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应景最应景
油菜花海中享受春的礼遇

3月中旬，崇州各地的油菜花正盛。
“这个时间段，正好是观赏油菜花，

游天府绿道的最好时间点。”在靠近崇
州市白头镇旁的天府绿道上，张女士正
在和朋友享受这份春日的礼遇。在天
府绿道旁，干净清澈的小河缓缓流淌，
而在不远处的公路周边，数百亩油菜花
海正次第开放。

张女士表示，一家人很喜欢在周末
到绿道散步，更别提最近油菜花也开得
漂亮。“周末带孩子和老人出游，不仅能
洗肺，顺带还能赏花。”可谓是解锁绿道
的最佳方式了。

目前，崇州市正按照“景观化、景区
化、可进入、可参与”的要求，加快构建

“一脉两轴三带五环”的三级绿道体系，
规划建设总长895公里，总投资约10亿
元。目前，崇州市共投入1.7亿元，建设
完成绿道示范段134公里。

在距离天府绿道不远处的白头镇，
除了最传统的金黄油菜花，还有新品种
的彩色油菜花静静绽放，而这里必将成
为今年成都市民新的赏花打卡地。

最惬意最惬意
这里或是踏青赏春首选之地

趁着春日的阳光正好，谢女士打算
带着家人前往彭州市葛仙山绿道，“那
里即将成为花的海洋，无论拍人还是拍
景，都是大片。”在她的脑海里，依然停

留着去年骑着单车驰骋在绿道上的惬
意场景，“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花香。”

每年春暖花开，是葛仙山最美的时
节。站在山顶上往下看，金黄的油菜
花、白里透青的李花、粉嫩的桃花、雪白
的梨花次第开放，平原春色尽收眼底。
而随着葛仙山绿道打造完成后，市民现
在不仅可以体验赏花、爬山，还可以参
与骑行、生态果蔬采摘园、山地越野车
赛道等活动。“游客可以一路走一路领
略葛仙山田园休闲
式的生活方式。”葛
仙山镇相关负责人
介绍。

据悉，7.5公里花
源路骑行绿道、2.5公
里奇峰健康绿道和
4.5公里熙玉产业绿
道，共同组成了14.5
公里的葛仙山的田
园休闲运动之路。
从空中俯瞰，葛仙山
绿道如同隐藏在花海中的绿色“经脉”，
串联起藏匿在葛仙山各处的美景。而
在村民眼里，绿道不仅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更串联起了千亩梨园等农业产业化
项目及特色林盘资源，成为家门口的

“乡村振兴之路”。
“经过持续提升打造，彭州山地旅

游产业已初步实现了转型升级，葛仙山
已成为彭州‘花果山’，是成都周边休闲
赏春的最佳目的地之一。”相关负责人
介绍，如今，1万亩花木果树资源，5万
亩大田林盘风光，为葛仙山每年举办的
田园赏花美景提供了优良的生态本底，

人气爆棚
创建天府旅游名县正当其时

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西昌，是全国
最大彝族聚居区凉山州的首府，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是全国少有的
山、水、城高度相融的城市。

这里年均气温18℃，全年日照300
多天，冬暖夏凉，四季如春，被誉为一
座春天栖息的城市。也因空气质量
好，全年空气质量优，西昌又被称之为
阳光城、月亮城。这里海拔1500米，
是世界公认最适宜人类旅居的海拔高
度，每年都会吸引超过10万名“候鸟
老人”到此过冬。

西昌拥有四川第二大淡水湖——
邛海。从2009年开始，邛海生态保护
与湿地恢复工程建设启动，西昌先后投
入50多亿元，让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
——2 万亩邛海湿地得到全面恢复，
2015年，成为全国首批、四川唯一的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

西昌境内有4A景区2个、3A景区
8个。近年来，通过全域旅游建设，围绕
旅游创建了68项国家级品牌，拥有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全国卫生城市、中国森

林城市、全国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四川省十大宜居城市等头衔。

西昌一直拥有极高的旅游热度，人
气 爆 棚 。 2016 年 ，西 昌 接 待 游 客
2114.71万人次，2017年达到2187.4万
人次，2018年超过2250万人次，相比
2008年增长超过4倍。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西昌也
从“黄金十年”迈入“铂金十年”发展期，
2018年，GDP首次突破500亿元，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全国89位，全国新型
城镇化质量百强县第62位，中国品牌城
市百强榜第44位。

有基础、有信心、有底气，西昌创
建天府旅游名县正当其时。早在去
年，西昌就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市委
书记任第一组长，市政府、市人大、市
政协主要领导任组长，建立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协调推进工
作机制。同时，将天府旅游名县创建，
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乡村振兴示
范县、全国经济强县建设“四创联动”，
推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目前，西
昌正举全市之力做好创建工作，并计
划成为脱贫攻坚中，民族地区旅游扶
贫的典范。

品质提升
西昌旅游体验还将上档升级

在邛海边核桃村的邛海康旅小镇，
居住着很多从成都、重庆等地到西昌过
冬的“候鸟老人”。进入三月，全国各地
气温逐渐回暖，不过，他们并不打算返
回老家。老人们说，实在不舍这里的蓝
天白云，要再住几个月再走。

西昌旅游的口碑在逐年上升，游客
点赞、好评不断。令人期待的是，西昌
还将继续丰富完善旅游产品体系，让旅
游体验进一步上档升级。

西昌将以京昆高速、西昭高速、西
香高速形成绕城高速环线，加速构建
川、渝、滇、黔旅游商贸圈。推动旅游由
景区观光为主的门票经济，向观光为基
础、过夜为核心、休闲体验并重的综合
经济转变。

西昌还将打造多元化特色旅游品
牌，升级邛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生态旅游示范区。全面提升国际马拉
松赛、国际帆船赛、国际自行车赛、龙舟
赛、湿地音乐节、开海节、礼州庙会、古
城灯会等八大文体活动。

地域文化，也是西昌旅游一大亮
点。西昌将推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
发展，挖掘民族文化、湿地文化、知青文
化、建昌文化、红色文化、健康养生六大
文化旅游资源；推进占地8000亩的“西
昌未来城”文旅项目群，打造阳光休闲度
假康养文化体验区，打造安宁河谷农文
旅体验区、邛都文化航天文化体验区
等。通过建设邛海-安宁河河湖公园，构
建水文化和生态文化体验区，新建“一带
三河七湖八湿地”，西昌将呈现山、水、城
相依相融的生态田园画卷。

西昌还将不断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推
进旅游公共服务全覆盖，促进“旅游+交通”
融合发展，建设成为四川南向大通道的重
要节点城市、大香格里拉和南方丝绸之路
的门户城市、川滇结合部的交通枢纽。

全域旅游
2026年建成国际旅游目的地

按照计划，今年，西昌将争创首批天
府旅游名县。2020年，争创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基本建成四川旅游国际化示范
城市。到2026年，建成国际阳光康养旅
游目的地。这与西昌未来“三步走”发展
目标一致：到2026年，经济达到国内相对
发达地区水平，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全面
建成现代化生态田园城市。

七彩西昌，阳光水城。按照全域生
态、全景旅游、全城度假的理念，西昌将
以生态统领旅游业发展，坚持阳光生态、
民族风情、航天科技三位一体，预计到
2020年，实现旅游收入300亿元，旅游增
加值相当于GDP比重达到25%；到2025
年，实现旅游收入600亿元，旅游增加值
相当于GDP比重达到30%。

西昌的全域旅游格局正在形成。全
域统筹规划、全域合理布局、全域服务提
升、全域系统营销，通过“旅游+”和“+旅
游”发展战略，旅游将与新工业、商贸业、
农业、林业、科技、体育等产业实现融合
发展，也将催生出健康旅游、文化旅游、
体育旅游等一大批新业态，推动旅游业
全区域、全产业、全业态发展。

今年，西昌3A以上景区将达到10
个，预计到2025年，3A以上景区将达到
20个，并建成10个特色小镇、10个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3个中国度假乡村、24个
旅游中心村，培育3个县域文化旅游龙头
企业，建成1个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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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开启城市新生活

天府绿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杨金祝

度假天堂西昌
迈步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

阳春三月，花开时节。这段
时间，在西昌安哈彝寨仙人
洞景区，2000多亩梨花已

经竞相绽放，村子像是被一层白雪覆
盖，宛若童话世界，吸引了众多外地游
客。与此同时，西昌邛海国家湿地公园
樱花谷，千亩樱花正陆续盛开，仅一个
周末就有数千人赏花，成为“网红”景
点。

近年来，西昌旅游持续升温，2018
年接待游客225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
间，有166万多名游客在西昌过年。
凭借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西昌以
邛海泸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极核，以
地域文化为特色，以休闲度假业态为支
撑，旅游品质全面提升，荣获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全国卫生城市、中国森林城市、
全国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四川省十
大宜居城市等头衔，成为了一个游客来
了，就不想离开的康养旅游度假天堂。

目前，西昌正围绕“七彩西昌·阳光
水城”城市定位，按照全域生态、全景旅
游、全城度假理念，全力创建天府旅游名
县，并计划在今年达成这一目标。到
2020年，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026年，建成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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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海湿地生态得到修复。

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西昌山水城相依相融。叶昌云 摄

西昌海河天街夜景。 叶昌云 摄

◆ 知道一下 ◆

锦江启动绿楔建设
多处公园

将规划地下停车场

13日，记者从锦江区住房建设和
交通运输局获悉，锦江区已正式启动
推进以中环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新建
大观堰公园、晨辉路公园、锦江体育公
园等五大公园的锦江绿楔建设。

根据天府绿道规划体系，中环路
绿道定位为城区级都市型绿道，全长
约4公里，将重点打造道路南侧绿化带
范围，建设4个景观节点，建成后将与
锦江绿道连通。目前，中环路绿道全
线绿道道路基层已施工完毕，正进行
绿化施工，预计3月底基本完成。

除了打造提升城区景观的绿道
外，在锦江绿楔的规划中，晨辉路公
园、锦江体育公园、琉璃路公园和劼人
公园都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公
共停车场，避免因人流车流过大对周
边交通造成拥堵。

成都人走进春天的新方式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在这个生
机盎然的季节，赏花踏青已经成为不
少市民休闲出游的“标配”。

在春日暖阳中，和家人沿着长长的
绿道漫步，穿过桃花林、油菜花田、梨花
园，在氤氲香气里寻觅藏匿在大自然间
的美景，累了或在绿道边的草坪席地而
坐，或在旁边的凉亭中休息，抑或找个
农家乐体味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便
是成都人所享的绿道春游。

过去一年来，成都在全国率先探
索公园城市建设，全面探索创新城市
建设模式。如今，规划总长近1.7万
公里的“天府绿道”，串联起了散落成
都各地生态区、公园、湿地，正逐步形
成全域绿化体系，成为城市慢行交通
系统以及绿色成都绿色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绿道
春游

并与田园自行车体验活动、花园沟李
子节、三月三朝葛仙山庙会等旅游活
动，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乡
村旅游品牌，日益成为人们踏青赏春的
首选之地。

最文艺最文艺
在这里体验都市“慢生活”

阳光明媚、寒意渐褪的周末，新都
区毗河绿道上，聚集了许多来自周边的
市民，他们纷纷趁着这个机会，享受春
日的烂漫。

2017年，新都开始了沿毗河精细
化打造10公里示范段。红色的人行步
道沿着河岸绵恒蜿蜒，毗河绿道上的音
乐文创公园更是将文化、历史、人文、自
然等元素融合得淋漓尽致。

李女士是家住附近的一名居民，她
告诉记者：“过去这里的环境并不好，绿
道改建后，周边环境得到了质的飞跃。”
如今，毗河绿道已经成为周边10余个居
住小区，约10万余人共同的绿色财富。

作为成都市天府绿道“一轴两山三
环七带”中的关键“一带”，毗河绿道是
新都区香城绿道体系的核心轴。除了
生态良好，颜值高，毗河绿道还植入了
商业元素。目前，绿道沿途设置了7个
休闲驿站，智慧健身馆、智慧书屋等新
业态纷纷扎根于此，为居民和游客构建
高品质生活服务场景。

此外，绿道还充盈着满满的文创元
素。以音乐文创为主题，绿道依托四川
音乐学院，充分挖掘音乐文创资源，定
期举办音乐沙龙，免费提供实训、创作
表演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徐湘东肖洋

西昌市委宣传部供图

彭州葛仙山绿道。

锦江绿道。

新都区毗河绿道。

崇州白头镇绿道崇州白头镇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