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 《
“
春节留宁过大年·文旅惠您

大礼包
”
优惠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各相关国家等级旅游景区,南京旅游集团、

市博物总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

根据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

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宁委办发电 〔2021〕 6号 )要求 ,

为统筹做好 2021年春节假期新冠疫情防控,丰 富假日旅游产

品,保障留宁外地人员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我局制

定了《
“春节留宁过大年·文旅惠您大礼包”

优惠活动方案》,已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联系人:陶勇,联系电话:18951760806。

邮箱: 137286312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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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发改委,财政局,公安局,交管局,交通运输局,城管局 ,

卫健委,市场监督局,应急管理局,各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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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留宁过大年·文旅惠您大礼包

”

优惠活动方案

为丰富人民群众春节文化生活,展示南京
“
美丽古都、创

新名城
”
城市形象,在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保障留

宁外地人员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市政府同意在辛丑

年春节假期向外地留宁过节人员派发
“
文旅惠您大礼包

”
。特制

定本方案。

-、 优惠内容

礼包一:22个 A级以上收费室外旅游景区 (点 )白 天首

道门票免费。

中山陵园风景区 (明 孝陵、音乐台 )、 南京城墙景区 (东

水关至集庆门段、神策门瓮城至太平门段城墙 )、 莫愁湖景区、

幕燕滨江风貌区(长江观音景区、达摩古洞景区、燕子矶公园 )、

宝船厂遗址公园、栖霞山风景区、南京明文化村 (阳 山碑材 )、

珍珠泉风景区、金牛湖景区、老山森林公园、雨发生态园、平

山森林公园、桂子山石柱林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瓜埠山景区、

天生桥景区、无想山景区 (天池 )、 溧水大金山风景区、游子

山休闲旅游区 (祈福园 )。

不含园内专类园区 (馆
)、 夜游项目及游船、游览车、游

乐活动等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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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动等收费项目。

礼包二:5家市属收费博物馆白天首道门票免费。

南京市博物馆 (朝天宫 )、 六朝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瞻 园 )、 南京市民俗博物馆 (甘 熙宅第 )

不含馆内夜游项目及其他收费项目。

礼包三:南京环城游巴士 (春节文旅惠您观光游专线)免

费乘车卡一张 (电 子码 )。

二、活动时间

2021年春节假期(2021年 2月 11日 ——2月 17日 )白 天 ,

旅游景区、博物馆闭园 (馆 )时 间除外。

三、享受人员

南京新市民 (持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江苏省居住证》或

在宁高校学生证的春节假期外地留宁人员 )。

四、获取方法

1.22个 A级以上收费室外旅游景区 (点 )和 5家市属收

费博物馆 (以 下简称:活动园馆 )免费入园 (馆 )码 ,需关注

“
南京文旅

”
、
“
莫愁旅游

”
微信公众号或景区场馆官网

“
惠您礼

包
”—“

惠您园馆预约
”
通道,凭本人居民身份证预约获取,并且

至少在入园 (馆 )前一天预约。每张身份证在活动期间,同 一

家活动园馆只能免费预约一次,无预约不前往。

需要前往活动园馆参观游览人员,应 当提前关注“
南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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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
、
“
莫愁旅游

”
微信公众号或景区场馆官网预约平台,了 解相

关景区、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和预约信息。遇到闭园 (馆 )或预

约满员,不建议再前往该景区、博物馆。

2.环城游巴士 (春节文旅惠您观光游专线 )免费乘车码 ,

需通过关注“
南京文旅

”
、
“
莫愁旅游

”
微信公众号

“
惠您礼

包”一“
惠您巴士预约

”
通道,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免费进行预约 ,

并且至少在乘车前一天预约。每张身份证在活动期间,只 能免

费预约一次,无预约不前往。

五、使用方法

1.进入免费活动园馆时,须凭当天预约码、本人居民身份

证和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江苏省居住证》或在宁高校学生证 ,

在接受疫情防控测查并登记后,方可进入。

2.乘坐环城游巴士 (春节文旅惠您观光游专线 )时 ,须凭

当天免费乘车码和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江苏省居住证》或在

宁高校学生证,在开通的任意旅游线路站点,在接受疫情防控

测查后,方可乘坐,当 天不限次使用。

六、管理要求

1.各活动园馆和环城游巴士管理单位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按照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指挥部

《关于进一步把牢
“
十个关田”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落实市文旅局 《关于印发 (南京市文旅重点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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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冬春季疫情防控要求〉的通知》工作要求,专 门细化本次活

动疫情防控预案,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2.各 活动园馆单日和瞬时入园 (馆 )总人数不得超过最大

承载量的 75%。 预约人数达到 75%时 ,预 约通道应当立即关闭,

活动园馆应及时公告。同时要做好入口、停车场、换乘中心等

重点区域人员疏导工作,严防人员聚集。

3.活动园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预约系统,细化预约工作

方案,优化预约入园 (馆 )核验和登记流程,确保活动期间预

约和入园 (馆 )工作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4.活 动园馆要进一步制订专项工作细则,通过电子屏、广

播、语音、告示牌等方式,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并在景区、场

馆主 (次 )入 口、官网、公众号等显著位置做好公示和提醒。

5.活动园馆要为本次免费人员安排工作专班,合理配置管

理人员,设置专门入园(馆 )通道,也可与特殊群体通道并用 ,

同时要做好本次免费人员的身份信息核查和登记工作,做到可

查询、可追溯。

6.各 活动园馆要积极争取辖区政府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支

持,及时汇报沟通,落实属地保障。各区文旅部门要主动与公

安、交通、城管、卫健、市场监督、应急管理等部门联系,建

立联动机制,共 同应对景区、博物馆内外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治安管理、食品卫生、交通疏导、占道经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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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各级文旅部门要进一步明确春节假期疫情防控工作职

责,健全防控人员组织体系,完善联络机制;督促各活动园馆

进一步细化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加强员工培训和应急演练,保

证在岗人员熟悉职责分工和对异常情况的应急处置流程;加强

防控工作指导,切实做好日常工作巡查,如有问题及时提醒景

区、场馆整改。

8.中 山陵园管理局、市博物总馆、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

心及其他参加本次优惠活动的旅游景区,要及时统计实际接待

享受本次免费活动人员数量,并于每日下午 17:00前如实报

送市文旅局假 日办 (一律使用传真或邮件方式,值班电话 :

68789160;传 真:68789020;邮箱:nilyw2013@163.com)。 各

活动园馆要保留好每天实际接待享受本次免费活动人员登记

数据。环城游巴士营运单位要保留好接待享受本次免费活动人

员数据和运营数据。原等级旅游景区、博物馆接待人数和收入

统计上报工作,仍按黄金周假日统计惯例工作程序完成。

9.春节假期结束,参加本次优惠活动的旅游景区、博物馆

和环城游巴士营运单位要认真做好接待工作总结,汇 总接待本

次免费活动人员登记数据、运营数据。于 2月 19日 12∶00前报

送市文旅局,过期视为无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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