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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
于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经过 5
年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文化事业繁
荣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文化
高地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实
施文旅精品线路推广工程，打造蜀
道—嘉陵江旅游环线等 9 条旅游
精品线路，建设三国文化、蜀道文
化等相互促进的川东北文旅经济
带，大力发展蜀道三国文化游、嘉
陵江山水人文游，建设国内一流的
山水生态与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
由此可见，嘉陵江沿线旅游资
源和线路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
地位举足轻重。作为我省嘉陵江
源头的第一个城市，广元上石盘电
航综合枢纽工程下闸蓄水后，形成
的栖凤湖，也将成为嘉陵江沿线重
要的旅游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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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

栖凤湖上乘船游
广元美景收眼底

栖凤湖沿岸将建 17 个码头，连通城市重要
旅游节点，形成特色水上旅游线路

新闻背景
围绕女皇文化
规划建设栖凤湖
2016 年，嘉陵江上石盘电航综合
枢纽工程下闸蓄水后，市城区嘉陵江
回水位到达千佛崖，在市中心城区形
成嘉陵江段 14 公里、南河段 3 公里，
将千佛崖、皇泽寺、天成码头、南河水
上公园水面连成一片，在市城区形成
长约 17 公里、总面积约 9.5 平方公里
的栖凤湖。
栖凤湖穿越市中心城区，涵盖嘉
陵江干流上起工农镇河段、下至上石
盘电航综合枢纽大坝，南河干流上起
南河快乐大桥、下至嘉陵江入口两条
水道。
根 据 2017 年 市 规 划 局 编 制 的
《栖凤湖旅游总体规划》，栖凤湖旅游
规划总面积 25.1 平方公里，主要规划
内容为“一湖一核三区”。一湖，即栖
凤湖水上旅游区。一核，即两江口城
市景观核心。三区即女皇文化展示
区、下西运动康养区、南河城市休闲
区。

将推出餐饮船和
观光船旅游产品
据介绍，围绕打造广元市城区
栖凤湖水上旅游区总体目标，栖凤
湖水上旅游区将按国家 5A 级景区
标准规划建设，依托栖凤湖，有机
串联磁窑铺遗址、千佛崖、皇泽寺、
乌龙山、凤凰山公园、塔子山、上石
盘电站大坝等沿江两岸特色旅游
资源，打造以武则天名人文化为主
题，水上旅游为特色，沿江开发为
重点的城市水上黄金旅游线路。
近期，广元文旅集团将推出栖
凤湖嘉陵江段餐饮船和观光船旅
游产品，串联千佛崖、皇泽寺景区
到上石盘电站水陆一体旅游线，丰
富栖凤湖南河湿地公园段滨水游
乐产品。加快嘉陵江沿岸景观提
升改造，建设一批以武则天文化为
主题，以为盛唐风格为特点，与千
佛崖、皇泽寺相协调的城市景观。
加快桃花岛及滨水带打造，新上一
批以水上游乐为特色的重点项目，
形成水上旅游度假区主体，最终形
成广元城市水上旅游新亮点，丰富
广元女皇故里、康养名都城市旅游
产品。

部分码头简介

规化进程

桃花岛码头方案一效果图 和美 供图

今年将启动桃花岛码头等项目建设
据 了 解 ，2018 年 ，市
规划局又牵头完成了栖凤
湖码头规划设计，共规划
建设码头 17 个，其中嘉陵
江机动船码头 10 个、亲水
平 台 1 个 ，南 河 无 动 力 码
头 6 个 。 目 前 ，栖 凤 湖 已
建成皇泽寺码头、天成码
头等嘉陵江 5 处机动船码
头。琴台广场码头、水上
观礼台码头等南河 3 处无

动力船只码头。
根据规划还将在嘉陵
江新增火车站码头、烟波
坊码头、三清庙码头、袁家
坝码头等 6 处机动船码头，
南河凤羽广场码头、凤台
码头等 3 处无动力船码头，
并将新增瓷窑铺亲水平台
1 处。
今 年 ，将 启 动 桃 花 岛
主码头、游客集散中心建

设，启动三清庙水上游乐
区和陆上休闲旅游区建
设，启动老城区烟波坊游
客集散码头和塔山湾西侧
安全避险码头等主要的硬
件设施建设，改造现有码
头，连通城市重要旅游节
点，形成特色水上旅游线
路。

烟波坊码头：位于嘉陵江望江
路皇泽大桥旁，距瓷窑铺亲水平台
4.75 公里，距清真寺码头 0.93 公里，
建成硬质驳岸机动船码头，驳船数
量 3 艘。
桃花岛码头：位于康养未来发
展轴下西片区，距两江亭码头 1.96
公里，距三清庙码头 3.75 公里，水位
472.5 米，建成生态式驳岸机动船码
头（趸船码头），规划驳船数量 6 艘
（可接纳进港船只 10 艘）。
万达前无动力码头：位于都市
现代魅力轴万缘片区南河水岸，水
位 480.5 米，将建成生态式驳岸无动
力码头，
规划驳船数量 10 艘。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汪国义

中国旅游日 省内多个景区减免门票

本周日，将迎来第 9 个“5·19”中国旅游日，风和日丽的五月也正是出游放飞心情的绝佳时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迎接中国旅游日的到来，我省各
市州为游客推出了多种优惠措施，
各大景点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

主题活动多 丰富旅游出行体验
5 月 19 日当天，甘孜州海螺沟景
区、康定情歌（木格措）景区、木雅圣
地景区等景区及阿坝州茂县松坪沟
景区、毕棚沟景区对所有前来的游客
免门票；巴中市光雾山景区、米仓山
景区、十八月潭景区、佛头山景区，以
及绵阳的九皇山景区都对游客免费
开放。
除门票免费福利外，还有打折优
惠。在 5 月 19 日当天，宜宾长宁蜀南
竹海景区、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海子
沟等都将有门票半价优惠，广安华蓥
山旅游区则推出了 10 元景区门票、40
元景区套票优惠票价。
5 月 19 日当天，还有一些景区提
供免费讲解服务。巴中市佛头山景
区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不仅在
当天门票免费，还免费给游客提供讲
解服务。

中国旅游日当天，我省各大景区
还将推出各种精彩纷呈的特色主题
活动。
5 月 13 日至 6 月 3 日，绵阳九皇
山景区除好玩的猿王洞、情人桥、滑
草场、百鸟园和玻璃栈道外，还有特
色逮猎节、原汁原味的羌族婚礼表演
和婚宴等游客来参加。
5 月 19 日，第二届贡嘎山（海螺
沟）国际喊山节将在海螺沟景区四号
营地激情开喊，当天还有民族歌舞表
演、藏彝美食品鉴等精彩环节。当
天，2019 四川甘孜山地旅游文化节将
在“美人谷”丹巴盛大开幕，期间将有
丹巴美人谷音乐会、嘉绒藏族风情选
美大赛、丹巴美人谷马拉松、环贡嘎
及大渡河流域自驾旅游体验等 9 项主
题活动，充分显示甘孜旅游风情。

四川部分景区优惠信息
甘孜州
1、
海螺沟景区免门票。
2、康定情歌（木格措）风景区
免门票。
3、木雅圣地、墨石公园、燕子
沟景区免门票。
阿坝州
1、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海子
沟门票半价优惠。
2、
茂县松坪沟景区免门票。
3、
毕棚沟景区免门票。
4、黄龙景区为 5 月 19 日出生
的游客免门票。
5、达古冰山景区当天半价优
惠。
巴中市
1、门票免费景区：光雾山景

区、米仓山景区、十八月潭景区、
佛头山景区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
语园在当天门票免费，中国工农
红军石刻标语园提供免费讲解服
务。
2、门票半价景区：巴灵台景
区、
小巫峡景区、章怀山景区。
3、持证免门票景区：1.劳模、
先进工作者凭有效获奖证书并出
示身份证，可免费参观诺水河景
区狮子洞、免费乘坐观光电梯；伤
残人士、革命伤残军人凭有效证
件可免费参观诺水河景区狮子
洞；通江籍精准扶贫户凭《精准扶
贫登记卡》或户籍当地村“两委”
开具的证明材料并出示身份证，
可免费参观诺水河景区狮子洞、
免费乘坐观光电梯。
4、各大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

放。
宜宾长宁蜀南竹海景区
市级以上劳模、市级以上先
进工作者凭有效证书或有效证件
免门票；所有游客门票半价。
广安华蓥山旅游区
门票挂牌价 95 元/人，活动
当天优惠价为 10 元/人；景区套
票（门票 95 元/人+博物馆 40 元/
人+观光车 45 元/人）原价 180 元/
人，
活动当天优惠价 40 元/人。
绵阳九皇山景区
时间：5 月 13 日-6 月 3 日优
惠：
免门票。
杨艺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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