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情

贵州简称“黔”或“贵”,辖 6 个地级市、3 个

自治州、1 个国家级新区,共有 88 个县(市、区)。地

处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东接湖南,南接广西,西临

云南,北进四川和重庆,是中国西南腹地一个承启东

西、连接南北的陆上交通枢纽,南下出海的重要通道。

全省国土面积 17.6 万平方公里,2017 年末常住人口

3580 万人。属亚热带高原山地型湿润气候区,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四季宜人,年平均气温 15.6℃,是一个

理想的避暑休闲度假胜地。

贵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国”。境内有乌蒙山、

大娄山、苗岭山、武陵山四大山脉,山地和丘陵占全

省面积的 92.5%,喀斯特(出露)面积占 61.9%,被称为

喀斯特地貌天然百科全书。

全省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

白、瑶、壮、佘、毛南、蒙古、仫佬、满、羌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36.1%。中国布依族、水族和仡佬族人口的 95%以上,

全国的苗族、侗族人口 50%以上居住在贵州。民族民

俗文化保护较为完整,侗族大歌、苗族飞歌享誉海内

外。

贵州境内奇山秀水、瀑布峡谷、溶洞石林星罗棋

布,神奇的自然景观,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的历史文

化,宜人的气候条件,构成了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温馨提示

尊敬的媒体朋友：

您好！

欢迎您参加“多彩贵州·浪漫秋冬”2018 民生

银行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大型采风活动。为了便于大

家安排行程，保证此次活动有序进行，特作如下提示：

一、采风活动期间请按照本指南参加相关活动。

本手册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其中电子版已上传至采

风活动交流群中的群文件内，可自行下载查阅。

二、参与活动人员凭证件（媒体证、工作证）参

加各项活动。

三、个人随身物品请妥善保管。活动期间请配合

工作人员安排，协助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四、活动期间行程安排如有变化，随车工作人员

会及时进行通知。

五、如有疑问，可与相关工作人员联系，我们将

竭诚为您服务，祝您在此次采风活动期间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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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简介

贵州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高速路网

密度居全国第三位，通车路程排全国第九位，交通红

利正在释放。贵州全省 17.6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

山地和丘陵占 92.5%，随处可见高山、峡谷、飞瀑、

溶洞、湖泊、温泉；全年无寒暑，夏季平均气温 23℃；

森林覆盖率超过 52%，山水融为一体，是山地旅游和

户外运动理想场所。年轻人已逐渐成为出游的主要群

体，他们更注重旅游体验，更喜好自由行，自驾旅游

也成为到贵州旅游的主要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彩贵州·浪漫秋冬”——

民生银行 2018 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大型采风活动将

围绕“自驾体验”这一核心，集结全国各大主流媒体

旅游主编、旅行家、旅拍师、网红、国内旅游行业掌

门人这五大板块 KOL 共同深入体验“多彩贵州”。利

用图片、文字、视频、微博、网络直播等多种方式融

媒体报道，将“多彩贵州”全方位展示给全球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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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日程安排

活动时间为 10 月 21 日至 27 日，具体安排如下：

10 月 21 日（星期日）

全天报到（住宿及用餐地点：大成精舍）

10 月 22 日（星期一）

7:30—8:30 大成精舍早餐及退房（第一天为自驾

小车，请嘉宾按照用车安排表分配车

号，将随身行李带至活动车俩停放位

置摆放）

8:30—9:20 大成精舍乘车前往花溪湿地公园

9:20—9:50 参观孔学堂

媒体见面会及发车仪式

9:50——10:00 领导及参会人员入场（地点：孔学

堂二期第二会议室）

10:00——10:30 启动仪式开启、领导发言、观看贵

州省旅游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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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45 发车授旗仪式（参会人员移步至发

车起点站）

媒体记者采风

11:00—11:30 参观黄金大道

11:30—11:40 花溪平桥乘车前往花溪公园

11:40—12:10 参观花溪公园

12:10—12:40 参加活动人员在花溪公园 4 号门上

车，行车至天河潭

12:40—13:30 中餐（用餐地点：天河潭贵州故事街

——阳朗辣子鸡）

13:30—16:10 参观天河潭

16:10—16:40 前往板桥艺术村

16:40—17:20 参观板桥艺术村

17:20—17:40 板桥艺术村出发前往青岩古镇，入住

爱书山房

17:40—18:30 爱书山房酒店办理入住

18:30—19:30 晚餐（金必轩）

10 月 23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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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00 爱书山房酒店早餐及退房

9:00—11:00 参观青岩古镇

11:00—12:30 参观结束后在青岩古镇南门停车场

乘车前往旧州古镇

12:30—13:30 土司食府中餐

13:30—14:10 在旧州古镇进行采风及体验

14:10—14:30 从旧州古镇乘车前往山里江南景区

14:30—15:30 在山里江南景区进行采风及体验

15:30—16:00 从山里江南景区乘车前往云峰屯堡

16:00—18:00 在云峰屯堡景区进行采风及体验

18:00—18:30 乘车前往安顺市西秀区好吃街

18:30—20:00 好吃街就餐及采风

20:00—21:00 乘车前往龙宫景区

21:00—21:30 上善酒店办理入住

10 月 24 日（星期三）

7:30—8:30 上善酒店早餐及退房

8:30—11:30 参观游览龙宫景区

11:30—12:30 中餐（上善酒店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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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6:00 乘车前往刘官胜境温泉

16:00—17:30 抵达胜境温泉酒店办理入住及休息

17:30—18:30 晚餐（胜境温泉）

18:30—19:30 胜境温泉篝火晚会及参观音乐喷泉

19:30—23:00 温泉体验（自由活动）

10 月 25 日（星期四）

7:00—8:00 胜境温泉早餐及退房

8:00—9:30 乘车前往妥乐古银杏风景区

9:30—12:00 参观游览妥乐古银杏村

12:00—13:00 中餐（妥乐特色白果宴）

13:00—14:30 乘车前往大洞竹海景区

14:30—15:00 大洞竹海景区欢迎仪式（少数民族拦

门酒、竹竿舞）

15:00—16:00 参观古法造纸遗址（花草纸体验）

16:00—17:00 参观狗跳岩（体验溜索）

17:00—18:00 竹园溪自由活动

18:00—19:00 晚餐（竹园溪餐厅全竹宴）

19:00—23:00 留宿媒体体验竹园溪别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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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星期五）

6:30—9:00 参加活动人员乘车前往乌蒙大草原

9:00—12:00 参观游览乌蒙大草原

12:00—13:00 中餐（乌蒙滑雪场）

13:00—18:00 返程回到贵阳

18:30—20:00 晚餐及总结会（观山湖区会展城老凯

俚酸汤鱼）

10 月 27 日（星期六）

全天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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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彩贵州·浪漫秋冬”民生银行

2018 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采风活动总结会

为激发本次媒体行活动中记者创作热情，多彩贵

州网将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举办“多彩贵州·浪漫

秋冬”民生银行 2018 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大型采风

活动总结会，对获奖记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活动奖项设置：传媒创意奖、创新传播奖、内容

匠心奖、传媒拓展奖、人气传播奖各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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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气预报

日期 地区 天气情况 气温

10.21 贵阳 小雨 12/17℃

10.22 贵阳 阴天 12/15℃

10.23 安顺 阴天 13/17℃

10.24 六盘水 阴转小雨 12/14℃

10.25 六盘水 多云转阴 14/22℃

10.26 六盘水 阴天 22/11℃

10.27 贵阳 小雨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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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贵州·浪漫秋冬”

民生银行 2018 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

大型采风活动

指导单位：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办单位：多彩贵州网

冠名单位：中国民生银行贵阳分行

承办单位：贵州多彩黔行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协办单位：贵阳市花溪文化旅游创新区管理委员

会、安顺市西秀区文体广电旅游局、盘州市旅游局

协办景区：孔学堂、龙宫风景名胜区、青岩古镇

景区、花溪公园、天河潭景区、旧州古镇、云峰屯堡

风景名胜区、山里江南景区、乌蒙大草原景区、妥乐

古银杏景区、大洞竹海景区、胜境温泉

车辆赞助：GoFun 首汽共享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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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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