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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区 景 点

“五一”小长假期间，康定市

共接待游客 10.6万人次，实现

社会旅游总收入10578.8万元 ,

同比增长193%和178.3%。康

定 市 三 大景区共接待游客

17935 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1245708元。其中木格措景区

接待游客 11020 人次，门票收

入 955668元，同比增长117%

和 127%。跑马山景区接待游

客 5318 人 次 ，门 票 收 入

150300元，同比增长241%和

221%。木雅圣地景区接待游客

1597 人次，门票收入 139740

元。这一切成绩取得的背后康

定市都采取哪些措施？作了怎

样的相关工作？带着问题，笔者

走访了康定市假日旅游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

服务口碑好服务口碑好 景区人气旺景区人气旺
康定市“五一”旅游接待素描

“在五一节来临之前，康定市委、
市政府就召开了“五一”小长假旅游接
待工作部署会，从 6 个方面对“五一”
旅游接待工作作了全面详细的安排部
署，明确了全市35个相关单位的工作
职责,涉旅部门包括市委宣传部全部
全员在岗开展工作。”市假日旅游协调
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人周文霞介绍
说：“五一小长假期间我市实行 24 小
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责任制。市委
宣传部、市文旅广局、木格措景区管理
局、市交警大队‘五一’期间不放假，全
员在岗，确保我市旅游市场稳定有序。
还组织安全检查情况。对加油站、燃气
站公司、景区景点等场所进行了安全
大检查。康定市工商质监局、安监局、
文旅广局等单位和相关街道乡镇对全
市和辖区内的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药
品零售店、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详
细巡查。特别是对城区、木格措景区、
新都桥沿线等地开展消费投诉接待、
虫草、土特产销售的专项检查，出动执
法人员300余人次，康定电视台、康定
全接触和本地自媒体等多方面发布旅
游咨询信息及交通信息，确保了辖区
内经营秩序良好。我市未发生安全应
急事故，游客投诉事件。”

4月30日，笔者来到木格措景区，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
动，人气火爆，游客有序的在窗口前、观光车站前排队等候，公
安民警、景区管理人员在值勤巡逻，为前来咨询的游客进行讲
解、带路。

在七色海景点，众多游客陶醉在蓝天白云、山水美景中，驻足
拍照留念，感叹景区美景、洁净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时，景区的工
作人员在忙碌地收集和清运游客扔在垃圾箱里的垃圾；数名公安
警察排着整齐的队形正在进行巡逻和指挥游客上下交通车。

来到野人海景点，正好遇见一支由18名台湾同胞组成的旅
游小团队。旅游小团队中的游客胡先生说：“我们来自祖国的宝
岛台湾，是《康定情歌》把我们带到了美丽的木格措，这里太美
了！康定城美、康定人美、康定的天蓝，这里的美景、这里和谐的
环境、这里的夜景都让我们陶醉，我们都不想走了！”

当胡先生向笔者讲述此次到康定旅游的感受时，在不远处
传来：“快来帮帮忙，老人晕到了……”的呼救声。寻声而去，只
见一位老年女游客突然发生高原反应，晕倒在地上。此时，听到
呼救声的景区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迅速来到老人的身边，及时
疏散了围观的游客，立即给老人输上了氧气，并把老人背到了
景区医务室，在老人的症状得到缓解后，值勤民警又协调景区
观光车，让其在家人陪同下提前下了山。

中午时分，当游客们在景区餐厅里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
有欣赏着窗外的美景时，而在景区内的执勤公安民警和景区工
作人员却在餐厅外的一处空地上，以天为餐厅、地为桌椅，吃着
合饭。

“‘五一’小长假来景区游玩的游客很多，为了让游客能够
游的开心、高兴、舒心，看到他们满意的笑脸，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和称赞，我们再辛苦也值了。”木格措景区的工作人员说。

在“五一”小长假来临前，康定市各大景区积极开
展了各项服务提升工作。各景区在去哪儿网和携程网
等旅游票务网站开通了网络购票服务，临时调配了多
辆观光车、增添了工作人员，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
旅游服务。

木格景区工作人员陈佳丽告诉笔者说：“‘五一’
小长假期间，许多游客在游玩了木格措外，还到咨询
点咨询周边景点，也想去领略更多的美丽风光。

近年来，康定市在景区建设、旅游服务、旅游产
品开发、市场监管等方面有明显提升，加上雅康高
速泸定段的开通，使各大景点都出现了人气爆棚的
景象。

“‘五一’小长假，我局的全体警员在岗，领导靠前
指挥，随时协调，调配警力，提高指挥效力，确保各项
工作高效、高质开展。每天投入警力502人，全力做好
各项安保工作，为康定的旅游发展保驾护航。”康定市
副市长、公安局长李尚谦说。

据了解，为全力做好交通保畅，确保游客来得
了、走得畅、游得好。康定市各辖区派出所，侦查、治
安卡点等业务部门，不仅加强了治安管控工作，加
强了旅店、娱乐场所等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清查和
管控，推动案侦工作，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
让游客游得安心，游得安全，同时还全力做好旅游
景点的治安秩序维护，在主要景区部署足够的警
力，严厉查处盗窃、诈骗游客财务和侵犯游客人身
权力的案件，打造良好的康定旅游形象。在“五一”
小长假期间，该市公安局共投入警力 1000 余人次，
车辆 120 台次，接受游客咨询 4000 余人次，救助游
客 900 余人。

为做好应对恶劣天气条件下，保通保畅预案，确
保国道318线沿线不发生长时间、大规模堵车。康定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长朱建阳说：“我们大队针对小长假
交通高峰，利用微信、短信平台发布路况信息，提醒交
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针对恶劣天气，组织民警对
道路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及时
向相关单位报告，及时进行除险修复。对可疑车辆必
检，绝不放过；对涉牌涉证等违法行为，一律扣车扣
证，决不放过。”

“我们全体干部职工分为6个小组，开展‘五一’旅
游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对国道318公路沿线垃圾和
庭院杂物进行清理，督促沿线商铺规范店招店牌，共
清理垃圾40余处、1.8吨，清扫厕所1处，清理大红牌
子4处、废旧车辆1辆；协助交警做好道路保畅，因游
客汽车故障协助交警保畅28分钟；设立3处旅游服务
咨询点，服务50余人次；规范国旗悬挂，规范国旗30
处。”榆林街道办张玉磊说。

市委中心报道组 张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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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甘孜游览甘孜
这8个地方莫错过！

◎如果亲曾经到过甘孜，那么亲是幸运的，因
为小伙伴们感受了人间最美的仙境；

◎如果还没来，没关系，甘孜一直都在。

◎这里的每一公里都给人不同的精彩。

◎如果有一天踏上了这片圣洁的土地，请
一定要记住，这些地方有让人难忘的景色。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打牢脱贫基础，依
托产业实现脱贫奔康，泸定县兴隆镇下马厂
村借力牛背山景区开发，发展并壮大村集体
经济，大力发展旅游接待。在州、县相关部门
大力关心下，4 月 27 日，集村务办公、旅游咨
询和接待为一体的综合体——牛背山别院隆
重开业。

开业典礼上，州人大副主任白苏英和州政
协副主席陈洪暴共同为牛背山别院揭牌，同
时，州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王明阳、游建忠
分别为泸定县摄影家协会和甘孜州摄影创作
基地授牌。

牛背山别院是下马厂村两委充分利用旅
游资源，带领村民找准发展，摘掉贫困“帽子”
的一条出路，牛背山别院的开业将进一步充实
村集体经济，为下马厂村的精准扶贫和旅游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将带动全体村民进
一步加快脱贫奔康的步伐，与全国全省同步建
成小康社会。

县委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加强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
工，强化市场执法检查力度，确保广大群众和游客的
旅游安全。连日来，白玉县文广局、食药工质局、公安
交警等相关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分别对全县各宾馆饭
店、大小商铺、道路交通等行业开展了执法检查，县
公路分局、路政部门切实加强了道路的保通和养护
执法检查工作。

在此次执法检查中，重点查处欺客宰客行为、服
务质量差、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过期食品以及无证经
营、环境卫生差等现象，并对车辆超载、超速、无证无
牌驾驶、酒后驾车等违章驾驶行为进行查处。同时，还
积极向广大经营户宣传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无证无
照经营查处办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让经营
户知法懂法，在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提升自律意识。

白玉县公路分局职工让姆四杰说：“为抓好路畅
通道路‘四保工作’（保通、保畅、保洁、保安全），分局
主要领导带队，对辖区内公路养护责任路段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和道路巡查工作，对发生道路跨方等路段，
及时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抢通。”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杨娟

旅 游 资 讯

牛背山旅游又添新去处 强化检查 确保旅游安全

吟山
层峦叠嶂群山峻，

唯有贡嘎最著名；
远眺主峰银光闪，

直刺云霄锷未残。
怪石嶙峋满山岗，

半山居雾若带然；
明月青辉松涛吼，

敞开胸怀迎云天。
吟水

两江一河哺苍生，
不舍昼夜向东奔；

西部开发号角催，
高峡平湖添新景。

泛舟渔歌迎朝阳，
瑟瑟余辉照晚情；

银河飞泄九天外，
万家灯火如昼明。

吟林
莽莽林海翠群山，

松柏古树冲云天；
枫林片片飘彩云，

高山杜鹃花更艳。
飞禽走兽任自由，

山泉淙淙绕石间；
莫忘深山护林人，

和谐共处最自然。
吟草

离离原上草青青，
姹紫嫣红花映人；

和煦微风戏炊烟，
绿波泛起牛羊奔。

奶茶飘香沁心脾，
手抓牛肉鲜又嫩；

牧歌悠扬传天外，
喜看草原气象新。

浅吟甘孜美景浅吟甘孜美景
◎宁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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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海螺沟的人都知道，海螺沟“一沟有四
季，十里不同天”。其实海螺沟冬暖夏凉，云雾多
日照少，不论你是来度假、疗养、登山，还是科考
探险，这里绝对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海螺沟有五绝：日照金山、冰川倾泻、雪谷温
泉、原始森林和康巴藏族风情，每一项都能让你
叹为观止。

海螺沟
拒绝融化的冰川

稻城亚丁
最后的香格里拉

提到稻城亚丁，光是这个名字便能让人浮想联
翩。这片地处川西的秘境，被很多人称为“最后的香
格里拉”。这里有三座大山，仙乃日、夏朗多吉、央
迈勇，她们被视为亚丁的守护神山。

高高的雪山耸立在苍穹，五彩的森林映衬
着，山谷的湖泊倒影着，这幅画面是亚丁的象征，
由草地、森林、小溪组成的冲古草坪是一睹“仙乃
日”和“夏朗多吉”风采的最佳位置。

丹巴藏寨
空谷藏美人

“丹巴有三绝，空谷藏佳人”。到了丹巴，甲居
藏寨、碉楼和丹巴美人谷是不可错过的美景。

一幢幢外形美观，风格统一的的寨房依着起
伏的山势迤逦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与周围
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构成
一幅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画卷。

丹巴碉楼主要集中在河谷两岸，在碉楼集中
的地方，数十座碉楼连绵起伏，形成蔚为壮观的
碉楼群。

新都桥
摄影家的天堂

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那么新都桥是你绝不
能错过的圣地。这里有神奇的光线，无垠的草原，
弯弯的小溪，散落草原的藏寨，安详吃草的牛羊，
每一处景色都让你流连忘返。

新都桥最佳摄影季节是秋季，深秋的色彩、层
次和光影都是最好的，而一天当中最好的光线出现
在早上或者黄昏时分，站在村头的山坡，整个河谷
尽收眼底，让你恍如置身在色彩浓烈的油画当中。

道孚民居
藏式建筑精华

德格玉隆拉措
西天瑶池

乡城
最美香巴拉

伍须海
仙女梳妆的明镜

若说起甘孜藏区最纯真的民居，南看乡城，
北看道孚。道孚这座海拔近3000米的高原小城，
首先呈现给人们的是鳞次栉比的藏式民居，它们
从平坝向着低缓的山坡蔓延，构成一道别具一格
的风景线，使整个城市熠熠生辉。

更令人惊叹的是其内部的装饰。房间四壁、
房门和梁柱上都绘满了精致的藏式壁画。置身其
间，色彩斑斓中，身边尽是龙飞凤舞，鹤翔麟跃。

玉隆拉措位于德格县境内的雀儿山下，川藏
公路侧，是甘孜州著名的冰蚀湖。湖泊周围有高
原云杉、冷杉、杜鹃树和草甸环绕，蓝天白云，冰
雪皑皑，湖岸珍禽异兽出没，湖中野鸭成群。夏秋
季节，山花烂漫，争芳斗艳，真是世间仙境。

乡城的县城很小，这里的全藏式建筑很富有
民族特色，县城周边的白色藏房样式简单统一，
是香巴拉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整个乡城县周边的大山都氤氲着雾霭，甚是
漂亮，置身县城，你会有种犹入人间仙境的感觉。
对于乡城来说，大自然的馈赠是丰富的，尼丁大
峡谷、香巴拉七湖、马熊沟大峡谷、佛珠峡等独具
特色的自然生态景观都让人惊叹。

伍须海是贡嘎山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
份，其位于九龙县北部，距离县城25公里。

景区主到处是原始森林和宽阔的草甸，湖水
清澈透明，环境清幽。从夏到秋，周围百花盛开，
争奇斗艳。盘根错节的古树，攀延缠绕的藤枝，伸
向湖面的杜鹃树，都使伍须海显得更加原始古
朴，来甘孜，这里真是个不能忘记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