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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文旅+农旅三旅融合
成都锦江区打出全域旅游特色牌

旅游在变。从过去的
景点观光，逐渐走向全域
旅游。作为成都市五城区
首个获批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区域，锦江
区如何在新时代、新跨越
中让全域旅游“遍地开
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锦
江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
将区域定位为“世界旅游
目的地都市核心区”，以全
域旅游发展思路，让商旅、
文旅和农旅相互融合，创
新旅游业态和产品体系，
在成都市的全域旅游发展
中，走出了一条特色创新
道路。

依托春熙路、大慈寺、
太古里、水井坊、IFS、江
南馆唐宋古街遗址、省川
剧院、三圣花乡等为基础
的都市旅游品牌和乡村旅
游品牌，锦江区正搭建起
一条集购物、文化、美食、
时尚等功能完善的全域旅
游产品体系。

数据显示，2017年前
三季度，锦江区接待游客
1332.74万人次，同比增
长12.19%。旅游业已成
为锦江的社会消费热点和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点。

三大顶级商圈助力
高峰日客流量超过30万人次

关键词

商旅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

古今。”作为成都市中优核心区，一直
以来，锦江区以历史底蕴和现代时尚
购物见长。在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
都市核心区”中，引导商贸业、旅游业
互补，推动商旅融合发展。

成效开始显现。今年初，世界领
先的商业地产服务和投资公司世邦
魏理仕发布了《2016年中国重点城
市国际购物天堂核心区发展指数报
告》，在12个城市重点城区中，锦江
区的商业发展基础和市场表现位列
前三。今年上半年，据成都市零售商
业协会公开数据显示，成都IFS及远
洋太古里半年经营业绩分列成都主
要商业综合体第一、二名，而成都

IFS更是连续三年领跑。
活力还在迸发。在全域旅游框

架下，锦江区正在构建都市休闲旅游
组团，依托“春熙路—盐市口”“红星
路—大慈寺”商圈，建设各类大型商
业综合体25个，吸引了路易威登、普
拉达、爱马仕等国际知名品牌400多
个，集合成都76%的国际一线品牌，
并引进博舍、尼依格罗、万达瑞华等
高品质酒店23家，数量居全市之首。

变化已经来临。近两年来，越来
越多的旅游网红“打卡”点在锦江区
涌现。IFS大熊猫、太古里街景和喷
泉、言几又和方所书店……一个又一
个充满成都特色的旅游地标在锦江
区拔地而起。游客在买遍全球同时，

还能感受到锦江区的国际魅力。锦
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自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成都远
洋太古里开放后，区内商圈已成为中
国西部国际购物、都市休闲的新地
标。2016年，仅春熙路—太古里片
区高峰日人流量就超过30万人次。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锦江区还
将围绕高端发展，加快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不断推进旅游休闲业与现代商
贸等产业跨界融合，夯实成都国际旅
游目的地都市核心功能区的产业基
础。同时，大力发展“互联网+”和

“体验式消费”经济，切实提升商圈国
际影响力和消费吸附力，形成现代商
贸、商务旅游、入境旅游的联动发展。

留住老成都的记忆
打造29个历史文化特色街区

关键词

文旅
今年7月，成都市中心城区第一

批10条“最美街道”正式出炉，锦江区
水井街获评“最成都·背街小巷打造
成特色街道”。作为锦江区最具特色
的背街小巷，这条因水取名因酒闻名
的道路，在进行升级改造和环境综合
整治后，焕发出了崭新光彩。

事实上，这条街道的蝶变，承载
的也是锦江区文化旅游的转型升
级。锦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透
露，水井街街区是锦江区全力打造的
四条特色街区之一，该街区以“酒肆
文化”为核心，以“历史文化”为内涵，
将博物文化区、博览展示区与酒吧文
化区、酒店居住区、水景旅游区高度
融合，体现独特的“锦官城”，其定位
是“文化浓厚、高端时尚、现代开放、
功能完善”的高品位旅游休闲街区。

依托迄今为止全国以及全世界
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设施
最全面，出土文物丰富的白酒酿造水
井坊遗址，把街区的文化底蕴和个性
特色都融入“水、井、院、巷、酒”里。

在这里，既能看到岁月与时尚穿梭交
融，也能体会“慢生活”与“快节奏”兼
容并存，还能感受厚重历史文化带来
的心灵共鸣，是成都酒文化的一张响
亮名片。

记者了解到，未来锦江区还将重
点围绕“七街六巷”历史文化资源，做
优百年春熙和锦江剧场—春熙坊片区
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激活水井坊、大慈
寺、江南馆唐宋古街遗址等文化旅游
项目，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内涵，打造文
化旅游品牌，突出锦江文化旅游特
色。同时，深度挖掘街区历史文化特
点，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分批分阶段在
全区打造29个历史文化特色街区。

“我们的文旅框架中，除了文化
旅游，还融入了文创旅游。”锦江区文
体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全域
旅游的发展中，文化创意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将重点打造以红星路35
号、三圣花乡文化创意基地等为代表
的现代文化创意项目，不断提升文化
休闲旅游氛围。

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鼓励特色精品民宿打造和推广

关键词

农旅
如果说春熙路、盐市口、红星路、

大慈寺等商圈是成都旅游的颜值担
当，那三圣花乡就是成都乡村旅游的
诗意栖居。前者代表着光鲜亮丽的
成都，后者诠释了休闲文艺的成都。

从花乡、农家乐到艺家乐，三圣
乡也经历了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游客除了能在此感受田园风光外，还
可进行体验式农业旅游。记者了解
到，目前三圣花乡片区正在推进乡村
旅游品牌化发展。以乡村旅游提档
升级为目标，以“乡村旅游+”为思路，
着重植入“文化”“国学”“艺术”等功
能，打造以隐约、子曰等为特色的“艺
家乐”品牌，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化、文
创化、品牌化，推动“乡村旅游+”模式
迈向精品化3.0阶段。

锦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三圣花乡片区还将增加乡村
旅游的产品供给，打造夜间经济，创
新旅游业态。强化乡村旅游休闲度
假功能的植入，打造更多农旅融合项
目，不断发展民俗体验、艺术体验、自
助体验的川西特色民宿，延伸乡村旅
游产业链。

此外，支持国内外青年创业团队
开展乡村旅游自主创业，加快推动新
兴业态落地，形成涵盖乡村美食、民
俗、度假、娱乐、艺学的多元乡村产品
体系，为游客提供多角度、特色化的
深度体验。

精品民宿也是未来锦江区农旅
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负责人介绍，锦
江区将探索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培
育休闲旅游新业态，指导和鼓励特色
精品民宿的打造和推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制图 杨仕成

清新绿色型
绿植包裹“森林小屋”
路人称奇忍不住拍照

11月30日，成都迎来了难得的
好天气，南三环路一段外侧，新修
好的绿道上，不少市民在此休闲娱
乐。整齐的树木、翠绿的草坪，走
在蜿蜒的步道上，仿佛置身梦幻森
林。在靠近茶花街处，“藏”着一栋
绿色的小房子。

房子外墙上，种满了绿色植物，
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一栋“森林小
屋”，十分梦幻。这座“小清新风”的
森林小屋究竟是干什么的？透过植
物的间隙，一个画有男女图标的标
识“暴露”了它的身份——成都市三
环路改造后新近亮相的公共厕所。

虽然已是冬天，但厕所外墙上
的绿色植物依旧生机盎然。“这是
有专人来照顾的，浇水、修枝。”在
此工作的环卫工人说，定期都有专
业的园林工人来进行维护，保证厕
所“颜值在线”。

“这个是厕所啊，太洋气了嘛，
第一次见。”30日下午，路过此处的
市民黄先生在认出这座“森林小
屋”后，拿出手机，忍不住拍了几张
照片。对于这样的场景，环卫工人
已习以为常，“经常都有人拍照，大
家都觉得新奇。”

除了“外表光鲜”，分分钟俘获
众人的目光，这座公厕在细节处也
尽显贴心——用平缓的坡道代替
台阶，方便坐轮椅的市民使用；除
了男女厕外，还有专门的无障碍卫
生间。“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让
人感觉到温暖。”黄先生不住称赞。

在成都，走“小清新风”的公共
厕所可不止这一座。

红星路一段和东城拐下街交
叉口，还有另一座“森林小屋”。绿
植包裹着整座厕所，“熊猫”图案的
外墙面向马路一侧夺人眼球。

位于菊乐路口的公厕，远看像
一座“花房子”：屋顶是红艳的三角
梅，外立面是紫色的红花继木、黄
绿色的鸭脚木、吊兰、肾蕨……

温馨体贴款
小公厕自带“文化感”
第三卫生间设婴儿护理台

红色的屋顶、简洁的白墙、别
致的花窗，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精
巧的小亭子。

在广福桥横街与西街交叉口
处，有这样一个精致的公厕。距离
某著名历史文化遗迹百余米，让这

个公厕自带浓厚的爱国主义文化
氛围，2016年它获得了“最美公厕”
文化奖。

除了文化内涵，这个厕所本身
也是很不简单——它属于整体装配
式公厕，采用钢架结构，外立面材料
也使用了新型环保材料，只用3天就
可搭建完成，而如有需要，一晚上就
可以把它吊走，安装到其他地方去。

相比于其他公厕，这个公厕更
小巧一些，男厕设有2个小便池、2
个蹲位，女厕所设有3个蹲位，但这
并不影响“第三卫生间”的设置。
为了方便特殊人群如厕，公厕入口
右侧铺设了无障碍通道，右拐可直
接到达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内便池、洗手台一
应俱全，在其外围还安装了灰色扶
手做安全保障。其中，婴儿护理台
也是该卫生间内的一大亮点，便于
携带婴儿的人群如厕。“平时用这
个厕所的人挺多的，有些小孩儿来
了专门想上这个厕所。”保洁人员
李女士说。

李女士介绍，每天都有3名保
洁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除了对厕
所内部设施和洗手池台面进行清
理，公厕周围的卫生也要及时清理
和打扫，保持环境洁净。

关注我们身边的

“厕所革命”

“森林小屋”原来是厕所
成都高颜值公厕刷爆朋友圈

24小时保洁、厕
所内种上了绿萝、第
三 卫 生 间 已 成“ 标
配”……12月1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推出“关注我们身边
的‘厕所革命’”系列
报道，并率先关注了
高速路上厕所的变
化。

其实在成都市
区，一场“厕所革命”
早在两年前就已铺
开。

“长”满绿色植物
的“森林小屋”、别致
的“小亭子”、屋顶采
用局部镂空玻璃封顶
的“阳光房”……

连日来，成都市
区一些高颜值建筑走
红网络。而它们都有
同一个身份：公共厕
所。

如今，走在成都
大街小巷，你会发现
不 少 这 样 的“ 新 景
点”。

近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走
访市区内多个清新脱
俗的公共厕所，发现
隐藏在它们“高颜值”
背后的温度。

成都全市
729座环卫公厕24小时开放

以上这些，只是成都“厕所革命”的
一个缩影。

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
今年3月底，成都就开始推进全市城乡

“厕所革命”和旅游“厕所革命”，并在5
月份成立成都市“厕所革命”领导小
组。实际上，早在2015年，成都就制定
了《A级景区旅游厕所提档升级实施方
案》，对公厕进行人性化升级。

针对过去成都街头的公用厕所不
仅存在数量不足、分布不合理的问题，
还存在改变公厕用地属性、变更公厕点
位或“规而不建、规后乱建”等违法违规
行为。经过3年来的科学规划布局，如
今已大有改观。

成都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5年以来，成都全市新建公厕500余
座，改建600余座。另外，城管部门也鼓
励社会单位厕所向公众开放，多渠道增
加公厕有效供给。截至目前，成都全市
已有729座环卫公厕24小时向公众开
放，其中，锦江、成华、武侯等五城区及
成都高新区共有436座环卫公厕24小时
向公众开放，开放比例达77%。

要想从源头上解决公厕数量不足、
分布不合理的问题，就需要进行专项规
划。目前，五城区和高新区已完成公厕
布点规划，规划平均设置密度约为每平
方公里范围内，建设4.7座公厕。

进行人性化改造
提高女厕位比例

“2017年起，进一步针对部分人口密
集区公厕数量不足的问题，采取集中补
建。”该负责人介绍，“各区（市）县城管部
门对符合城市控规单独建设的公厕，办
理划拨供地手续，并按照基本流程，建设
固定式厕所；对无公厕控规但市民群众
如厕需求强烈的区域，设置活动厕所。”

增建补建厕所只是第一步，城管部
门还对全市公厕进行人性化改造。具
体的举措是，提高女厕位比例，增设第
三卫生间和无障碍设施、母婴设施、儿
童便器等。据了解，成都全市所有公厕
男女厕位比不低于2：3，并根据人口流
动量和居民数量适当调整。

数
读
新
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董兴生
见习记者 戴竺芯
摄影 谭曦

成都三环路改造后新近亮相掩映在树林鲜花中的公共厕所。

学生教师都要参加
社区志愿服务

成都市将对具体服务工
时作出规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
凤）明年，成都将出台相关规定，
中小学生都要参加社区志愿服
务。而社区志愿服务也将作为
教师创先争优的条件。

12月3日，“成都市2017年
社区志愿服务周活动启动仪式”
在青羊区宽窄巷子东广场举
行。活动期间，市民在成都的大
街小巷，都可以见到社区志愿者
的身影。社区志愿服务在成都
越来越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青羊区社区志愿
服务中心在现场授牌。市委社
治委副主任郭小平在现场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中心具有先
行示范意义，未来将在成都其他
地区推广。

郭小平透露，2018年，成都
市教育局和市委社治委将出台
相关规定，明确要求学生、教师
都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并对具
体服务工时做规定。学生可以
参加敬老活动、环境保护、文化
创意、传统手艺传承等社会实践
活动。而社区志愿服务也将作
为教师创先争优的条件。

活动现场，青羊区社区志愿
服务中心正式授牌。这将是成
都下属区级的首个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

“青羊区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的挂牌是一个探索，总结经
验后，可以在全市进行推广。”
郭小平认为，该中心具有先行
示范意义。他希望成都成立一
个市级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
各个区市县也要有一个牵头的
组织。

此外，成都将建成一批社区
志愿服务培训示范基地，一批社
区志愿服务组织孵化示范基地，
一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特色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现在示范基地的建设情况
如何？郭小平说，首批的示范基
地会在明年诞生。目前成都已
有一些组织和项目的先进典
型。明年将开展全成都市的最
美志愿服务者和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的评选。

鲜花、绿草点缀的公厕。

画有男女图标的标识“暴露”了
公共厕所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