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高质量、大手笔、全方位推动
天府旅游名县建设，稻城举全县之
力，建立由县委书记和县长双挂帅
指挥，全县上下共同参与的创建机
制，在县域内打响了一场冲锋攻坚
战。

多元融合，打造精品。稻城县优
化市场布局,瞄准国内外市场等个
性化旅游需求，错位培育观光避暑、
民俗体验、山地旅游、休闲康养等多
元业态，推出“阳光、温泉、冰雪、神
山、星空”等八大旅游产品，形成春
赏花、夏避暑、秋观叶、冬玩雪的四
季旅游市场，实现门票经济向产业
经济、封闭循环向开放融合、粗放低
效向精细高效、点状独立向带状集
群等9个转变。以“旅游+生态”，打
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争创“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
林旅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山植树、
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程，以打
造“景观化、景点化”的生态湿地为
目的，建成金珠省级湿地公园。以

“旅游+体育”，打造国际山地旅游
目的地，举办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连续三年举办 Skyrunning 天空跑
龙腾亚丁国际性赛事，已吸引上千
名全球顶尖选手参赛，国际美誉度
进一步提升。以“旅游+科技”，打造
世界天文旅游目的地，配合中科院
建设大科学装置，新建高海拔宇宙
线观测站、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阵太
阳风射电成像望远镜、军民融合1.8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FY 一4A 卫星
对月观测系统基地等重大项目，全
力打造天文主题公园。

完善设施，塑强品牌。强化内外
交通保障，陆续新增稻城至广州、泸
州、西安等航线，年内航线将开通至
9条；全面完成海磨路、俄安路工程
建设；完成G227线稻城段主体工程
建设；开工建设赤土、木拉旅游综合
服务体。完善旅游景点沿线导视系
统，全县旅游集散中心、停车场、汽
车营地等功能健全，自驾游、自助游
服务体系完善。建成亚丁演艺中心，
成功发掘打造大型文化歌舞剧《亚
丁·三怙主》；建成亚丁非遗主题社
区；建成亚丁仁村新游客中心。

稻城品牌效应日益凸显。与今
日头条、抖音、快手等平台合作，
2018年抖音平台与稻城有关的视频
播放量达17.4亿，位居全国县域排
名第二名。2018年抖音热门贫困县
景点Top10中稻城亚丁景区排名第
一。稻城县荣获“国家绿化模范县”

“国家卫生县城”“四川省生态文明
示范基地”称号，成功创建高品质国
家4A级景区和省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
家特色小镇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1
个、省级地质公园和省级湿地公园2

个、3A级旅游景区4个，县级以上文
保单位212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
亚丁成功入选“世界人与生物圈保
护区网络成员”和 2018 年“四川十
大冰雪旅游目的地”，并以96.2分通
过国家5A级景区景观资源与景观
质量省级评审。

优质服务，强化监管。狠抓服务
软环境改善提升，3年来累计完成15
期 2000 余人次的旅游人才和各级
服务人员培训，稻城亚丁景区荣获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人才培养开
发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实施90户乡
村民宿达标户建设，完成4个“旅游
扶贫示范村”和3个农旅融合示范村
建设，全力满足游客对特色鲜明、温
馨舒适等游览住宿服务的需求。狠
抓市场监管，不断完善旅游市场监
管体系，建立旅游综合执法队、旅游
应急救援队，新设旅游巡回法庭、旅
游警察，建立健全旅游投诉处理和
安全管理机制。加大市场常态化整
治力度，坚持从严施治，积极推进

“乐善稻城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建
设。近年来，未发生较大旅游安全责
任事故、重大旅游投诉及重大负面
舆情，游客满意度保持在90%以上。

创新引领，亮点纷呈。搭建智慧
旅游平台，投入 7740 万元，建成智
慧稻城旅游管理平台和亚丁大数据
中心，形成核心景区电子化追踪服
务新格局。亚丁景区成功入选《互联
网周刊》“2018 智慧景区百强排行
榜”前十名。建设特色旅游街区，投
入资金上亿元，大手笔建成多业态
集聚的亚丁天街，开展民俗表演、美
食乐享和特色商品展售等。创新旅
游扶贫实践，出台《稻城亚丁旅游门
票分红制度》，每年拿出固定比例的
门票收入，补贴分红亚丁保护区内
4个乡镇农牧民，实现景区与社区、
景区与原住民和谐发展。目前已累
计发放各项补贴资金5325万元，受
益农牧民群众9000余人。打造旅游
扶贫样板，2018年稻城县麻格同村
成功入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
案例”，为藏区精准脱贫提供了可操
作、可复制的样本和典范。创新厕所
革命，通过“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
商管厕”三位一体的“厕所革命”，全
覆盖建设以微生物降解、无害化自
动处理的泡沫封堵环保厕所。亚丁
景区获得“中国旅游景区‘厕所革
命’培训基地”和厕所革命“全国示
范点”荣誉称号，其成功经验和典型
做法受到了文化和旅游部雒树刚部
长的充分肯定。

“又是一年春风绿，而今稻城展
新颜。名县风光无限好，处处绝景任
君游”。稻城如浴火凤凰，大放异彩，
一份献给世界的惊喜大礼正等您驾
临查收……

◎余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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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甘孜 大美天成
加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加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康定市
保护鱼通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保护、传承、利用鱼通

文化，强力推进文旅融合，近年来，康定市通过实
施保护措施、注重文化传承、深度开发利等方式，
对鱼通文化进行了挖掘整理，充分利用鱼通文化，
积极打造文旅工程，取得了一定成效。

实施保护措施。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加强
对鱼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记录，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扎实开展“鱼通刺
绣”申遗工作，目前，“鱼通刺绣”已列入全州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正积极申报州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十二杯子酒》《看郎哥》《盼娘歌》等鱼
通山歌录入非遗电子数据库；注重保留乡村文化
元素，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古碉房、古树、古桥等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挖掘，通过合理规划保留下来。

注重文化传承。针对鱼通文化遗产分布广泛，
多样复杂特点，市文旅局以鱼通山歌、鱼通锅庄等
为载体，梳理历史文脉，对鱼通文化的“贵琼语”、
缠头巾、长布衫、刺绣等实施生产性保护、创新性
发展，积极组织有关鱼通刺绣非遗传承人、鱼通锅
庄舞蹈队参加州内市内的旅游节庆、春节文化汇
演等活动，宣传推介鱼通文化价值、精神内涵；依
托村级文化室，引进墙体彩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传承保护鱼通文化。

深度开发利用。推进鱼通文化和旅游融合，以
打造大渡河流域乡村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积极谋
划姑咱康养休闲小镇和为舍、日央“官园”等产业
项目，以“鱼通官寨文化体验”“大渡野钓、文创孵
化、四季采摘”为主题，通过农耕展示、文化讲堂、
美食评鉴、实景剧表演充分展示鱼通文化魅力、独
特民俗。目前，已完成黑日村鱼通坊一期项目主体
工程，40户商铺签订入驻协议，为舍、日央“官园”
民俗改造已完成70%,3户已具备接待能力。

市委中心报道组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川西旅游产业高
质量、高品质发展，促进文旅融合推广，日前，以

“创新发展行千里·跨界融合致广大”为主题的第
23届重庆都市旅游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在重庆
南坪国际会展举办。海螺沟景区作为轮值主席携
川西环线的碧峰峡、二郎山喇叭河、丹巴、四姑娘
山、卧龙中华大熊猫苑等旅游景区参展。

此次旅游推介主要结合展台宣传及民族文化
展演的方式参展，重点向重庆市民推介川西环线
春季旅游优选产品，展会期间共发放旅游宣传书
籍1000余本，2000余份宣传折页，接受近3000
人的现场旅游咨询。

此次川西环线景区抱团参展，合力推出聚集
自然与人文风光大片的环线自驾游线路，受到重
庆市民的热烈追捧。通过联合营销宣传更好地实
现环线景区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目的，凝聚川
西环线各景区的力量，共同促进川西环线旅游业
的繁荣发展。

海管局中心报道组

海螺沟等景区
亮相第23届

重庆都市旅游节

这几天，一张图片在微信群、朋友圈和微博等
多种网络介质广泛流传：在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上，
七八个女人在花树上摆着各种造型，笑容堆满脸
颊，地下一个男的正把一个女孩往树上抱。图片的
配文为“春天来了，树上开满了大妈”，颇具喜感和
讽刺意味。

旅游在带动地方消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
为一张考验国民人文素质的考卷。这些年来，有关
旅途中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乱刻乱画等不文明行
为经常见诸报刊网络，特别是各种大小假期后，媒
体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经媒
体曝光后，很多人都在谴责，但年年谴责年年存
在，似乎成了无可奈何的“老大难”问题。就像最近
网络空间热传的“树上开满大妈”图片，八九个人
分别站在花树的各个枝头，不仅自身存在安全隐
患，而且对树木造成了伤害，虽然高兴了一时，却
拉低了国人的人文素养。

近年来，国家旅游主管部门通过多种方式重
拳治理旅游领域的不文明现象，全面提升游客的
综合素质。2018年10月新修订的《旅游法》明确规
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
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
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
文明行为规范。”同时，还制定出台了《游客不文明
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对不文明游客列入“黑
名单”，不良信息将保存一至两年，严重的甚至会
影响到出境、银行信贷等。经过综合整治，旅游不
文明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绝大部分游客的
素质有了显著提升。但随着近郊游、乡村游、自驾
游等旅游新方式、新途径的兴起，部分不文明行为
正在由名胜古迹等老牌风景区转向监管比较薄弱
的乡村景点，成为一道新的文明旅游考题。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由于个人品德修养等方
面原因，旅游不文明行为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彻底消
除，国家和地方旅游主管部门还需要针对旅游消费
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启动道德约束和法律
惩治双管齐下的模式，全面加强旅游不文明行为监
管。在道德约束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媒介资源，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出行、文明游览的良好氛围，教
育引导每一个游客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随时
随地注意自己的形象。在法律惩治方面，严格执行
旅游法律法规，如果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有破坏花草
树林等不文明行为，立即列入“黑名单”，并指导景
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让违法违规者为旅途中的
不文明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社会形成“文明旅
游光荣、不文明可耻”的浓厚氛围。

4 月 10 日，四川省
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全省首批
10 个“天府旅游名县”
公 示 ，稻 城 荣 列 榜 单 。
一 个 国 家 级 深 度 贫 困
县，以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 发 展 雄 心 和 背 水 一
战、破釜沉舟的攻坚努
力，最终化腐朽为神奇，
把一个贫穷落后的高原
小城改造成如今“中国
最令人向往的地方”，成
为“蓝色星球上的最后
一片净土”“最后的香格
里拉”，首批四川省十大

“天府旅游名县”。
一 个 地 处 边 远 山

区的小县，如何历经“破
茧成蝶”的艰难蜕变，实
现旅游名县华丽转身？
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高
原瘠地，如何成为响彻
世界的靓丽名片？

一场破茧成蝶的蜕变
稻城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之路

稻城历史悠久，东汉为白狼羌
地，属古白狼国。后被吐蕃王朝统
治达200余年。收归中央政府管辖
后，历经元明清的发展，改土归流，
又经历民国、新中国的发展至今，
历史价值极高。

稻城文化底蕴深厚，是康巴文
化和大香格里拉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境内有世界闻名的中国十大
名山——亚丁三怙主雪山，在世界
佛教 24 处圣地中名列第 11 位，属
众生供奉朝靓积德之圣地。还有贡
岭寺的佛像，扎郎寺的雕刻，日依
寺的壁画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内
乃至世界一流的文旅资源。

稻城沉睡在岁月的冰河里，方
圆7323平方公里的土地留存着大
地最古老的记忆和大自然最真实
最纯粹的心灵。这里，是童话编
织，激发诗情画意的雪域圣地。
1928年，美国人约瑟夫·洛克先后
两次来到稻城，1931年，他将此经
历和照片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
杂志上，将稻城介绍给了全世界，
引起西方震惊。1933年，英国作家
詹姆斯·希尔顿根椐洛克的游记，
创作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受
到世人追捧。1937 年，好莱坞将小
说搬上银幕，再次轰动世界，引发
世人探寻“香格里拉”的热潮。稻城
是洛克笔下“美丽的香格里拉”，是
世界华人摄影协会原副会长、美籍
华人李元年先生眼中“1000 年前
的瑞士风光”。

稻城是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
核心区和青藏高原东部一座重要的天
然地质博物馆及物种基因库，保存着
中国目前最完整和最原始的高山自然
生态系统。境内海拔高差大、立体气候
明显，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立体气候特
征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地貌结构和层次
众多的原生自然景观，孕育了原始独
特、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丰富
多彩、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以亚丁、
海子山、俄初山、红草地等为代表的自
然景观闻名世界，无不展现了“香格里
拉”的神秘意境；以藏传佛教文化、服
饰文化、歌舞文化、民居文化、土陶文
化等组合而成的人文景观古朴厚重，
无不诠释着“香巴拉”的和谐之美。稻
城以其富集的旅游文化资源成为四川
旅游“北有九寨黄龙、南有稻城亚丁”
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成为四川旅游
新的增长极，是潜在的世界山地旅游
目的地。

“旅游资源是稻城绝对的优势资
源，旅游业是稻城绝对的支柱性产业，
让旅游唱主角，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可以
说是稻城唯一的出路和最大的优势所
在，也是全县老百姓可以长久赖以谋生
的‘金饭碗’。”“要坚定信心，矢志不移
发展全域旅游，坚持开放发展，不能让
大山遮住了视野，要站在‘高原之巅’，
放眼全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区域
发展大局，积极融入川西北生态示范区
主动谋划做文章。”稻城县委书记曾关
和、县长樊玉良说。

为全面提升全县旅游产业整体发
展水平，提升稻城国内外知名度和美
誉度，增加游客承载量和客源量，实现
县域经济大跨越、大发展，近年来，稻
城县站在全省、全州的发展格局中审
视自己，大力实施“旅游强县”战略，坚
定不移发展全域旅游，努力争取在推
进旅游井喷式增长大框架下获得优于
其它兄弟县(市)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发
展后劲，始终在旅游大发展这场竞逐
中走在前面，立于潮头。该县举全县之
力，按照全域性旅游、全年性旅游和协
作性发展的目标，注重全景式打造、全
社会参与、全产业发展、全方位服务、
全区域管理，努力把全域打造成公园、
处处打造成景观、村村打造成景点，不
断补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丰山地旅
游的内涵、推精品景点的联动、拓旅游
产业的链条，把旅游产业培育成引领
群众脱贫奔康的“幸福助推器”和递给
世界的“迷你靓丽名片”！

稻城游客接待量从 2014 年的 50
万人次增加到 2018 年的 415.51 万人
次，年均递增 50%以上，旅游综合收入
从 2014 年的 3.5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1.44 亿元，年均递增 70%以上。旅游
业对稻城 GDP 的贡献已超过 50%，旅
游税收已占稻城税收总收入的 70%以
上，旅游收入对全县农牧民的增收贡
献已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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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迈勇神山。文月 摄

踏青赏花别让
“树上开满大妈”

◎杨维兵

夏诺多吉神山。
林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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