [16]遥以上研究多基于宏观理论视角对同城化进行研究袁而徐涛 [17]在同城化

的研究中把地县渊市冤的同城化列为特殊类型袁认为是市管县体制的创新袁不宜纳入同城化研
究遥 本文认为同城化研究应该具有普遍性袁地县渊市冤的同城化研究是对区域发展研究的补充袁
有利于促进地县渊市冤同城化的发展遥 在城市群同城化的研究方面袁主要涉及规划尧策略尧治理尧
合作机制等方面遥 如院范弘雨通过解读宁夏打造野黄河金岸冶发展战略袁提出了宁夏沿黄城市群
的同城化构想与规划 [18]遥 王佃利等指出城市群同城化的推动策略需要省级尧市级尧其他主体三

个层面协同袁科学定位袁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袁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尧服务和管理一体化激励
更多主体参与 [19]遥 在城市群旅游发展过程中袁旅游业朝着智慧化尧同城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的同时袁体制机制建设不可或缺袁这关系到区域旅游合作的程度以及一体化的稳定性遥 在体制

机制研究方面袁张补宏和韩俊刚从背景入手袁分析珠三角旅游一体化存在国际客源市场薄弱尧
区域之间合作表层化等问题袁指出问题关键是机制建设不到位袁并提出珠三角区域旅游一体
化机制创新应从管理和协调机构建立尧政府野公域冶领域的行动尧区域合作野三层冶空间以及野认
知共同体冶机制建设四方面进行 [20]遥 吴泓和吴晓梅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合作现状和
旅游一体化格局,认为长三角旅游一体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现行蜂窝状经济结构和行政
管理体制袁并从目标尧利益尧市场和制度四方面的驱动机制突破袁实现长江三角洲旅游一体化
遥 于冲提出在现代旅游产业建设过程中袁要突出体制机制创新袁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21]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袁在互联网时代要引入互联网思维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实现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 [22]遥

到目前为止袁将城市群同城化与智慧旅游一体化研究进行融合的文献尚比较少袁刘法建

等在野同城化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同城化的概念袁并指出旅游业是城市化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23]曰
黄平和曾绍伦系统地从城市群尧同城化到城市群同城化袁从智慧旅游尧旅游一体化到智慧旅游

一体化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从概念界定尧主要研究内容进行总结与评述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城
市群同城化与智慧旅游一体化融合的问题袁提出了城市群同城化与智慧旅游一体化需要进一
步建设的若干问题[24]遥 本文认为智慧旅游的发展有赖于智慧城市的支撑袁智慧城市是智慧旅游
的基础袁尤其是基于城市群的智慧协同发展袁实现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遥 综合现有文
献来看袁在旅游产业智慧化和一体化背景下袁关于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体制和机
制研究较少袁本文以川南城市群为例袁通过分析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现状与
问题袁对其进行框架设计与规划布局袁并构建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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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制袁最后就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提出对策建议遥

三尧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现状与问题
渊一冤川南城市群的旅游资源与旅游市场
川南城市群是成渝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袁2014 年 6 月四川省政府出台的 叶成渝经济区

南部城市群发展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调整为野成渝经济区南部城市群冶袁规划范围包括自贡尧
泸州尧内江尧宜宾四市全域以及乐山市的犍为县尧沐川县尧井研县尧峨边彝族自治县和马边彝族
自治县遥 川南城市群的规划范围如图 1 所示遥

川南城市群所处区域环境优美袁尤其是南部和西部袁其中沐川森林覆盖率达 77.34%袁峨边

森林覆盖率达 72.2%袁马边森林覆盖率达 53.6%遥 川南城市群所在区域旅游有资源丰富袁且相

对集中袁蜀南竹海尧自贡恐龙博物馆尧泸州老窖旅游区尧嘉阳窑桫椤湖景区等国家 AAAA 级景区
达 23 个袁中国彩灯博物馆尧方山旅游区尧内江市安泰山庄景区等国家 AAA 级景区有 20 个袁为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基础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袁年人均收入显著提高袁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袁越
来越多的选择旅游作为生活消遣娱乐袁周末周边游尧小长假短途游尧国庆长假中远程旅游尧暑
期休学游和亲子游等成为热点袁同时自助自驾旅游持续升温袁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增长遥 就川南
城市群而言袁2015 年川南城市群区域涵盖 1980 万人口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538.8 元袁
农民人均纯收入 9193.6 元袁区域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袁区域内旅游市场广阔遥 川南

城市群周边旅游市场非常广阔袁川南城市群地处长江上游川滇黔渝四省渊市冤结合部袁距成都
市尧重庆市和贵阳市较近袁且交通方便袁高速公路覆盖很广袁便利的交通拉近了各个城市与川
南城市群的距离袁加上泸州市和宜宾市的两座空港袁使得川南城市群的旅游市场得以广泛延
伸遥 根据 2014 年统计数据袁川南城市群周边各市县人口总数达到 7911.42 万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24608.67 元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0029.22 元袁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袁对于
川南城市群的旅游业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遥

渊二冤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现状分析
智慧城市是智慧旅游发展的基础袁 凭借智慧城市的辐射效应实现全区域的智能智慧化袁
从而实现旅游的智慧化遥 自 2014 年野智慧旅游冶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主题年之后袁川南城市群各

市纷纷展开智慧旅游建设袁到 2016 年底袁内江市将完成全市旅游信息化基础建设和智慧旅游

信息数据中心建设袁初步实现覆盖全市重点旅游目的地的智慧旅游服务体系袁旅游基础信息
数据尧旅游服务两个平台建设完成曰涉旅企业智慧旅游应用系统上线率超 60%曰宜宾被入选为
四川省智慧旅游试点城市袁并出台了叶宜宾市智慧旅游总体规划曳曰泸州市外侨旅游局推行三

大举措推动智慧旅游建设院加大平台建设袁提升自媒体宣传实效尧深入实地调研袁了解景区智
能化管理水平和主动对接运营商袁采集游客大数据袁为下一步统筹开展旅游智慧管理系统尧智
慧景区等建设打下基础曰自贡市则依托智慧城市建设袁打造本土旅游电商平台袁为游客提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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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化的服务袁川南各市县政府积极推动野互联网+旅游冶建设袁川南四市的旅游部门通过建立合
作联系袁实行川南旅游联合营销遥

图 1 川南城市群的规划范围

川南城市群区域内交通便利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袁基本公路网完善袁随着宜泸尧乐宜尧成自
泸等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袁川南城市群形成了野一小时经济圈冶袁区域内有泸州蓝田机场和宜
宾菜坝机场加上川南城际铁路的开工建设袁川南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将不断提升袁为川南城市
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遥 推进智慧旅游一体化袁需要依托以云计算尧
大数据尧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区域智慧旅游信息中心的建设遥 区域智慧旅游信息中
心是实现川南城市群旅游智慧化尧同城化和一体化的技术保障遥 建设区域智慧旅游信息中心
可以依托运营商已有的云计算基地或政府或企业相关开发项目袁搭建适合本地实际的区域智
慧旅游信息中心袁川南各市已经进行了相关基础工作袁如院宜宾市成立了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
组袁提出要加快推进大数据中心建设袁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和同步推进电子政务云尧公
共地理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各项工作 [25]曰内江尧自贡和泸州都分别提出规划建设智慧城市袁同

时内江和泸州也在打造大数据中心遥 自贡市地处川南城市群区域的地理重心袁从旅游规划布
局来看袁自贡的地理位置比较居中袁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信息中心的建设可以依托自贡市袁将
区域内各市的大数据中心进行联通整合袁实现资源共享遥

渊三冤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同城化和一体化是区域合作发展的一种趋势袁有利于整合区域资源袁提高区域竞争力袁随
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袁旅游业呈现智慧化趋势袁智慧旅游成为了
旅游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遥 实现智慧旅游和旅游一体化融合发展袁需要以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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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智慧城市群同城化为依托袁也有赖于区域发展合作的条件遥 然而袁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
城化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和不足遥
首先袁川南城市群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袁城镇化水平是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
一个重要基础遥 2016 年自贡市城镇化率为 49.14%尧内江市为 46.7%尧宜宾市为 46.63%尧泸州市
为 47.5%袁川南四市平均城镇化率仅为 47.49%袁乐山市的犍为县尧沐川县尧井研县尧峨边彝族自
治县和马 边彝族 自治县 5 县属于 山区县袁 城镇 化水平更低袁 而 2016 年中国 城 镇 化 率为

57.35%袁低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约 10 个百分点袁城镇化水平偏低将制约着川南城市群智慧旅
游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曰其次是社会信息化尧智慧化水平不高袁信息化基础设施仍需完善袁川

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发展需要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袁同时也依赖于社会
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的提升袁目前智慧旅游建设尚处在起步和规划阶段袁还没有实质性建设
进展袁缺乏建设经验袁发展智慧旅游需要建设网络基础平台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等袁川南城市
群在这些方面仍有待改进遥 再次是城市群同城化和一体化程度有待提升袁川南城市群各市在
智慧旅游建设方面的合作还需要拓宽和深化袁同城化和一体化有待进一步落实袁区域交往有
待进一步增强曰最后是区域内蜂窝状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各市县间的各自为政导致各地资源分
散袁且得不到有效整合袁各市之间缺乏统筹协调袁这将阻碍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
发展袁行政壁垒的存在导致各地野信息孤岛冶袁造成资源浪费尧规划重合尧建设重复袁如院内江尧自
贡尧宜宾和泸州都在规划建设大数据中心袁资本尧技术尧信息和政策的发散不利于形成区域合
力袁不能对区域城镇化水平尧信息化和智慧化水平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袁反而是规划重合袁建
设重复袁造成了区域资源的浪费遥

四尧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渊一冤川南城市群旅游资源规划布局
川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袁类别多样袁特色鲜明袁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兼具遥 根据川南地区的
旅游资源分布情况及其类别特色袁可将川南城市群所辖区域划分为自贡要内江文化旅游区尧宜
宾要泸州文化生态旅游区和峨边要犍为生态旅游区袁其规划布局和景点分布如图 2 所示遥

三大旅游区囊括了川南绝大部分旅游景区和景点渊如表 1 所示冤遥 自贡要内江文化旅游区

内有自贡恐龙博物馆尧 自贡荣县大佛文化旅游区和内江市隆昌石牌坊旅游区等 6 个国家

AAAA 级景区曰内江市安泰山庄景区和中国彩灯博物馆等 5 个国家 AAA 级景区曰吴玉章故居
和佛现山旅游景区等 10 个国家 AA 级景区袁旅游区内文化旅游资源各具特色袁尤以自贡彩灯

文化和千年盐文化以及内江隆昌石牌坊最为著名袁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遥 宜宾要泸州文化生态
旅游区内有蜀南竹海尧兴文石海洞乡旅游区和黄荆老林旅游景区等 15 个国家 AAAA 级景区曰
高县胜天红岩山旅游景区尧 长宁县西部竹石林旅游景区和方山旅游区等 11 个国家 AAA 级景
区曰长宁县碧浪水乡旅游景区和长宁苦竹寺旅游景区等 16 个国家 AA 级景区遥 峨边要犍为生
态旅游区内有黑竹沟风景区和犍为县嘉阳窑桫椤湖景区 2 个国家 AAAA 级景区曰沐川竹海尧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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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庙尧沐川醉氧天街旅游景区和屏山县八仙山立佛景区 4 个国家 AAA 级景区曰马边玛瑙苗
寨旅游景区袁马边烟峰彝家新寨旅游景区尧蜀南茉莉香都旅游景区 3 个国家 AA 级景区袁其中
以嘉阳小火车和野活化石冶桫椤林最有著名遥

图 2 川南城市群三大旅游分区及其景点分布

渊二冤管理体制
在参考欧盟旅游委员会做法的基础上袁结合我国旅游发展和川南地区的现实情况袁在川
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框架设计中设立旅游管理委员会尧 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尧
旅游监督委员会和旅游信息中心遥
旅游管理委员会为运行管理和协调机构袁负责区域旅游整体规划尧区域旅游管理尧区域旅
游合作协议尧统筹协调区域内政府尧企业和游客的利益关系遥 旅游管理委员会设领导班子成员
可以由自贡尧内江尧宜宾尧泸州和乐山各市分管旅游方面的领导担任袁委员会主席采用轮值的
形式袁并成立专家组袁议事规则采取多方联席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制袁联席会议由各市相关部
委代表以及各方利益主体代表组成遥 川南旅游管理委员会通过旅游信息中心准确和迅速地掌
握旅游市场现状袁包括游客的基本情况等袁对景区进行实时管理袁处理区域内旅游突发事件袁
管理区域内的旅游企业袁通过旅游信息中心实时掌握区域内各个景点的客流情况袁为游客提
供咨询和引导遥 给区域内各地政府提供信息和建议袁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决策提供参考袁并将川
南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营销袁促进川南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遥
开发建设委员会为开发和建设执行机构袁负责区域内旅游资源统筹开发与建设以及区域
基础设施建设尧维护与升级袁保证景区各项设施的正常运行袁开发建设委员会对旅游管理委员
会负责袁受川南旅游监督委员会监督袁工作人员从各市县旅游局选调或面向社会招聘遥 旅游监
督委员会为监督调解机构袁负责监督旅游管理委员会和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以及景区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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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大旅游区旅游景区景点情况

资料来源院四川旅游政务网遥

企业袁调解游客与旅游景点尧旅游企业的纠纷袁对区域旅游一体化效果以及旅游景点尧旅游企业
进行评估袁并将评估结果导入旅游信息中心进行公示袁旅游监督委员会由各市相关监管部门
负责人负责遥 旅游信息中心以云计算尧大数据尧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基础袁是智慧旅游的支
撑袁包括旅游信息共享平台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和信息分析处理平台袁主要负责旅游相关信息
共享和信息互通尧数据信息的接收与管理尧实时信息反馈以及数据信息分析处理等袁实现三个
机构之间袁游客尧企业和政府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遥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管理
架构设计如图 3 所示遥

渊三冤运行机制

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工程遥 随着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
和一体化的推进袁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袁一方面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
化和一体化的发展需要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运行机制作为支撑和保障曰另一方面袁一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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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运行机制能够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城市群智慧旅游的同城化一体化发展遥 川南城市群同
城化和智慧旅游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包含统筹协调机制尧协同管理机制尧监督调解机制和合作
共享机制四个方面的内容遥
1.统筹协调机制

旅游管理委员会通过召开多方联席会议确定区域旅游战略规划袁 统筹区域内部旅游合
作以及区域之间的旅游合作袁通过智慧旅游信息中心的信息交流与反馈袁协调区域整体利益
与区域内各个地方和各个主体利益的关系曰统筹协调区域内旅游景区尧旅游景点的开发和建
设袁避免区域内旅游景点趋同现象曰统筹协调各个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袁确保各机构进行有
效管理遥

图 3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管理框架设计

2.协同管理机制

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和旅游管理委员会通过协同区域内的旅游项目的开发尧景区基础设
施的建设以及景区管理袁实现整个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袁管理信息和资源互通共享袁降低开
发尧建设和管理成本曰通过旅游信息中心的信息数据处理和实时反馈袁实现区域内各个景区旅
游的协同管理和引导袁尤其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袁协同管理机制的作用则更加显著遥
3.监督调解机制

旅游监督委员会通过旅游信息中心与各管理机构尧游客尧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及时
的信息交流和反馈袁监督旅游管理委员会和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的工作袁并对其工作进行评
估袁保证其工作公开透明尧科学有效袁调解和仲裁游客与景区尧旅游相关企业的冲突纠纷袁实现
区域的自我监督调解和自我约束遥
4.合作共享机制

旅游信息中心通过旅游相关信息的共享尧数据信息的接收与管理尧实时信息反馈以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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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分析处理等袁实现三个管理机构之间袁游客尧企业和政府之间信息的实时有效传递袁为
区域内各个景区尧 旅游企业的合作以及各部门各机构的管理信息共享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袁
真正实现区域内各方的合作共享遥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如图 4 所示遥

图 4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五尧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袁遵循客观规律袁切忌盲目性发展袁避免形式化和表面化遥 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
化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要符合区域的发展阶段和客观实际袁避免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
化的建设和发展流于表面袁只注重形式袁打造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袁忽视实质性的建设与发
展袁忽视各方面的利益协调遥 在具体分析川南各市县发展条件和现状的基础上袁从基础设施等
薄弱环节入手袁协同推进城镇化和社会信息化智慧化建设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注重社会信息
基础设施的建设袁扩大高速信息网络覆盖范围袁实现城乡网络无差别化袁提高城镇化质量和社
会信息化水平袁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和智慧乡村建设袁为智慧旅游发展提供基础遥
第二袁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所包括的
范畴十分广泛袁涉及面很宽袁需要统筹规划袁拟定智慧旅游建设方案袁制定信息化智慧化发展
规划袁整合区域资源袁形成发展合力和推力袁推动区域技术进步和创新袁推动区域旅游发展变
革袁促进旅游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遥 制订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标准规范袁开展相关综合立
法袁确定相关政策法规袁为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
保障遥
第三袁构建与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和一体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遥 管理
体制方面袁结合我国旅游发展和川南地区的现实情况袁在管理体制框架设计中设立旅游管理
委员会尧旅游开发建设委员会尧旅游监督委员会和旅游信息中心袁分别负责统筹决策尧开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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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尧监督仲裁和数据处理袁涵盖管理机构权限职责和各机构间的相互协调等多个层面曰运行机
制方面袁构建统筹协调机制尧协同管理机制尧监督调解机制和合作共享机制袁与管理体制相互契
合袁形成有机整体遥
第四袁深化和拓宽川南城市群各市间的合作袁各市政府部门加强工作对接和协调袁扩大合
作面袁加强与省内国内其他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的交流与沟通遥 制定应急预案袁加强监管和落实袁
推动川南城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发展遥 引进和培育专业人才袁在智慧景区建设方面袁加
强与其他智慧景区的交流与沟通袁加强环境保护袁防范和降低生态风险袁以更好的促进川南城
市群智慧旅游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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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ities, urban agglomeration
arises and a trend of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pp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ased o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s the trend of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the tourism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gun to enter the era of 野smart tourism冶.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and smart tourism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o the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pave the way for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mart tourism of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al tourism cooperation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issues such as the interests of coordination, subject of synergy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supervision and mediation among the parties concerned.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correspond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operation.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mart
tourism need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mart tourism. Analyzing and comb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mart tour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opic of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smart tourism in the background that tourism industry tends to be intelligent and integrated. Taking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south Sichuan as a case and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 city and smart
tourism project in each cities of south Sichuan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author makes a planning and layout
of the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mart tourism in south Sichu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constructs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smart tourism in south Sichua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erm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China and the reality in south Sichuan, it is suggested to set up tourism management
committe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committee, tourism supervision committee and the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re in the design management system framework, which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decision-making,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arbitration and data processing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operation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o set up overal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oordinated
management mechanism, supervision and mediation mechanism and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mechanism,
which agree with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form an organic whol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unification and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mart tourism in south
Sichuan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South Sichuan Urban Agglomeration; smart tourism; unification; integr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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