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四川省政协五年成就

促成川藏铁路开工
推动原川陕苏区振兴发展

省政协委员韩东。

省政协委员韩东：

振兴川茶
重在打造龙头企业

四川是世界最早种茶、饮茶和利用
茶的地方，享有“蜀土茶称圣”的美誉。
然而，川茶产业由于“集群度低、融资能
力弱等诸多现实问题，与深厚的茶文化
和产茶大省的身份极不相称”。如何振
兴川茶、惠及茶农？省政协委员、四川
省山东商会会长、成都蒙顶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带来提案，他指出
要让茶叶、茶文化走向全世界，就要给
茶“减负”，让新生代年轻人也喜欢上喝
茶。

“农民种植茶叶，是第一产业，茶厂
加工是第二产业，与茶文化相关的文旅
是第三产业。茶，对于四川人来说，缺
不得，也离不开。”韩东认为，川茶要形
成千亿产业集群，重在扶持龙头企业，
打造强势品牌。四川是我国的茶叶主
产区之一，但川茶的市场竞争力较弱、
经营组织化程度低、茶叶综合利用较差
等问题，仍是绕不开的瓶颈。川茶多年
形成的“千家万户种茶、千企万厂制茶、
千牌万品卖茶”的局面至今仍没有根本
转变。

“川茶在全国的影响力与浙江西湖
龙井、福建铁观音、云南普洱茶等相比，
无论在区域品牌还是企业品牌、产品品
牌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到现在为
止，茶叶产业尚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

许多茶企尚处在粗加工的阶段，利益不
能放大，做品牌的企业少之又少。”

韩东认为，政府应着力川茶深度
开发，培育出大型茶饮料企业，有规模
化体系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欧洲对中国茶叶的接受程度比较
高，茶叶正是古代丝绸之路运往欧洲的
最受欢迎产品。在当下，茶叶如何能让
新生代的消费者接受并喜爱，这值得我
们思考。”韩东表示，不少年轻人认为，
喝茶是上年纪的人喜欢的事，因为茶具
有讲究，冲泡有讲究，看上去很麻烦。

“这就是市场告诉我们，要给茶叶‘减负’。
不要让新生代觉得喝茶是件麻烦事，要
像更多茶饮料那样，拧开盖子就能
喝。”韩东提议，川茶应该创新产品形
态，口味上也开可以“轻量化”，不用太
浓，让茶成为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饮
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摄影柴枫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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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国家命脉。过去五
年，四川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瞄准国家战
略需求，发挥渠道畅通优势，围绕攀西
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原川陕苏区振兴发
展、川藏交通建设、“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发展等重大课题，助推重大项目
实施，促进我省长远发展。

助推川藏交通加快建设
为进一步助推川藏交通加快建设，

2014年，四川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牵头联
合西藏自治区政协经济委，以及两省
（区）发展改革委、交通厅等，对川藏交
界区的交通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实地考
察川藏公路全线和汶马高速规划建设
情况。针对该区域没有高速公路，也不
通铁路，民用机场布点少的现状，从有
利于推进藏区加快发展和促进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高度，提出调整规划安
排，加快推进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
设，保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等建议，
并联合上报全国政协，得到全国政协领
导的重要批示。2015年全国两会前夕，
将调研报告转化为提案，引起全国政协
高度重视并列入考察计划。同年提交

大会。全国政协视察团赴川、藏视察，
视察报告得到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
川藏铁路已开工建设。

2013年，全国政协经济委来川开
展支持原川陕苏区振兴发展专题调
研，四川省政协经济委全力配合参与
调研，形成的全国政协信息专报《加快
制定原川陕苏区振兴发展的扶持政
策》，得到重要批示。为贯彻落实中央
领导批示精神，四川省政协经济委与
省直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相关扶持政
策，及时在广元召开四市政协联席会
议，就进一步争取国家政策支持达成
共识。次年，向全国政协报送《关于贯
彻落实俞正声主席重要批示精神促进
原川陕苏区振兴发展情况的报告》，进
一步推动有关意见建议落实，促进原
川陕苏区振兴发展。

助推攀西试验区加快建设
2013年，国家批准设立攀西战略资

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为助推试验区加
快建设，省政协领导带领经济委多次赴
京向全国政协汇报，邀请来川开展联合
调研，力争从国家层面争取政策支持。

同年，全国政协经济委来川调研，形成
《关于加快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建设的调研报告》。在省政协领导的
率领下，经济委多次与全国政协经济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沟通交换意见，促
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专程来川调研，为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出台，建立
联席会议机制，促进攀西地区跨越发展
带来重大机遇。

为抓住和用好国家战略机遇，四川
省政协经济委积极开展专题调研，赴沿
海发达地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承办专
题协商会并作“加快通道建设，构建我
省交通运输体系新格局”发言，建言助
推我省长江经济带建设，形成的调研报
告和协商会情况报告得到重要批示，有
关意见建议被民进中央《关于设立“长
江上游经济带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
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议》采纳。做
好《关于促进我省金沙江流域区域发展
的提案》督办协商工作，推动提案建议
落实，助推我省金沙江流域经济社会加
快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省政协委员、省旅发委党组书记胡斌：

专家调研称
九寨沟可于五一前“三限”开放

“当你在旅途中看到蓝蓝的天，看到清澈的水，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时，你会笑会开心，会重新焕发对生活的斗志。”说起旅游，
省政协委员、省旅发委党组书记胡斌可谓感触颇深，从1987年大学毕业起，他便工作在四川旅游最前线。

2017年，四川旅游再创佳绩，实现旅游总收入8923亿元，接待国内游客6.69亿人次。无论是旅游总收入还是接待游客数量，
均位居全国前列。政府工作报告，也对旅游着墨许多，勾勒出四川未来发展蓝图——打造万亿级产业，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和世
界最重要旅游目的地。

在胡斌看来，四川要从旅游经济大省到强省，仍有诸多问题亟需破解。譬如，部分旅游产品品质不佳、品牌不响，景区人文情怀
和温暖还不够。针对各界关注的九寨沟何时重新开放一事，他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九寨沟要完美归来，至少需要3年时
间，专家组反复调研后认为，若游客安全问题能得到保障，九寨沟景区可在今年五一前“三限”开放，即限制区域、流量和时间。

省政协委员、省旅发委党组书记胡斌。

“交通+旅游”首次写入报告
四川正研究坐火车去欧洲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川要
全方位推进“交通+旅游”，推动景
观全域优化、服务全域配套、治理
全域覆盖、产业全域联动。值得
关注的是，“交通+旅游”的概念系
首次写入。

“旅游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
是离开，去到别的地方，无交通不
旅游。”胡斌告诉记者，大众旅游
时代，与交通便捷有很大关系。
目前，四川拥有国际（地区）航线
104条，也迎来了高铁时代，这在
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市民出行。交
通能带动旅游的发展，旅游也能
让交通提档升级。他透露，去年
四川便先行先试，省旅发委与交
通合作，在全国率先做了“交通+
旅游”行动方案，按旅游经济发展
规律，把交通和旅游的道路都打
通。

记者了解到，今年四川将正
式启动综合交通三年攻坚大会
战，推进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现
代航空“三网”并举，力争全年完
成投资2200亿元。除加快汶马、
宜攀等高速公路建设外，力争雅
康、绵西等高速全线建成通车。
同时，加快成贵、成兰等高铁建
设。

在胡斌看来，待雅康高速建
成投用后，整个川西旅游资源都
将被盘活，市民从成都出发，很快
即可深入康巴腹地。到2019年，
成都到宜宾、到贵州的高铁开通
后，川南的旅游资源将被拉动。

“去年，成都国际班列年度开
行规模突破1000列，已连接波兰
罗兹、德国纽伦堡等14个国际节
点城市。”胡斌透露，中欧班列正
改变四川对外开放格局，省旅发
委也在研究，能否让这条洲际铁
路既能运货也能运人，让市民有
机会坐火车穿过中亚去欧洲玩。

四川旅游“一城垄断”
航空口岸能否多增加几个？

政府工作报告明晰，四川要建设旅
游经济强省，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富民强
省的重要措施。

“什么是旅游经济强省？规模和品
质并举才叫强。”胡斌直言，四川旅游已
经形成一定规模，但还要持续推进，让
量质双升。

由大到强，一字之差，如何转变？
他认为，四川的旅游业存在多个问题，
比如区域、产业、客源、消费结构都较为
失衡，要做旅游强省，就得先补齐短
板。“以成都为例，其总量占据了全省旅
游的大半壁江山，像川西北和攀西，两
者总量仅占全省不到10%。”

无论是入境游人数，还是旅游外汇
收入，成都所占的比例都达到了90%。

“这已不是一城独大了，而是一城垄断。”
谈及原因，胡斌有一个思考。他说，目前
整个四川仅有成都一个航空口岸，数量
排名全国第17位，“发展旅游必须打破一
个口岸机场的垄断”。他呼吁，像九黄、
西昌、绵阳等机场，都可作为航空口岸，

“因为外国游客基本只能通过空中才能
入川，航空口岸的增加有利于入境游人
数增长”。

跳出单一景区模式
每个旅游要素都能形成产业

“说起四川旅游，你会想起什么？”
胡斌这样问记者。事实上，说起四川旅
游，绝大多数市民想到的是九寨沟、黄
龙、乐山大佛、峨眉山等地。

“它们是什么？是景区。”胡斌说，
四川旅游资源丰富，有藏历年、羌历年，
有美食之都，有三国文化，有各种各样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仅仅是景区。

“最近，很多国企开始进军旅游，这是好
事，但大家都在争抢景区。”

在他看来，旅游要由大变强，必须
跳出景区发展模式。“在过去30多年中，
我们做成了以景区为核心、以观光为主
体的门票经济。”事实上，这种消费结构
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在四川的旅游

总收入中，游客在四川最高的花费是住
宿，其次是旅游商品，第三是餐饮消
费。至于景区门票收入，只占旅游总收
入极小的一部分。

“旅游的核心是让人感到快乐。”胡
斌认为，四川旅游绝不只有景区，任何
一个旅游要素都能形成产业，譬如住
宿、餐饮、购物、交通、大数据等。

门票价格与服务不匹配
景区缺乏人文情怀和温暖

在胡斌眼中，四川部分旅游产品品
质不佳、品牌不响。“很多产品是粗放型
的，缺乏温暖。”他告诉记者，很多游客
质疑景区门票过高，就是因为其服务与
价格不匹配，“游客觉得景区风景是大
自然给的，景区修条路就收门票，那你
提供的服务和附加值呢？”

他以九寨沟为例。过去九寨沟的门

票加观光车票价总额超过300元，市民进
沟后就是拉练式拍照，没有深层次体
验。“300多元的票价，提供的服务呢？我
能不能在诺日朗附近品一杯咖啡？能否
看看景区的晨昏昼夜听听鸟叫？冬天
时，能不能有个室内看雪烤火品茶？如
果有这些，我相信游客会觉得很值。”

除了品质不佳、品牌不响外，胡斌
还认为部分景区缺乏人文情怀和温
暖。“我们的开发深度不够。”他说，无论
是自然还是人文方面，四川景区的挖掘
度都还有待提升，“以前，外国人来四川
玩，除了去景区，还喜欢观鸟、走剑门蜀
道，有的还要去青石桥逛菜市场，如今
都没了”。

“旅游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
验。”他认为，未来四川的旅游要形成产
品和配套，“我们的熊猫，全世界认可度
都很高，但它没有形成一个落地路线。
游客看了大熊猫以后呢？值得思考。”

五一前九寨或“三限”开放
前提条件必须要保证安全

作为世界级景点，九寨沟的恢
复与重建，受到各方关注。《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加快九寨沟地震灾
区灾后重建，早日向世人重新展现
世界自然遗产的独特魅力。

“这是九寨沟转变旅游发展
模式的一个契机。”胡斌告诉记
者，在地震前的过去3年里，九寨
沟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数量一直
在下降。“为什么？因为它的客源
结构靠口碑，非常单一。”不过，九
寨沟也意识到这种变化，其业态
也在悄然改变，除了景区游外，也
增加了山地高尔夫和众多高品质
酒店，正在往休闲、度假方向靠
拢。

他认为，九寨沟地震标志着四
川传统纯观光型旅游时代结束。“现
在规划已经出来了，开了4次大会，
重建也全面启动。”胡斌说，九寨沟
要完美归来，至少需要3年时间，但
是专家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认为，
九寨沟景区可在今年五一前“三限”
开放。

所谓“三限”开放是指限区域、
限流量和限时间。胡斌解释，限区
域就是指暂开放九寨沟主沟。限
流量若真正实行起来，意味着每天
进沟人数可能在5000至10000人
左右。“过去通常是一日票，专家建
议将其拉长，变成两天。”他说，这
样就可根据天气情况，对进沟时间
进行随机调整，“待九寨沟完美归
来后，流量控制也是必须的，每天
最多进2万人”。

不过，九寨沟是否能在今年五
一前“三限”开放，还有两个前提条
件。“第一就是安全，要保障游客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做好开放区
域山地泥石流灾害防治和排查。”
胡斌说，其次就是信息必须对称，
无论沟内还是沟外，一旦发生险情
能及时转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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