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厅际联席会议 
 
 

 
 
 

 

 
关于做好我省精品文旅消费系列线路 

推介等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局、商务局、体育局、广电局、卫

生健康委、市场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市委宣传部：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推动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23 部委《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发改就业〔2020〕293 号）及《安徽

省 2020 年促进消费重点工作安排》（皖发改就业函〔2019〕450

号），进一步促进我省消费扩容提质，同时扎实推进消费扶贫相

关工作，以贫困地区为主，深入挖掘我省文化旅游消费资源，向

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强力推广我省精品旅游消费线路，经研

究，于国庆节前发布我省第一批精选文旅消费线路，包含部分贫

困地区精品路线，主要有自驾类、红色旅游类、特色美食类、健

康养生类、研学类等五大类。 

请你们把握时间节点，创新方式方法，打破地域界限，树立

全省一盘棋观念，在重要节庆前中后期，利用官网、微博、微信、

电视广播、抖音短视频等各类媒体平台，对我省精品文旅消费系

列线路（详见附件）持续进行宣传推广，扩大我省文旅消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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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促进文旅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同时，

要结合部门职能认真做好相关服务保障与管理工作，特别要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突发性事件处理预案、线路沿途安全和交通引

导、入园人数监控和疏导、景区票价调控、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

消费投诉及时受理处理等工作，确保文旅消费平安、有序、快乐、

舒心。 

 

附件：我省第一批精选文旅消费线路名单 

 

 

 

安徽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厅际联席会议（代章） 

2020 年 9 月 23 日 

 

 

 

 

 

 

 

 

 

抄送：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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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十条自驾精品线路 

 

一、黄山 218 

（一）行程规划 

太平湖→（S103）→甘棠镇→（S218）→郭村→（S218）→

渔亭镇 

（二）主要景区景点 

太平湖、杨家寨、翡翠谷、芙蓉谷、西海大峡谷、奇瑞房车

营地、五溪山大峡谷、郭村、宏村、塔川、卢村、奇墅湖、西递、

齐云山。 

 

二、皖浙 1 号公路 

（一）行程规划 

千岛湖→（X707）→威坪镇→（X710）→叶家村→（X711）

→门岭隧道→（X025）→凤翔坦村→（X012）→深渡镇→（X004）

→徽州古城→（X006）→花山谜窟→（Y050）→屯溪老街→（G205）

→渔临村→源白公路→（X713）→千岛湖 

（二）主要景区景点 

千岛湖、文昌古道、新安江山水画廊、阳产土楼、卖花渔村、

徽州古城、唐模村、屯溪老街、花山谜窟、徽州大峡谷、白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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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皖南川藏线 

（一）行程规划 

琴溪镇→（S208）→苏红村→（S345）→青龙乡 

（二）主要景区景点 

储家滩摄影画廊、青龙湾度假区、红杉林/落羽杉湿地公园、

板桥自然保护区、水墨汀溪、月亮湾风景区、皖南川藏线“桃岭”

段。 

 

四、皖江风景道 

（一）行程规划 

采石矶→（G4211）→马仁奇峰→（G50）→大通古镇→（G50）

→殷汇→（G237）→牯牛降→（G237）→牛头山镇→（G318）

→大渡口镇→（G206）→升金湖 

（二）主要景区景点 

采石矶、香泉温泉、芜湖方特旅游度假区、马仁奇峰、大通

古镇、九华山、牯牛降、升金湖。 

 

五、慢游 205 

（一）行程规划 

芜湖市→（G5011）→芜湖县→（S208）→珩琅山→（G50）

→南陵东→（G205）→蔡家桥镇→（G205）→汤口镇→（G3）

→屯溪枢纽→（G56）→黄山市区出口→（G205）→黄山北站→

（梅林大道）→西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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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景区景点 

芜湖方特旅游区、鸠兹古镇、大白鲸海洋公园、途居芜湖龙

山露营地、红杨山汽车体育公园、西河古镇、水墨汀溪、月亮湾、

中国宣纸文化园、路西村、朱旺村、旌歙古道、宏村、西递、屯

溪老街、徽州古城。 

 

六、环巢湖风景道 

（一）行程规划 

合肥市→（环湖北路）→长临河镇→（X024）→中庙→（滨

湖大道）→巢湖市→（S208）→汤王村→（G346）→庐江县→

（G3）→三河古镇 

（二）主要景区景点 

融创乐园、滨湖国家森林公园、长临河古镇、红石咀公园、

中庙姥山岛、三瓜公社、半汤温泉、马尾湿地公园、金孔雀温泉

度假村、三河古镇。 

 

七、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一）行程规划 

琅琊山→（G328）→滁州西→（S12）→滁州北枢纽→（G36）

→滁州北→（S312）→来安县→（X011）→白鹭岛→（X011）

→来安县→（S312）→滁州北→（G36）→小岗村→（G345）→

凤阳县→（X056）→殷涧镇→（S312）→狼巷迷谷→（X026）

→曹店乡（X048）→刘府→（S95）→西泉街枢纽→（G3）→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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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S324）→大张村→（X027）→岱山湖→→（S211）→梁

园镇→（G329）→梁园→（G3）→小西冲枢纽→（G4001）→蜀

山→（G312）→官亭林海 

（二）主要景区景点 

琅琊山、白鹭岛、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明中都皇故城国家

遗址公园、明皇陵、狼巷迷谷、韭山洞、小岗村、岱山湖、官亭

林海。 

 

八、大别山风景道 

（一）行程规划 

金寨县→（G42）→古碑→（X055）→周家湾→（X057）→

花石乡→（大别山风景道）→黄石河村→（G346）→天堂寨→

（G346）→道士冲村→（G529）→太阳乡→（X071）→单龙寺 

（二）主要景区景点 

梅山水库、莲花山、红军广场、马鬃岭、天堂寨、燕子河大

峡谷、陡沙河温泉小镇、铜锣寨、船仓花海、白马尖、单龙寺鲜

花小镇。 

 

九、皖北风情之旅 

（一）行程规划 

南线：亳州市→（G35）→四十铺枢纽→（S12）→曹庵枢

纽→（S17）→西泉街枢纽→（G3）→蚌埠市 

东线：亳州市→（G1516）→柏山枢纽→（G0321）→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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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S101）→黄河故道→（G0321）→芒砀山→（G30）→萧

县南→（S238）→临涣古镇 

（二）主要景区景点 

曹操运兵道、花戏楼、华祖庵、古井酒文化博物馆、南湖公

园（夜景灯光水舞秀）、临泉魔幻动物园、格林童话世界主题公

园、八里河、明清苑、管仲老街、尤家花园、寿县古城、八公山、

湖上升明月、临涣古镇、皇藏峪、砀山黄河故道。 

 

十、山湖大道 

（一）行程规划 

合肥市→（G3）→三河古镇→（X005）→舒城县→（G346）

→万佛湖→（G105）→石河村→（G346）→霍山县→（G35）→

天柱山 

（二）主要景区景点 

三河古镇、万佛湖、东石笋、屋脊山、磨子潭水库、大别山

主峰景区（白马尖）、彩虹瀑布、天悦湾温泉、天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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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一、“两个重要目的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

的重要发源地）之旅线路 

以金寨县旅游系列景点为重点，主要包含：六安市皖西烈士

陵园，金寨县红军广场（含革命博物馆）、金寨县红二十八军重

建旧址、汤家汇红色旅游小镇（含金刚台景区）。 

 
二、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线路  

主要包含：六安市金寨县红二十五军军政旧址、金寨县立夏

节起义旧址、斑竹园朱家祠革命旧址、吴家店革命遗址、刘邓大

军指挥部旧址（天堂寨景区内），裕安区独山革命旧址群、苏家

埠战役纪念园、许继慎纪念园，霍山县诸佛庵革命遗址、西镇暴

动纪念馆、佛子岭水库、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纪念园（霍山县烈士

陵园），金安区张家店战役纪念馆、毛坦厂镇，舒城县新四军四

支队纪念馆。 

 
三、芜湖—泾县—旌德—绩溪—黄山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主要包含：芜湖市烈士陵园、镜湖区王稼祥纪念园、繁昌县

新四军三支队司令部旧址、繁昌县荻港板子矶渡江战役第一登陆

点纪念碑、无为县新四军七师纪念馆，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及皖

南事变烈士陵园、王稼祥故居，旌德江村，绩溪县龙川、许家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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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园，黄山市徽州区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黄山区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纪念馆、黟县皖南苏维埃政府及柯村暴动旧址、休宁

县石屋坑皖浙赣省委旧址、屯溪区杨业功纪念馆。 

 
四、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 

京福高铁全线贯通，该线路有红军北上抗日遗迹和八省游击

健儿汇集成军的足迹，更有 6 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是最美的

红色旅游线路。 

省内主要包含：黄山市徽州区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黄山区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黟县皖南苏维埃政府及柯村暴动旧

址、休宁县石屋坑皖浙赣省委旧址、屯溪区杨业功纪念馆。 

 
五、“东进序曲，决战淮海”和“农村改革第一村”红色旅游线

路 

以亳州、宿州、淮北、蚌埠、滁州市系列旅游景点为重点，

形成安徽省鲁苏皖红色旅游区，注重与休闲旅游的结合，加强与

华东红色旅游线路的对接。 

主要包含：亳州市涡阳县新四军四师纪念馆、宿州市泗县皖

东北革命历史纪念馆暨江上青烈士殉难地、萧县蔡洼淮海战役总

前委旧址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旧址、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烈士陵

园、淮北市总前委旧址文昌宫纪念馆、蚌埠市渡江战役总前委孙

家圩子旧址、滁州市定远县藕塘烈士陵园及中原局旧址、来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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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二师师部旧址、天长市龙岗抗大分校纪念馆、凤阳县小岗

村。 

六、“百万雄师，革命先驱”红色旅游线路 

以安庆、铜陵、池州、蚌埠、合肥、芜湖、马鞍山市旅游系

列景点为重点，形成皖中腹地红色旅游区，依托黄金水道和合肥

中心城市，形成带状和放射状的红色旅游线路。 

主要包含：安庆市革命文物陈列馆、大观区独秀园景区、岳

西县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岳西县红二十八军鄂豫皖边区国共和

谈旧址、太湖县刘家畈刘邓大军高干会议旧址、芜湖市镜湖区王

稼祥纪念园、宜秀区“两弹元勋”邓稼先故居、蚌埠市渡江战役总

前委孙家圩子旧址、合肥肥东县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包

河区滨湖渡江战役纪念馆、池州市东至县香山景区、铜陵市义安

区笠帽山景区、繁昌县荻港板子矶渡江战役第一登陆点纪念碑、

马鞍山市和县西梁山景区。 

 
七、渡江战役遗址公园红色旅游线路 

皖江东至香山—铜陵笠帽山—繁昌板子矶（夏家湖）—和县

西梁山。 

主要包含：安庆市望江县烈士陵园，池州市东至县香山景区、

铜陵市义安区笠帽山景区、芜湖市繁昌县荻港板子矶渡江战役第

一登陆点纪念碑、马鞍山市和县西梁山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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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主题旅游产品 
 
一、合肥：包公故里美食游 

到达合肥—包公园—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庐州烤鸭店（午

餐）—蓝山湾木艺小镇—爱情隧道—利群山庄（晚餐）—返程 

 

二、宿州：生态寻羊美食游 

到达萧县—皇藏峪国家森林公园—天门寺（皇藏印象饭店午

餐）—皇藏山庄（晚餐/住宿）—蔡洼淮海战役红色旅游景区（丁

里羊肉馆午餐）—饮马泉山庄—返程 

 

三、蚌埠：淮河风味美食游 

到达蚌埠—蓝莓庄园（午餐）—湖上升明月—蚌埠蚂虾一条

街（晚餐）—蚌埠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住宿）—张公山公园—老

任桥牛肉（午餐）—花鼓灯嘉年华—返程 

 

四、阜阳：面点之乡美食游 

到达阜阳—颍州西湖—文峰塔—田三卷馍（午餐）—尤家花

园—管仲老街（晚餐/住宿）—八里河风景区—绿色港湾（午餐）

—明清苑—返程 

 

五、淮南：淮河春韵美食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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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淮南—焦岗湖景区—焦岗湖影视基地（焦岗湖渔家活鱼

馆午餐）—茅仙洞—凤台国际饭店或淮南新锦江大酒店（晚餐/

住宿）—八公山（豆腐小镇午餐）—珍珠泉—中国豆腐主题文化

园—返程 

 

六、六安：万佛湖鲜美食游 

到达舒城—万佛湖—梅岭山庄（午餐）—东石笋—毛坦厂明

清老街—虚谷温泉度假区（晚餐/住宿）—皖西大裂谷—大别山

石窟—皖西宾馆（午餐）—返程 

 

七、芜湖：江城寻味美食游 

到达芜湖—鸠兹古镇（午餐）—方特旅游区欢乐世界—凤凰

美食街·耿福兴（晚餐）—龙山房车营地（住宿）—芜湖傻子瓜

子博物馆—凤凰美食街·四季春（午餐）—返程 

 

八、宣城：地道风味美食游 

到达广德—笄山竹海—木子家园（午餐）—月克冲—木子山

庄（晚餐/住宿）—郎溪巨大怪兽农场（午餐）—返程 

 

九、安庆：舌尖乡愁美食游 

到达安庆—振风塔—迎江寺素菜馆（午餐）—黄梅戏博物馆

—黄梅山庄（晚餐/住宿）—武昌湖风景区—钟楼特色汤包（午

餐）—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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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黄山：寻味徽州美食游 

到达黄山—中国徽菜博物馆—徽州糕饼博物馆—屯溪老街

（老街第一楼午餐）—黎阳 in 巷（晚餐）—山水间微酒店湖边

古村落店（住宿）—徽州古城—披云徽府（午餐）—新安江山水

画廊—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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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主题旅游产品 

 

一、合肥：温泉静心养生游 

到达肥西—三河古镇—春水源农庄（午餐）—金孔雀温泉度

假村（百乐园山庄晚餐）—云里安凹（住宿）—十里长冲—白云

禅寺—白云山庄（午餐）—返程 

 

二、亳州：中药温泉养生游 

到达亳州—亳州城市展览馆—华膳楼（午餐）—康美华佗国

际中药城—汤王温泉度假区（晚餐/住宿）—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华祖庵（观看习练华佗五禽戏）—恋上简单味道（午餐）—返

程 

 

三、六安：茶谷温泉养生游 

到达六安—横排头—独山茶谷小栈（午餐）—独山茶主题公

园—仙人冲画家村（晚餐/住宿）—单龙寺—佛子岭水库（佛子

岭坝上农家乐午餐）—陡沙河温泉小镇—返程 

 

四、马鞍山：温泉休闲养生游 

到达和县—鸡笼山国家森林公园—山里人家农家乐（午餐）

—半月湖植物园—香泉温泉度假村（晚餐/住宿）—濮塘国家度

假公园（正和山庄午餐）—三棵树庄园—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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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城：徒步慢城养生游 

到达旌德—旌歙古道—朱旺（杏花村酒家午餐）—旌德海螺

国际大酒店或逸境竹居民宿（晚餐/住宿）—练山村四季花海—

路西茶园—返程 

 

六、铜陵：乡村探秘养生游 

到达枞阳县—浮山景区—三公山景区（枞阳县白云岩饭店午

餐）—大山生态旅游景区（百味轩餐馆晚餐/枞阳如泰商务宾馆

住宿）—陈瑶湖湿地景区—安徽缘酒文化博物馆（百味轩餐馆午

餐）—返程 

 

七、池州：九华净心养生游 

到达青阳县—茶溪小镇—九华水街（九华山水街度假酒店午

餐）—大愿文化园—八福山居(晚餐/住宿）—花台景区—悠然山

居（晚餐/住宿）—九华街（千百味徽菜馆午餐）—凤凰松—九

华天台—返程 

 

八、池州：富硒山水养生游 

到达石台县—秋浦河—醉山野（醉山野农家乐午餐）—蓬莱

仙洞—南源村云里居（晚餐/住宿）—牯牛降—严家古村（牯牛

山庄午餐）—仙寓山—富硒大山村—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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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庆：康养寻福养生游 

到达潜山县—天柱山—天柱山海心谷民宿（晚餐/住宿）—

山谷流泉摩崖石刻—七仙女国际大酒店（午餐）—五千年文博园

—花亭湖—返程 

 

十、黄山：生态温泉养生游 

到达黄山—翡翠谷—东篱食坊（午餐）—黄山温泉—黄山云

上民宿（晚餐/住宿）—东黄山度假区—虎林园—双桥土菜馆（午

餐）—太平湖—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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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主题旅游产品 

 

一、合肥：科教工业研学游 

到达合肥—安徽创新馆—合肥科技馆—中科大火灾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仅周末对外开放）—伊利集团合肥工业园—荣事

达“双创”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返程 

 

二、淮南：楚风汉韵研学游 

到达寿县—八公山（豆腐小镇午餐）—淮南王墓—寿县古城

（聚红盛农庄晚餐）—寿州国际酒店（住宿）—寿春楚文化博物

馆—学府孔庙—（寿州活鱼馆午餐）—报恩寺—安丰塘—返程 

 

三、滁州：古今文韵研学游 

到达滁州—琅琊山—滁州君家酒店（君家太守宴午餐）—金

丝楠木博物馆—小岗村—凤阳帝城酒店（住宿/晚餐）—明皇陵

—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凤阳县区（原始煮意·土灶

台午餐）—返程 

 

四、马鞍山：山水诗都研学游 

到达当涂—大青山李白文化旅游区—桃花源生态休闲农场

（午餐）—诗城人家景区—德化堂国际酒店（晚餐/住宿）—采

石风景区—陋室·镇淮楼古街—林海生态园（午餐）—褒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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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 

 

五、芜湖：创新工业研学游 

到达芜湖—方特旅游区欢乐世界—方特酒店（午餐）—奇瑞

总部基地—龙山房车营地（晚餐/住宿）—芜湖市科技馆—松鼠

小镇（午餐）—返程 

 

六、宣城：跟着课本游宣城 

到达宣城—敬亭山—（敬亭山度假村午餐）—中国宣纸文化

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桃花潭畔度假区（晚餐/住宿）—

桃花潭—谪仙酒家（午餐）—宣砚小镇—返程 

 

七、铜陵：铜文化研学游 

到达铜陵—金牛洞古采矿遗址—铜陵市博物馆（高氧时尚餐

厅午餐）—国际铜雕艺术园—返程 

 

八、池州：诗画池州研学游 

到达池州—杏花村—秀山门博物馆—天府人家（午餐）—齐

山—平天湖—山水间·醉里头（晚餐/住宿）—望华楼—九华天池

—太朴山土菜馆（午餐）—返程 

 

九、安庆：经典文化研学游 

到达桐城市—桐城文庙—六尺巷—大关水碗（午餐）—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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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博物馆—安庆大酒店（晚餐/住宿）—五千年文博园—（山伢

佬土菜馆午餐）—返程 

 

十、黄山：徽文化研学游 

到达歙县—徽墨歙砚厂—棠樾牌坊群（鲍家花园酒店午餐）

—唐模（唐模法国家庭旅馆晚餐/住宿）—谢裕大茶文化博物馆

—呈坎—徽香楼农家乐（午餐）—中国状元博物馆—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