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山水、乡
村、美食，是一幅凝固
的画卷；内江这座城，
是一首流动的诗。

大千故里，山
水为媒，内江如诗如
画的风景，从未缺席
过每一次跨越！改
革开放40年来，一
个个靓丽景观展示
着内江旅游灿烂的
笑靥，一组组出色的
数据书写着内江旅
游无限的可能，一波
波新增的国家级景
点彰显着内江旅游
巨大的潜力……

如今内江，正逐
步构建长江经济带重
要旅游节点城市、成
渝经济区重要旅游目
的地和川南旅游中心
城市的大格局！内江
人在用笔记录下山
水交错、有诗有歌的
甜城，沧海化桑田铸
就的恢弘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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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

初冬的内江街头，在暖阳映
照下，满城银杏金黄、甜城湖水青
碧、天空湛蓝干净，呈现在眼前的
是一幅多彩壮美的山水画卷，城
市变景区正在实现，一步一景已
然不远。

内江旅游在改革中起步、探
索中前行、实践中发展，走过了艰
苦创业、奋进赶超的发展之路。
今年，内江正式提出“三五八”旅
游发展方案，加快建设长江经济
带重要旅游节点城市、成渝经济
区重要旅游目的地和川南旅游中
心城市。

产业因旅游而兴，城市因旅
游而美，百姓因旅游而乐。为此，
内江不遗余力！

2018年前三季度，内江市实
现旅游总收入234.66亿元，同比
增长19.99%，预计全年旅游总收
入将超300亿元；1—11月，内江
市完成旅游项目投资 11.73 亿
元，预计全年旅游项目投资将超
12 亿元。这份不俗的成绩是内
江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

近年来，内江旅游业发展的势
头始终强劲，旅游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成功创建了内江大
千园旅游景区、内江范长江文化旅
游园区、市中区黄鹤湖旅游区、隆
昌石牌坊旅游区、隆昌古宇湖旅游
景区5个国家4A级景区。

“按照全市旅游发展‘三五八
’方案，到2020年全市国家4A级
及以上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数
量将达到 10 个以上。”内江市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着眼长远

的内江，已立足于“三五八”方案，
通过“山水之旅”“文化之旅”“美
食之旅”“乡村之旅”，一步步实现
自己的现代旅游梦想。“大千故
里·甜城内江”正以崭新的姿态走
向世界。

未来
打造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一片依
山傍水而建的川南大草原在内江
拉开了它自己的序幕。川南大草
原景区总占地面积约2000亩，投
资3亿元。整个旅游区作为与村
民共融的开放式景区，它在保持
原有的生态系统、生态、风貌的同
时也辐射带动周边 3 个镇 16 个
村发展乡村旅游。

“无中生有”的川南大草原是
内江“乡村旅游”的一块金字招
牌，也是近年来内江旅游发展的
一个缩影，原来无人问津的乡野
荒地逐渐有了游客的身影，在时
间的见证下，他们正向远道而来
的客人们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
基于此，内江正坚持以旅游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致力推进
全域旅游，着力转变旅游发展方
式、优化旅游经济结构、转换旅游
增长动力、提升旅游发展质量，推

动内江旅游迈向优质旅游时代。
今年以来，围绕全市民生“十

有行动”的实施，内江做优旅游公
共服务，加快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打造，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
据悉，市中区乐贤半岛旅游区、资
中古城旅游区、资中县罗泉古镇、
威远县世界无花果博览园和石板
河旅游区已经通过国家级4A级
旅游景区景观质量评审，隆昌古
宇湖—石牌坊等 5A 级旅游景区
创建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目前，内江拥有旅游景区30
余 处 ，景 点 180 余 个 。 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5 家、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1 家、国家 AA
级旅游景区3家。根据“三五八”
方案，预计到2022年内江市旅游
总收入将突破 500 亿元、国家
AAAA级以上景区数量达15个，
国家AAAAA级景区实现零的突
破。

如今，内江市旅游业在全域
旅游的新时代下已经走出了一条
独具地域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文
化、山水、乡村、美食”四大旅游品
牌正在崛起，一个新兴的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兴起。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创新管理
六医院实现新旧动能转化

“我们医院从2012年2月13
日，就开始探索并推进医养服务
工作。”六医院院长蒋奎告诉记
者，经过整整5年的探索和推进，
2017年2月13日，六医院医养中
心被正式批准成立，成为了内江
首家由公立医院开设的医养中
心。

据了解，医养中心将需要照
护的刚需老人（即：失能和部分失
能老人、失智老人、高龄亚健康老
人、术后康复老人、癌症末期及临
终关怀病人等）作为的主要服务
对象。

因刚需老人在养护方面更具
有的特殊性，六医院组建了一支
极具专业化、标准化的医养服务
队伍。该队伍里的医护人员除每

天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外，还提
供及时、便利的医疗康复服务。

“这里给了我家的温暖，从来
都没想到本是陌生人的人会这个
样子照顾我。”在医养中心居住了
一段时间的老人王淑先为医养中
心点赞。

市民的认可为医养中心注入
了新动力，继续深入推进医养结
合的示范工作。2018年年初，医
养中心突出“一核两翼”发展战
略，有效实现医与养的深度整合，
加速医院、医养事业发展的重大
历史机遇，提出了新旧动能转化。

即医养中心与家庭医生进行
签约服务，为居家的老人提供一
支专业医护团队；健全服务规范
和标准建立医养服务质量监管机
制；以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依托，实
现养老机构与医院嵌入式发展；
推进中医药与养老结合，提供规

范的中医健康干预服务；实现医
养产业跨界融合，探索“医养结
合+旅游”“医养结合+食品”“医
养结合+互联网”等模式的开发
与利用。

创新管理见成效，2018 年 6
月，四川省卫计委确定六医院医
养中心为“省级医养结合示范中
心”。

三大重点
全面专业铺开医养结合发展工作

医养中心自创建以来，始终
聚焦“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
所养”三大重点，更全面专业的铺
开医养结合发展工作。

因服务对象是刚需老人，他
们常患有多种老年疾病，对此，医
养中心根据患病的特点，特在医
院多个学科抽取医生组成治疗小
组。这样一来，当治疗小组对中
心的老年患者进行体检时，可开
展多学科治疗，不仅能够更全面，
诊断也能够更便捷准确。

“上个月是我第一次成为集
体生日的主角，好安逸哦。”原来，
张先琼在 11 月 21 日下午，与同
住在医养中心的王淑仙、叶全福
一起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集体
生日会。这是医养中心特意为老
人打造的娱乐方式，平日里，他们
还不间断地安排老人到阅览室、
棋牌室、康复理疗室等场所活动。

除此之外，在重点节日里，医
养中心还会给予老人们一些小惊

喜，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农历
五月初五，端午节，为了给中心的
老人一份惊喜，医养中心的医护
人员提前给中心的老人送去端午
节必备的粽子、咸鸭蛋和节日的
祝福。

礼物虽小却赢得了老人们幸
福灿烂的笑容。“平时照顾得好，
现在过节了还有礼物和祝福，安
逸。”老人一边看着自己手上的粽
子，一边笑着说。

11月22日下午，六医院内三
科罗杰主任在“老年人预防跌倒”
的健康知识讲座上，为老人们讲
解了引起跌倒的常见原因、“如何
从日常生活中规避跌倒的风险”、
预防跌倒的“十知道”以及跌倒自
救的相关知识，除此之外，罗主任
还给大家介绍了预防老年跌倒的
口诀，引起老人们强烈共鸣。

原来，医养中心为切实保障
老人们的身心健康，引导老人养
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老人自
我保健意识，每个月都将邀请各
科室专家对老人从各方面进行健
康教育。

作为“省级医养结合示范中
心”，六医院医养中心不断探索医
养结合新模式。六医院院长蒋奎
表示，此后，六医院将以医疗为核
心，以医养融合、健康检查为两翼
的“一核两翼”发展思路有力展开
工作，迈出六医院医养结合模式
2.0版的坚定步伐。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昔兴琪

成功创建5个国家4A级景区

4大旅游品牌齐头并进促发展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正稳步迈向优质旅游时代

内江市六医院:

“医养结合”新模式 竖起养老新标杆
在内江市经开

区壕子口路铁站街
东巷 48 号圣水寺
山顶的内江市第六
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六医院），有着
内江首个由公立医
院开设的医养中
心。在这里，老人
们可以在医疗、护
理、照料、心理及社
会关爱等方面得到
全方位的服务，提
高老年生活品质。

12 月 12 日 ，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来到六医院医养中
心，探访老人们的
新天地。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