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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民宿）工作
现场会在成都召开。会议发布了由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的第一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四川共有12个村
入选，其中成都占据了4席。

而在成都乡村旅游结出的果实背后，是
其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从自上世纪80年代末
开始，成都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自主发展、
规模发展、规范发展、提升发展等四个阶段，
目前主要有十种模式。

4村入选 在副省级城市中排第一

据悉，本次四川省入选的12个村分别是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蒲江县甘溪
镇明月村、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都江堰
市柳街镇七里社区、德阳市绵竹市孝德镇年
画村、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尓莫乡阿土
列尔村、眉山市丹棱县顺龙乡幸福村、甘孜
藏族自治州丹巴县聂呷乡甲居二村、乐山市
峨边县黑竹沟镇底底古村、南充市阆中市天
林乡五龙村、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民强
村、达州市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大窝村。

“成都市有四个村入选，在副省级城市
中排名第一。”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资源开
发处处长刘海表示，它们分别是郫都区唐昌
街道战旗村、蒲江县甘溪镇明月村、彭州市龙
门山镇宝山村、都江堰市柳街镇七里社区。

据悉，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成都乡村旅
游发展经历了自主发展（1987-1991年）、规
模 发 展（1992-2002 年 ）、规 范 发 展
（2002-2008年）、提升发展（2008年至今）等
四个阶段。

而在如今成都市乡村旅游结出的果实，
离不开多元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据介
绍，目前成都市乡村旅游主要有十种模式，
能够入选4个“重点村”也和这些创新模式的
实践分不开。

明月村：文创+乡村发展模式

成都四个入选的村有何不同？除了四个
入选的村，成都乡村旅游还有什么其他的亮
点吗？

本次入选的明月村位于蒲江县甘溪镇，
以陶文化为主题，以文创产业为支撑，以旅

游合作社为主体，以乡村旅游为载体，实现
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农民增收、新型城镇化
发展的和谐统一。

据了解，明月村计划引进知名艺术家、传
统手工艺翘楚、知名手工艺收藏家及文创项
目，建造新窑、陶瓷博物馆、国际创意大集市、
中国茶道交流院落群、国际陶瓷大师创意工作
院落群、中国首个创意型乡村酒店、中国传统
手工艺创意产业园区等主要内容，形成以“陶
艺”为特色的艺术家集群和文化创意集群。

目前，该村已引入36个文创项目，100余
名创客。首期明月窑、蜀山窑陶瓷艺术博物
馆、远远的阳光房草木染工房等15个乡村旅
游和文创项目已建成并开放。

同时游客与在明月村创业的100多名
“新村民”共同参与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公益
讲座，深刻影响着明月村的文明乡风和乡村
治理。当地农户通过租赁闲置院落、在文创
项目就业、乡村旅游合作社入股社员分红、
自营餐饮、住宿、传统手工艺项目拓展了增
收渠道。2018年，明月村接待游客23万人次，
文旅产业收入超1亿元。

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成都4村入选郫都区战旗村

据了解，剑南大道快速公交K4线、成
渝高速快速公交K6线将根据道路施
工改造进度适时开行，沙西线快速公
交K7线也已开工建设。未来，快速公
交线路将深入大丰、新都、龙泉、温江
等区域，依托快速公交道路资源的公
交“快速网”将逐步发展成熟。

快速公交快速公交““跑出跑出””二环二环
一环三环也要开啦一环三环也要开啦

除了明月村文创+乡村的发展
模式，成都乡村旅游还有包括都江
堰市推进生态价值多元转化模式；
战旗村乡村旅游综合体发展模式，
其中战旗村有着成都“小普罗旺斯”
之称的“妈妈农庄”是四川第一家规
模化熏衣草种植基地，是“一三联
动、以旅助农”的典型代表；因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道明竹编得名的竹
艺村，则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模式。

另外温江区采用依托景区带动
发展模式；新都区将天府文化与绿
道建设、特色小镇打造深度融合，实
现集乡村旅游、火锅美食、音乐演艺
于一体的旅游消费新场景，培育“绿
道+”发展模式；安仁镇景镇一体的
发展模式，使之实现了传统农业镇向
现代文旅小镇的转变；宝山村由宝山
旅游接待中心、宝山温泉度假区、回
龙沟大峡谷风景旅游区、太阳湾风景
区、新农村旅游区，构成的“一心四
区”在当地已发展成熟，成为业界认
可的山地休闲度假的新模式。

而以房车为载体，以营地为平
台，引进32辆原装进口美洲豹高档
房车打造房车度假营地的青白江走
的则是房车度假发展模式；采用花
卉+休闲观光发展模式的锦江区三
圣花乡，2018年接待游客1319.49万
人次，旅游收入8.3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都江堰
推进生态价值多元转化

■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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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
培育“绿道+”发展模式

■青白江
房车度假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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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乡村旅游

“花样多”

●2013年5月31日
二 环 路 快 速 公 交 K1
（K1A）、K2（K2A）开行；
●2018年
9月20日

第一条快速公交支线
K11（金沙公交站-天府
五街站）开行；
●9月21日
凤凰山快速公交K3开
行；
●2019年
4月12日

日月大道快速公交K5
开行；
4月27日

快速公交支线K13（九
里堤公交站-石羊场公
交站）开行；
5月8日

快速公交支线K11高峰
区间线K11A（金沙公交
站-地铁孵化园站）开
行；
7月10日
快速公交支线K12[金沙
公交站-成都东客站
（东广场）]开行。

3个月连发两条招标公告

根据《成都市一环路快速公交规划建设方案
编制招标公告》（7月29日）、《成都市三环路及人
民南路—天府大道快速公交规划建设方案编制
招标公告》（4月24日），编制一环路快速公交规划
建设方案以及成都市三环路及人民南路—天府
大道路段快速公交规划建设方案，均是适应成都
市公共交通发展需求，所以公开招标确定规划建
设方案编制单位。

公告均要求，编制单位需为长期从事综合交
通规划、城市交通专项规划、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研究的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熟悉成都
市公共交通规划。且分别熟悉成都市一环路规划
建设情况、成都市三环路及人民南路—天府大道
规划建设情况，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一环路三环路均改造

作为快速公交的元老，二环路快速公交系统
是与二环路快速路项目（在原二环路上整体修建
高架）同步开工建设的。那么，一环路、三环路也
要开行快速公交，道路情况如何呢？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两条道路的相关路段都正

在或已经历新一轮扩能提升、综合整治等。
建成于1986年的成都一环路，可以说是这座

城市里资格最老的环状交通干道，全长19.4公里，
双向6车道。一环路综合整治工程于一年前启动，
按照“公交优先”和“慢行优化”的总体原则，对人
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进行扩容改造，同时对一环路
进行景观提升，将有效改善全线道路路面质量、
提升道路交通通行能力。

作为城区环线城市快速道路的“小弟”，成都
三环路则于2002年通车，全长约51公里，主车道
为双向八车道。为疏解道路交通瓶颈并保障公交
优先通行，成都市于2017年启动对三环路的扩能
提升，辅道拓宽为12.5米，设置4条车道，包括3条
机动车道和1条大容量公交专用道。根据实施方
案，新增施划双向102公里公交专用道，强力保障
地面公交路权。

此外，人民南路—天府大道路段是成都中
心城区和天府新区双中心的城市中轴线，道路
级别高，也分主辅道。一环路快速公交、三环路
及人民南路——天府大道快速公交将为“一环
多支”的成都快速公交网络体系增加“两环”，可
能成为“三环多支”。具体如何规划建设，让我们
拭目以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客流：运送乘客超
过5亿人次，日均客流
超过33万人次

频率：高峰期发车
频率从3分钟/班，已提
高到30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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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成都快速公交元年，二环快速公交K1（K1A）、K2（K2A）正式开行，全程高架行驶，全天
候公交专用道，无红绿灯，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特别是二环周边居民出行。

近一年来，成都快速公交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开行K3、K5、K11、K11A、K12、K13这6条线路，形成
“一环多支”的快速公交网络体系。

7月29日，成都公交集团发布《成都市一环路快速公交规划建设方案编制招标公告》，今年的4月24
日还曾发布《成都市三环路及人民南路—天府大道快速公交规划建设方案编制招标公告》。这意味着，
除了二环路，一环路、三环路及人民南路—天府大道都将开行快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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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宝山村

市民游览蒲江县明月村，在远远的阳光房学习染布蒲江县明月村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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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旗村乡村旅游的“小目标”：

5年内，
村里民宿承接力
达到1500人

制图 李开红

公众聚集场所
作出符合消防安全标准承诺即可营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