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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濯锦之江，源远流长。以锦江而
冠名的成都市锦江区，自唐宋以
来便因“百业云集、市廛兴盛”而

饮誉川西，在这片区域内，现代时尚与历
史古迹搭配的相得益彰，这里既有热闹非
凡的“百年金街”春熙路，也有安逸静谧的
水井坊酒坊遗址。

深厚的人文底蕴带来了历史悠久的
遗迹财富，同时也带来了火爆的旅游人
气，形成了锦江区古朴与现代交相辉映的
都市商旅休闲特质。2019年4月，锦江区
入选“首批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一直以
来，围绕“商业商务中心、国际时尚标杆、
天府文化窗口、品质生活典范”功能定位，
锦江区充分挖掘区域文旅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文化旅游、商贸旅游和乡村旅游。

数据显示，2018年，锦江区社会消费
零售总额达到1043.3亿元，旅游综合收
入超过200亿元，位居全市前列，旅游业
也已成为锦江消费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力量。

文商旅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国际时尚标杆
细数成都锦江区旅游背后的澎湃活力

今年9月，2019KPL王者荣耀秋季赛
成都赛区在量子光电竞馆举行，这场持续
近2个月的比赛吸引了无数电子竞技粉
丝前来观看。“这也从正面反映了知名体
育赛事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集聚效应。”
锦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体育搭台，旅游唱戏”的模式在近年来
并不少见。当前，锦江区也正在依托量子光
电竞馆、华熙LIVE·528等大中型体育综合
积极申办国际和国内重大体育赛事，推动参
赛观赛和旅游观光交织叠加，实现“体育+
旅游”跨界联动的综合效益，这也正是锦江
区对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发展的有力探索。

同时，在艺术文化领域，锦江区也坚持
以节会为媒，以活动为载体，塑造一批具有
锦江特色的旅游品牌项目。今年6月，

“2019成都国际地景涂鸦艺术节”在锦江区
开幕，来自中国、韩国、泰国等国的10多名
艺术家为成都献上了一场艺术盛宴；9月

“感性盛开”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首
届双年展盛大启幕，50余位国内外设计师、

艺术家及艺术设计团队，100余件作品为市
民游客提供零距离观赏体验；11月至12月，
春熙路商圈“HEXATRON光之森矩阵”大
型声光主题展、“未来漫游自然回想”大型
艺术装置展相继亮相，传统艺术与现代影视
手法的美妙融合吸引游客竞相打卡；2019
国际书店论坛、第11届傅雷翻译出版奖颁
奖典礼等高规格文化交流活动在锦江顺利
举办，世界文化名城因锦江更具国际范。

区别于传统旅游观光模式，锦江区在创
新现代文化旅游业态和产品模式中，积极引
入了高品质文旅产业，打造高颜值消费场景，
积极引进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精品旅游项
目落户锦江，全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锦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锦江区正聚焦商贸旅游、文博旅游、赛
事旅游、美食旅游、夜景旅游等旅游新业
态，高标准推进锦江文旅产业精细化、品
牌化、国际化融合发展，高水平塑造“优雅
时尚、品位锦江”的文旅形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如果说“百年金街”春熙路代表着成
都的时尚和优雅，那么“后花园”三圣花乡
则彰显出了成都人骨子里的闲适与惬意。

作为绕城内唯一拥有田园旅游资源
的主城区，锦江区的三圣花乡曾是大部分
成都人的回忆。如今，这里既可以买花吃
饭打麻将外，市民游客们还能在乡村湖畔
体验一把文艺范儿。

随着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蓝
顶美术馆等大批文创产业相继入驻，每年
区域内都将举行数场艺术活动，吸引更多
的青年艺术家纷至沓来。文化场馆、文创
店铺、文艺民宿比比皆是，也让三圣花乡
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创高地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最新的“三圣
花乡”整体转型升级方案已正式出炉。从
片区划分来看，“花乡农居”将注重打造以
花卉为主要特色的现代乡愁特色体验区；

“幸福梅林”片区建设特色美食文化网红
街区；“东篱菊园”片区将打造特色研学旅

游目的地。换而言之，未来2年内，“三圣
花乡”将形成聚集文化创意、时尚餐饮、品
质民宿、农耕体验等新兴业态为一体的复
合型都市田园旅游目的地，打造“进可繁
华、退可田园”的独特旅游体验。

可以预期的是，不久之后的未来，这
座成都“后花园”将迸发出“旅游+农业”
新的生机与活力。

“当前，锦江区已确立了‘双核引领，
两带互动，多点分布’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锦江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其中，“双核”包括了以天府锦城都市旅游
和三圣花乡都市田园旅游为核心的发展
格局，“两带互动”即构建东大街高端酒店
聚集带和滨江路休闲旅游发展聚集带，

“多点分布”则指的是将锦江区区域内的
网红景点、城市地标、特色街区等现代都
市旅游体验项目和全域旅游亮点，串点成
线，连线成网，形成互联互通的动态旅游
线网。

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构建“双核引领”全域发展格局

发展特色文旅产业
构建国际化高品质消费场景模式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作
为成都市的中优核心区域，一直以来，锦江区
以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繁华的购物商贸见长。
在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天府旅游名
县”过程中，锦江区充分挖掘区域内的文旅资
源优势，将旅游产业与现代商贸优势相融合，
打造出“城市文脉+现代商贸”的特色锦江路
线。

为了让外地朋友更好体验独具成都特色
的“文化”与“繁华”元素，成都市民任先生每次
都会强力推荐一条珍藏已久的旅游线路：白
天，游客们在春熙路商圈尽情享受购物的愉
悦；用过晚饭，游客们可以到锦江剧场观看川
剧变脸；演出结束后散步穿过太古里，来到镋
钯街品尝成都特色美食；用完宵夜，再顺由锦
江河畔一路向下，从东门码头乘船“夜游锦
江”，以完美的城市夜景作为行程的结束。

“只需要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你就能
欣赏到独具成都特色的人文风光。”在任先生
看来，性价比再高不过了。

对于从来不缺少人文禀赋的锦江而言，丰
富的历史沉淀为其新兴旅游业的发展累积了

一座人文的富矿，大量的城市文化地标在锦江
聚集：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作坊“水井
坊”，唐代中日韩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大慈寺”，
体验老成都版乡愁的李劼人故居……以“天府
文脉”为核心，锦江区在城市旅游开发中植入
了蜀都味，提升旅游吸引力，描绘出了游客心
目中的“诗与远方”。

“旅游经济的本质，也是体验经济。”锦江
区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全域旅游
的框架下，当前锦江区正加速构建以都市休闲
旅游为主的特色体验，力争为游客提供多维度
的优质服务体验。

变化更是显而易见，近两年，愈来愈多的
旅游网红“打卡点”在锦江区不断涌现。成都
打卡必游的IFS熊猫、低密度沉浸式的远洋太
古里、改造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大川巷……
游客们在买遍全球的同时，同样能感受到锦
江区的国际魅力。依托锦江区的商贸领先优
势，以春熙路商圈为代表的传统旅游街区正
加快转型升级，打造更多高品质的国际时尚、
创意社交、文化体验、特色旅游消费场景和生
活场景。

城市文脉与繁华商贸融合
来市中心体验一把都市休闲旅游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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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锦江。

太古里。

水井坊遗址。

“2019成都国际地景涂鸦艺术节”的3D涂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深
化医改10年以来，四川省健康卫生
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健康卫生事
业发展经历了五大巨变：从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老三样“听诊器、血压
计、体温表”，到如今的新三样“B
超、CT、核磁共振”；从简陋的乡村
诊所到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医院；从
背着药箱行走于田间地头的“赤脚
医生”到互联网医院专家远程问诊；
从看病挂号人工排队，到手机预约、
缴费“一键搞定”；从“小病拖，大病
扛，重病才往医院抬”，到“大病医疗
保险覆盖城乡居民”。

“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对医疗
健康领域进行了重点部署。落地四
川，在人均卫生费用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背景下，四川取得了居民主
要健康指标和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指

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好成绩。
目前，四川省婴儿死亡率连续

10年低于全国平均值；孕产妇死亡
率连续15年低于西部平均值，2017
年首次低于全国平均值；传染病发
病率为1/10万，低于全国平均值。
全省三级医院数量居全国第三位，
二级医院数量居全国第一位，70多
万医疗卫生人员守护着8300多万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们勇
攀医学高峰，勇于开拓创新，关爱患
者、无私奉献，为建设“健康四川”、
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些切实改变和理性数据的背
后，人类对于健康的永恒追求，为医学
进步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政策的
完善和支持，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加速
的“路径”；技术的升级迭代和创新发
展，为医学创新提供了新的“引擎”。

◎2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在省内
4家三甲医院启动了5G智慧医疗试
点。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现5G
网络多地会诊及手术指导，四川省人民
医院建设5G城市医疗应急救援系统，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
开展5G健康扶贫试点，实现了偏远贫
困地区常态化远程问诊。

◎4月，《四川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规范》出台，今后签约家庭可选择个性
化服务。现阶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
坚持人群疾病防控形势和人群健康服
务的需求为导向，优先覆盖重点人群，
主要包括：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
0-6岁儿童、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卒中等常见
多发慢性病患者。

◎5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全国首个
5G城市灾难医学救援系统上线，6月通
过该系统救治宜宾市长宁县地震伤员。

◎9月，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公布
了四川省2019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
务项目试行价格。公布的35项新增
(修订)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为省
管三甲公立医疗机构执行标准，其他
等级的省管公立医疗机构按规定比
例下浮标准并执行。新增“肺癌七种
自身抗体检测”等5项为特需医疗服
务项目。

◎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出台《四川省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示范省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
2020年，初步形成流程更加优化、服务
更加便捷、管理更加规范的“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体系；到2022年，基本建
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互联网+医疗健

康”服务体系。

◎12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联合
十个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
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降低社会办医准入门槛；优化社
会办医审批流程；强化社会办医信贷
支持；支持社会办医对接资本市场；加
强社会办医融资创新服务；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社保费用等优惠政策、各项
用地支持政策；严格清理规范各项收
费等，为社会办医营造一个更为良好
的发展环境。

◎12月，新修订的《四川省中医
药条例》正式实施。提出培育知名品
种品牌，推动川产道地中药材发展。
明确每年10月22日世界传统医药日
为四川省中医药宣传日。加强名老
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
总结传承。

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封面人物评选活动投票启动

2019年是《“健康四川2030”规划纲要》中四川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强力推进阶段（2017年-2020年）的关键一年，“健康四川”攻坚克难，稳
步向前。

12月10日，由四川省卫健委宣教中心指导，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健康四川榜样力量 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封面人物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并开启网络投票通道，通过“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封面人物”、“Top2019·四川医疗服务口碑榜”和“Top2019·四川
医疗项目创新榜”三大奖项的评选，在新旧岁之交，致敬四川医疗人，回顾2019年四川健康卫生行业所取得的傲人成绩。

此次“健康四川 榜样力量
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封面
人物评选活动”，立足医疗行业，将
从人物影响力、机构口碑和创新医
疗项目三个纬度分别进行，最终评
选出“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
封面人物”、“Top2019·四川医疗服
务口碑榜”和“Top2019·四川医疗
项目创新榜”。

活动期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将通过报道关注引领行业前进的
先锋人物，聚焦口碑优良规范发展
的医疗机构，展示影响卫生健康行
业技术升级的创新项目。

活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每个奖项将由大众网络投票结
合资深行业专家评审团评审，审定

最终获奖名单，网络投票将作为重
要评选参考。

即日起，活动网络投票正式开
启，至 2020 年 1 月 3 日 18:00 截
止，投票期间持续接受报名。参与
者可以通过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
点击【我的】-【封蜜 club】进入

“Top2019·四川医疗行业年度封
面人物评选活动”投票页面进行网
络投票。每位用户每日可在各榜
单进行10次投票。如果你支持的
人物或单位/项目不在候选名单
中 ，欢 迎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28-86969379积极推荐。本次评
选严禁刷票行为，若经发现核实，
将立即取消参评资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政策支持技术升级
卫健事业硕果累累

三大高光榜单
票选你的“封面榜样”

2019年四川卫生健康大事记（部分）

制图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