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

为深入贯彻交通强国和全域旅游战略ꎬ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文

化强省、旅游强省ꎬ全面落实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ꎬ打造四川交

旅融合先行示范区ꎬ助力“大峨眉”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ꎬ制

定本方案ꎮ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ꎬ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ꎬ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

二次全会决策部署ꎬ围绕“让四川文旅名扬天下、享誉全球”总体

目标ꎬ以旅为主、以交为先ꎬ以改革为动力ꎬ推进交通、旅游跨区域

跨行业无障碍融合ꎬ以项目为牵引ꎬ促进交通带动产业发展、旅游

带动就业消费ꎬ在全省率先形成“主要景区带动、慢游环线辐射、全

域旅游渗透”的交旅融合发展新态势ꎬ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群众

获得感ꎬ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交通强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跨

界融合的先行示范ꎮ

(二)基本原则ꎮ

服务大局ꎬ创新发展ꎮ 坚持 “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保安

全”工作思路ꎬ以交通带动文旅ꎬ以文旅反哺交通ꎬ积极探索交通运

输与文化旅游跨行业融合新机制ꎬ创新跨区域项目建设管理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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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ꎬ为推动交旅融合发展积累经验、提供示范ꎮ

以人为本ꎬ惠民发展ꎮ 坚持提升出行体验ꎬ不断丰富旅游交通

产品ꎬ着力优化旅游服务品质ꎻ坚持为民利民惠民ꎬ深度拓展交通

服务设施功能ꎬ兴旺沿线产业ꎬ扩大群众就业ꎬ缩小城乡差距ꎬ促进

共同富裕ꎮ

统筹协调ꎬ融合发展ꎮ 坚持世界眼光、高点定位ꎬ统筹考虑旅

游“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需求ꎬ系统强化“公铁水航”各交通方式

有机衔接ꎬ有效整合区域交通、文旅资源ꎬ推动交通运输与文化旅

游的相互促进、联动发展、转型升级ꎮ

绿色智慧ꎬ低碳发展ꎮ 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

统一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ꎬ注重自然协调、适度开

发ꎬ打造信息化交旅融合型管理体系ꎬ支持旅游公路低碳建设、绿

色运行ꎬ实现旅游交通智慧共享精准服务ꎬ支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和“双碳”目标实现ꎮ

(三)建设范围ꎮ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

区)包括乐山市、雅安市和眉山市 ２１ 个县(市、区)ꎮ 具体为:乐山

全域ꎬ雅安雨城区、名山区、荥经县、汉源县ꎬ眉山全域ꎮ 实施期限

为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ꎮ

(四)建设目标ꎮ 围绕大峨眉文旅品牌总体布局ꎬ着力构建综

合立体快进网和亦路亦景慢游网、品质卓越的运游服务体系和业

态兴旺的产业生态体系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基本实现“主要景区高速直

达ꎬ全域慢游顺直畅达ꎬ乡村旅游联网通达”ꎻ游客“游得畅、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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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ꎬ体验感显著提升ꎻ群众“增收入、得实惠”ꎬ获得感持续提升ꎮ

旅游快进网ꎮ 新建成高速公路 ２３０ 公里ꎬ主要景区高速公路

１００％ 联通覆盖ꎬ东南西北客源地均有 ３ 条及以上建成或在建快进

通道联系ꎬ“航空＋高铁＋高速”联运大通道更加完善ꎬ基本形成畅

达全国、联通全球的综合立体快进网ꎮ

全域慢游网ꎮ 新改建普通国省干线ꎬ旅游化养护性改造普通

公路ꎬ旅游公路全部达到三级及以上水平ꎻ慢游交通成环成带ꎬ旅

游环线通行能力翻倍ꎬ具备条件的 ４Ａ 及以上景区实现双进双出ꎻ

农村公路全面畅通ꎬ旅游资源富集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ꎬ建

成一批主题鲜明、景观优美的乡村旅游线路ꎮ

运游服务体系ꎮ 客运站场功能更加多样ꎬ运游服务网络更加

便捷ꎬ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更加完善ꎬ公路安防能力显著增强ꎬ旅游

交通服务一体化、信息化、品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ꎬ基本实现主要

景区“预约、限流、错峰”管理全覆盖ꎮ

产业生态体系ꎮ 创建一批主题服务区ꎬ开发一批旅游交通产

品ꎬ公路沿线产业实现集聚发展ꎬ基本形成“以路联景、以路兴产、

以路富民”的叠加效应ꎬ旅游交通经济和社会价值显著提高ꎮ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立体开放的旅游快进网ꎮ 围绕夯实大峨眉世界级

文化旅游品牌的主骨架路网支撑ꎬ加快构建综合立体快进网ꎬ实现

域外游客直达主要景区ꎮ

１ 畅通对外陆空联运大通道ꎮ 拓展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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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机场与全球主要客运枢纽机场高效衔接的洲际 １０ 小时、亚洲

５ 小时航程圈ꎬ加密至东北亚、东南亚、美澳等地区的国际航线频

次ꎬ推动空铁协同ꎬ衔接成贵高铁、成都都市圈环线铁路等ꎬ构建

“航空＋高铁”直达主要景区的联运大通道ꎮ 加快建设乐山机场ꎬ

拓展国内主要客源地市场航线ꎬ研究探索完善口岸功能ꎬ积极开发

国际客源市场ꎬ新建乐山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ꎬ衔接高速公路网ꎬ

构建“航空＋高速”直达主要景区的联运大通道ꎬ确保空中来客快

速直达景区ꎮ

２ 强化对外公铁复合大通道ꎮ 完善对外旅游快进网ꎬ东向加

快建设连界至乐山铁路ꎬ新开工 Ｓ４８ 乐山至资中高速公路ꎬ进一步

联系宜宾、内江ꎬ沟通重庆、贵州ꎬ联动“大竹海”ꎮ 南向加快建成

成昆铁路峨眉至米易段、Ｓ７ 乐山至西昌高速乐山至马边段等项

目ꎬ进一步联系攀西ꎬ沟通云南ꎬ联动 “大香格里拉”ꎮ 西向推进

Ｓ７９ 雅马高速雅安至宝兴段前期工作ꎬ加快建设川藏铁路雅安至

林芝段ꎬ进一步联系甘孜、阿坝ꎬ沟通青海、西藏ꎬ联动 “大贡嘎”

“大草原”ꎮ 北向新开工成都至眉山市域铁路、Ｓ６ 新津至峨眉高速

公路、Ｓ７ 天府新区经眉山至乐山高速公路、Ｓ６７ 邛崃经芦山至荥经

高速公路等项目ꎬ进一步联系成都ꎬ沟通陕西、甘肃ꎬ联动 “大熊

猫”“大遗址”ꎮ 尽快形成四向 ２６ 条公铁复合大通道ꎬ实现域外游

客快捷进出大峨眉ꎮ

专栏 １　 域外陆路公铁复合大通道布局

　 　 东向(９ 条):成贵高铁、成都都市圈环线铁路资阳西至眉山北段、连界至乐山等
铁路ꎬＧ９３ 成渝环线、Ｓ６６ 乐自、Ｓ４８ 乐资、Ｓ７８ 峨边至马边、Ｓ４０ 遂洪、Ｓ４５ 乐至经自贡
至犍为高速公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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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向(４ 条):成昆(成昆复线)铁路ꎬ以及 Ｇ５ 雅西、Ｇ４２１６ 沿江高速、Ｓ７ 乐西高
速公路ꎮ

西向(３ 条):川藏铁路ꎬＧ４２１８ 雅康、Ｓ７９ 雅马高速公路ꎮ
北向(１０ 条):成绵乐客专、成都至雅安、成都至眉山市域铁路ꎬＧ５ 成雅、Ｇ０５１２

成乐、Ｓ８ 成名、Ｓ６ 新峨、Ｓ７ 天眉乐、ＳＡ３ 成都经济区环线、Ｓ６７ 邛芦荥高速公路ꎮ

３ 加密域内旅游高速转换网ꎮ 建设 Ｓ４８ 资中至乐山、乐山至

荥经等高速公路ꎬ进一步完善大峨眉东西向高速主骨架ꎻ建设 Ｓ６

成都新津至峨眉山高速公路ꎬ提升大峨眉南北向通道运输能力ꎬ提

高峨眉山、东风堰—千佛岩、大千纸故里等主要景区快进交通效

率ꎻ加快推进 Ｓ６９ 洪雅至七里坪、Ｓ７８ 峨边经马边至屏山等高速公

路前期工作ꎬ完善域内高速公路网ꎮ 围绕提升主要景区间互联互

通水平ꎬ构建“五横五纵”域内旅游高速转换网ꎬ有效覆盖全域重

要旅游资源ꎬ实现主要景区间高效便捷联系ꎮ

专栏 ２　 “五横五纵”域内高速转换网布局

　 　 “五横”
横一:Ｇ５ 成雅高速、ＳＡ３ 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ꎮ 串联蒙顶山、月亮湖等景区

景点ꎮ
横二:Ｇ９３ 乐雅高速、Ｓ４０ 遂洪高速ꎮ 串联碧峰峡、蒙顶山、上里镇、藏茶世界、眉

山藤椒文化旅游区、老峨山、三苏祠、大雅文化旅游区等景区景点ꎮ
横三:Ｓ４８ 乐荥高速、Ｓ４８ 乐资高速ꎮ 串联云峰山、龙苍沟、海子山、瓦屋山、雅女

湖、柳江古镇、七里坪、峨眉山、华头古镇等景区景点ꎮ
横四:Ｓ６６ 峨汉高速、Ｓ６６ 乐自高速ꎮ 串联大渡河、汉源湖、轿顶山、金口大峡谷、

峨眉山、乐山大佛、苏稽古镇、农夫山泉工业旅游区、东方佛都等景区景点ꎮ
横五:Ｓ７８ 峨边经马边至屏山高速ꎮ 串联大峡谷、黑竹沟、大风顶、云上福来等景

区景点ꎮ
“五纵”
纵一:Ｇ５ 雅西高速、Ｓ８ 成名高速ꎮ 串联牛碾坪、百丈湖、清漪湖、蒙顶山、碧峰

峡、金凤山、龙苍沟、花海果乡、汉源湖等景区景点ꎮ
纵二:Ｓ６ 新峨高速、Ｓ７ 乐西高速ꎮ 串联大雅文化旅游区、９０９ 民用核技术产业

园、东风堰—千佛岩、大千纸故里、峨眉山、峨眉山大佛禅院佛教文化旅游区、郭沫若
故居、大风顶等景区景点ꎮ

纵三:Ｇ０５１２ 成乐高速、Ｇ９３ 乐宜高速ꎮ 串联彭祖山、江口沉银博物馆、三苏祠、
中国泡菜城、天福茶园、乐山大佛、东方佛都、乌木文化博览苑、桫椤湖等景区景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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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四:Ｓ７ 天眉乐高速、ＳＬ 乐山绕城高速ꎮ 串联黑龙滩、江湾神木园、国际竹艺城
等景区景点ꎮ

纵五:Ｇ４２１６ 仁沐新高速ꎮ 串联雷畅故居、罗城古镇、桃源山居、沐川竹海等景
区景点ꎮ

(二)打造亦路亦景的全域慢游网ꎮ 以普通国省干线、水上航

线、农村公路为重点ꎬ支撑大峨眉深度挖掘和整合文旅资源ꎬ构建

干支衔接、特色突出的全域慢游网ꎮ

１ 建设“一环三带”精品慢游线ꎮ 实施 Ｓ３０８ 洪雅县柳江至瓦

屋山段、Ｓ１０４ 草坝至望鱼等一批新改建项目ꎬ消除慢游通道瓶颈

路段ꎬ旅游化改造提升重点路段ꎬ形成串联 ４０ 余个 ３Ａ 及以上景区

的精品慢游线ꎮ 沿国道 Ｇ３５１、省道 Ｓ１０４ 等ꎬ串联峨眉山、周公山、

蒙顶山等景区ꎬ打造九百里大峨眉旅游主环线ꎮ 以乐山大佛为中

心ꎬ往西南沿国道 Ｇ２４５ 等ꎬ贯通金口大峡谷等景区ꎬ构建大渡河旅

游风景带ꎻ往东南沿国道 Ｇ２１３ꎬ衔接沐川竹海等景区ꎬ构建嘉州风

情旅游风景带ꎻ向北沿岷江水道ꎬ串联三苏祠等景区ꎬ构建岷江山

水文化旅游带ꎮ 通过“一环三带”有效串联重要景区和经典文旅

资源ꎬ促进大峨眉旅游规模化、集群化发展ꎮ 同步配套完善交通沿

线旅游厕所ꎬ推进旅游厕所规范化建设、标准化管理ꎮ

专栏 ３　 “一环三带”精品慢游线布局

　 　 “一环”
大峨眉旅游主环线(４７０ 公里):以“佛国仙山”“东坡故里”“禅茶圣地”为主题ꎬ

依托 Ｇ３５１、Ｓ１０４、Ｓ４２８ 等公路ꎬ串联乐山大佛、峨眉山、碧峰峡、蒙顶山、三苏祠、东风
堰—千佛岩等 ３ 个 ５Ａ、１２ 个 ４Ａ、１０ 个 ３Ａ 级景区和七里坪、海子山、荔枝湾等旅游
资源ꎮ

“三带”
大渡河旅游风景带(２２０ 公里):以峡谷风光为主题ꎬ依托 Ｇ２４５、Ｇ３４８、Ｓ３０９ 等公

路ꎬ串联乐山大佛、郭沫若故居、金口大峡谷等 １ 个 ５Ａ、３ 个 ４Ａ、２ 个 ３Ａ 级景区ꎬ整合
沿线周边美女峰、大瓦山、大渡河、轿顶山、汉源湖等旅游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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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州风情旅游风景带(１２０ 公里):以嘉州生态文化为主题ꎬ依托 Ｇ２１３、Ｓ１０３ 等
公路ꎬ串联乐山大佛、犍为文庙、桫椤湖、沐川竹海等 １ 个 ５Ａ、３ 个 ４Ａ、５ 个 ３Ａ 级景区
和清溪古镇、花木科技园等旅游资源ꎮ

岷江山水文化旅游带(１０５ 公里):以山水风光为主题ꎬ依托岷江航道ꎬ串联两岸
乐山大佛、三苏祠、中岩等 １ 个 ５Ａ、５ 个 ４Ａ、２ 个 ３Ａ 级景区和平羌三峡等旅游资源ꎮ

２ 打造“万里多片”乡村旅游网ꎮ “一片一主题”ꎬ围绕支撑乐

山市市中区苏稽镇、犍为县罗城镇、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和碧峰峡

镇、眉山市洪雅县柳江镇和七里坪镇等天府旅游名镇ꎬ以及乐山市

峨边县黑竹沟镇底底古村、金口河区永和镇胜利村、雅安市荥经县

发展村、汉源县三强村、眉山市洪雅县柳江镇红星村、丹棱县顺龙

乡幸福村等天府旅游名村ꎬ实施洪雅县雅韵花溪旅游路等一批农

村公路项目ꎬ带动天府名镇名村成片发展ꎮ “一线一特色”ꎬ建设

兼具森林防火和森林科普功能的峨眉山景区步道ꎬ打造以家风家

教为主题的三苏文化风景道ꎬ以佛禅休闲度假为主题的峨眉山风

景道ꎬ以长寿康养为主题的彭祖文化风景道ꎬ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

爱国爱军旅游道ꎬ以茶文化体验为主题的万亩茶园风景道等乡村

旅游风景道ꎬ形成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线路ꎮ “亦路亦景观”ꎬ实

施幸福美丽乡村路工程ꎬ建设乐山市市中区 Ｘ０１０ 嘉燕路、眉山市

丹棱县 Ｘ１１０ 丹梅路等项目ꎬ因地制宜加强公路沿线农业景观营

造、自然景观融合、人文景观植入ꎬ增设简易服务区、停车带、慢游

道、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ꎬ打造“万里”美丽乡村路ꎬ支撑花果观

赏、农业体验等乡村特色旅游发展ꎬ推动乡村振兴ꎮ

(三)构建安逸的运游融合服务体系ꎮ 强化运输服务支撑ꎬ围

绕“点、线、网”ꎬ打造智慧、绿色、安全、人本的运游服务ꎬ提升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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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感ꎮ

１ 拓展站场旅游服务功能ꎮ 推动乐山肖坝等客运枢纽综合

开发ꎬ建设一批集旅游集散、消费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综合

体ꎮ 推动雷洞坪、七里坪等客运站场转型升级ꎬ增加吃、住、娱、购

等功能ꎮ 加快周公山、望鱼等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开发利用ꎬ拓展

农产品展示、销售、邮递等功能ꎮ 旅游通道主要站点设置“落地自

驾、异地还车”租赁点ꎬ鼓励预约租车、定制包车等个性化旅游运输

服务ꎮ 加大客运站场老年人、残障人士便利化服务设施建设ꎬ强化

老年人咨询引导帮扶ꎬ建设适老化旅游服务示范线ꎮ

２ 增强运输服务线网品质ꎮ 提升峨眉山景区游客运输能力ꎬ

在峨眉山南山探索新建上下山索道ꎮ 在主要景区因地制宜设置异

地候机楼、高铁无轨站ꎬ鼓励机场、高铁站、道路客运站开行直达

４Ａ 及以上景区的联程旅游直通车ꎬ开展“行李直挂”等增值服务ꎮ

围绕“一环三带”开通跨区域“招手停”精品旅游专线ꎬ依托“金通

工程”打造一批“交农旅”融合乡村旅游运输线ꎬ依托通用机场探

索发展片区低空体验游ꎮ 根据旅游淡旺季ꎬ动态调节干线和支线

班次ꎮ 支持培育 １—２ 家运游服务龙头企业ꎬ在枢纽站点试点车

票、门票、住宿、餐饮服务等“一张卡、一个码”ꎬ先行先试打造“联

程运输＋吃住游”融合产品ꎮ

３ 强化旅游运输低碳供给ꎮ “站变绿”ꎬ鼓励客运站场光伏建

筑一体化改造ꎬ构建“分布式光伏＋储能＋微电网”的自给能源系

统ꎬ探索建设“近零碳”客运站ꎮ “车变绿”ꎬ加快旅游客运装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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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转型ꎬ推进旅游客车、公交车、观光车、游轮电动化ꎬ鼓励自驾车

辆、租赁车辆电动化ꎮ “线变绿”ꎬ推动客运枢纽站场、高速公路服

务区、国省干线服务区、重要停车区因地制宜建设充(换)电设施ꎬ

支撑打造低碳示范线路ꎮ

４ 提高服务智慧安全水平ꎮ 推动景区信息与交通大数据资

源共享ꎬ加快标识标牌数字化建设ꎬ及时预警和引导游客出行ꎮ 通

过数据分析挖掘ꎬ预测区域客流、出行特征ꎬ智能调度客运服务ꎮ

推动公路沿线旅游交通标志统一规划、统一设计、按需改造ꎬ让旅

游交通标志更加规范、清晰明确、快速识别ꎮ 完善安保设施ꎬ加强

临水临崖路段护栏建设ꎬ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ꎬ完善旅游交通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ꎬ提高防灾减灾救援能力ꎬ提升游客交通安全保障

水平ꎮ

(四)创建多元的交旅产业生态体系ꎮ 坚持 “融合、共享、开

放”经营理念ꎬ推动节点综合开发、沿线一体开发、交旅产品开发、

数据资源开发ꎬ整体提升旅游交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ꎮ

１ 做强点ꎬ提升重要节点旅游功能ꎮ 全方位提升成乐高速夹

江天福服务区旅游功能ꎬ打造以“古镇文化”为主题的蓉丽高速罗

城服务区ꎬ以“茶旅康养”为主题的成名高速名山服务区ꎬ以“家风

文化”为主题的遂资眉高速三苏服务区ꎬ以“运动休闲”为主题的

成渝环线高速瓦屋山服务区ꎬ以“汉源贡椒文化”为主题的雅西高

速汉源服务区ꎮ 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站场等节点服务

功能和经营业态策划设计ꎬ体现当地文化和民俗风情ꎬ适度叠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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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展销、特色美食、休闲娱乐、汽车营地、文化宣教、信息服务等经

营业态ꎬ并做到“同城同价、同城低价”ꎬ将重要交通节点打造成为

周边景区的迎客门户ꎮ

２ 做优线ꎬ打造旅游交通消费走廊ꎮ 聚焦提升人气ꎬ有序推

动龙池、华头镇等毗邻景区的高速公路“开口子”ꎬ探索“开放式”

高速公路服务区ꎬ带动“旅客下高速消费” “农民进服务区销售”ꎮ

聚焦景观提质ꎬ采取“借景、造景、融景”等手段ꎬ打造旅游品牌路、

网红打卡路等场景吸引游客就地消费ꎮ 聚焦“当地景点、当地产

业”营销ꎬ在公路两侧停车区、服务区、收费站出口合理设置宣传

点、展销铺ꎬ提升沿线旅游景点知名度和产品推广度ꎮ 聚焦富民增

收ꎬ因地制宜打造 Ｓ３０８ 荷叶湾服务区、Ｓ１０４ 周公山服务区等普通

公路服务设施ꎬ集乡村产业加工体验、产品直供直销、民俗吃住体

验、观景休闲、文化熏陶、文旅创客等为一体ꎬ带动沿线特色产业、

特色农牧业发展ꎮ

３ 拓展面ꎬ持续丰富旅游交通产品ꎮ 发掘潜在消费热点ꎬ挖

掘“茶马古道第一驿站” “乐西抗战公路博物馆”等具有重要历史

文化价值的交通遗迹遗存ꎬ增设研学实践教育基地ꎮ 用好旅游公

路载体ꎬ举办环大峨眉马拉松赛、山地定向越野赛、自行车赛等赛

事ꎬ带动户外休闲旅游发展ꎮ 用好交通文旅数据资源ꎬ拓展电子不

停车收费系统(ＥＴＣ)在停车场、加油站、服务区的应用ꎬ强化数据

分析提取ꎬ为游客提供更加精准的交通服务ꎬ更加丰富的产品

供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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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规模及资金需求

本方案根据省和地方事权ꎬ只统计公路水路项目规模并做资

金平衡ꎬ同时ꎬ积极协调铁路、航空项目加快推进ꎮ

(一)建设规模ꎮ

高速公路 １０９５ 公里ꎮ 其中ꎬ续建高速公路项目 ４ 个、３９７ 公

里ꎻ力争新开工高速公路项目 ５ 个、３５４ 公里ꎻ加快前期工作项目 ３

个、３４４ 公里ꎮ

干线公路 ８２９ 公里ꎬ旅游化养护性改造 ２００ 公里ꎮ 干线公路

项目中ꎬ续建项目 ７ 个、１１６ 公里ꎻ新开工项目 １５ 个、３０４ 公里ꎻ加快

前期工作项目 １７ 个、４０９ 公里ꎻ大峨眉旅游主环线旅游化养护性改

造 ２００ 公里ꎮ

农村公路 １４４２ 公里ꎮ 其中ꎬ力争开工幸福美丽乡村路项目

１５７ 个、１２９４ 公里ꎻ加快前期工作项目 １７ 个、１４８ 公里ꎮ

内河水运 ２ 个ꎮ 实施航电枢纽项目 ２ 个ꎮ

运输站场 ８ 个ꎮ 其中ꎬ新建客运枢纽 １ 个ꎬ新改建客运站 ４

个ꎬ新建综合运输服务站 ２ 个ꎬ加快前期工作项目 １ 个ꎮ

服务区 ９ 个ꎮ 打造乐西高速大风顶服务区等一批高速公路主

题服务区ꎬ建设普通干线公路服务区 ８ 个ꎬ加快前期工作项目

１ 个ꎮ

(二)投资方案ꎮ

高速公路ꎮ 主要由地方政府争取社会投资方式建设ꎬ鼓励地

方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发行专项债等方式支持高速公路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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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内河水运、运输站场等ꎮ 按照相关投资

政策ꎬ优先安排中省补助资金ꎬ由相应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组

织实施ꎮ

(三)资金平衡ꎮ

本方案仅对续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进行统计ꎬ并做资金平衡ꎬ

加快前期工作类项目暂不做资金平衡ꎬ成熟一个按相应政策支持

一个ꎮ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ꎬ方案规划总投资 １１４４ ２７ 亿元ꎮ 其中ꎬ高速

公路 １０２１ ３５ 亿元、占 ８９ ２６％ ꎬ干线公路 ５１ ２０ 亿元、占 ４ ４８％ ꎻ农

村公路 ５１ １６ 亿元、占 ４ ４７％ ꎻ内河水运 １８ ００ 亿元、占 １ ５７％ ꎻ运

输场站 ２ ２０ 亿元、占 ０ １９％ ꎻ服务设施 ０ ３６ 亿元、占 ０ ０３％ ꎮ

不考虑续建和已落实投资人的 ４ 个高速公路项目(乐西高速

乐山至马边段、峨汉ꎬ以及天眉乐、乐资高速公路ꎬ规划期总投资

６７８ 亿元)ꎬ其余重点项目规划期总投资 ４６６ ２７ 亿元ꎮ 其中ꎬ省级

补助 ５４ １６ 亿元ꎬ社会投资 ３５８ １１ 亿元ꎬ地方自筹 ５４ ００ 亿元(乐

山市 １９ ７５ 亿元ꎬ雅安市 １６ １４ 亿元ꎬ眉山市 １８ １１ 亿元)ꎮ 资金平

衡方案如表所示ꎮ

表 ３—１　 规划期建设项目资金平衡表

序号 专项
规划期投资(单位:亿元)

总　 计 省级补助 地方自筹 社会投资

合　 计 ４６６ ２７ ５４ １６ ５４ ００ ３５８ １１

１ 高速公路 ３４３ ３５ ０ ０ ３４３ ３５

２ 干线公路 ５１ ２０ ２４ １８ ２７ ０２ ０

３ 农村公路 ５１ １６ ２５ ７３ ２５ ４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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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项
规划期投资(单位:亿元)

总　 计 省级补助 地方自筹 社会投资

４ 内河水运 １８ ００ ３ ５０ １ ２０ １３ ３０

５ 运输场站 ２ ２０ ０ ５１ ０ ２３ １ ４６

６ 服务设施 ０ ３６ ０ ２４ ０ １２ ０

四、实施效果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区域路网密度达 １２５ 公里 / 百平方公里ꎬ基本建成

“交产文旅”多元融合、“山水城村”协调发展的先行示范区ꎬ成为

全省交通运输与文化旅游“融合、示范、先行”的重要窗口ꎮ

融合ꎮ 建成具有国内一流品质的旅游公路和风景道ꎬ开发一

批特色鲜明的精品旅游交通产品ꎬ跨部门协调联动效能和公共服

务能力显著提升ꎬ关联产业间协同融合和集聚发展水平明显增强ꎬ

促进城乡融合ꎬ实现路景融合、运游融合、管理融合、产业融合ꎮ

示范ꎮ 成功打造交旅融合管理模式、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发展

样板ꎬ研究形成指导旅游公路规划设计的成套技术标准和政策ꎬ交

旅融合发展有力助推乡村振兴、激发经济增长活力ꎬ在理念、技术、

产业带动、致富增收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ꎮ

先行ꎮ 以交旅融合作为打破行政区划障碍、推动市场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手段ꎬ形成跨区域的利益共同体ꎬ实现“交通支撑文旅、

文旅反哺交通”的良性循环发展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ꎬ为全省经济

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探索改革发展路径ꎮ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ꎮ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ꎬ交通运输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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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旅游厅会同乐山市、雅安市、眉山市以及 ２１ 个相关县(市、区)

成立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方案附后)ꎬ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

的工作推进机制ꎮ 工作专班不定期组织召开会议ꎬ共同研究相关

重大事项ꎬ督促指导相关市、县(市、区)落实责任分工ꎬ及时跟踪

总结评估示范区建设工作成效ꎬ对推进不力、工作落实不到位的

市、县(市、区)予以通报批评ꎬ并将工作推进情况纳入交通、文化

和旅游绩效考核范畴ꎬ与资金安排挂钩ꎮ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交

通运输厅ꎬ负责日常协调工作ꎮ

(二)明确责任分工ꎮ 乐山市、雅安市、眉山市以及 ２１ 个相关

县(市、区)人民政府是示范区建设的责任主体和工作主体ꎬ负责

具体抓好建设方案内项目的落地实施ꎬ组织做好高速公路、普通公

路、旅游风景道沿线设施、环境景观的建设管理ꎬ建设一批全域旅

游示范区和天府旅游名县、名镇、名村、名宿、名导、名品和美食等

系列“天府旅游名牌”ꎮ 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按照“交通支

撑旅游、旅游反哺交通”的思路ꎬ强化政策研究和工作指导ꎮ 交通

运输厅负责指导景区外公路、旅游风景道的建设管理ꎬ文化和旅游

厅负责指导景区内道路及其他旅游设施的建设管理ꎬ支持并指导

峨眉山、乐山大佛创建世界级旅游景区ꎬ峨秀湖创建世界级旅游度

假区ꎻ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等省级相

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ꎬ加强工作指导ꎬ优先解决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项目立项、行政审批等问题ꎮ

(三)强化政策保障ꎮ 坚持“政府主导、省地共担、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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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筹资”ꎬ按照«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四川省省级财政交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ꎬ对示范区符合条

件的普通公路项目ꎬ最大程度给予中省补助资金支持ꎮ 对验收合

格的主环线旅游化养护性改造项目ꎬ采取“以奖代补”方式ꎬ参照

国省道中修 ８０ 万元 / 公里的补助标准予以激励ꎮ 加大对示范区乡

村运输“金通工程”、绿色交通等支持力度ꎮ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开放、程序规范、强化绩效”ꎬ对于效益较好的项目ꎬ支持采用“建

设—经营—转让”ＢＯＴ 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建设ꎬ对于造价高、效益

差的项目ꎬ支持采用“ＢＯＴ＋资源配置”的融资模式ꎬ支持跨区域跨

级次项目统筹确定专项债券额度ꎮ 协调国开行、农发行等金融机

构ꎬ将符合条件项目纳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范围ꎮ 支持

交通与旅游共同开发ꎬ将交通项目与文旅发展相结合ꎬ采取将公路

冠名权、广告权、旅游资源和路衍经济开发权打捆等方式ꎬ争取政

府专项债券以及金融性政策性贷款支持ꎮ

(四)强化要素保障ꎮ 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林业和草原发展规划的衔接ꎬ尽最大可能保障大峨眉区域交旅

融合发展用地需求ꎮ 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交通项目纳入国家重大项

目清单或省重点项目清单ꎬ争取用地政策支持ꎬ纳入后所需计划指

标由省级统筹协调、应保尽保ꎮ 利用好荒地、废弃地等公路沿线闲

置用地ꎬ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使用符合规划的存量建设用

地兴办企业或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

同举办企业ꎬ参与交旅项目建设运营ꎮ 优先支持大峨眉区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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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旅游产业重点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名单ꎬ享受相应政策ꎮ

将大峨眉区域纳入全省文化和旅游国际(国内)营销计划ꎬ加强大

峨眉品牌宣传ꎮ

(五)创新工作机制ꎮ 建立多部门并联审批通道ꎬ支持大峨眉

旅游主环线等跨区域重点项目打捆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ꎬ推动实现项目同步开工、同步建成ꎮ 支持大峨眉示范区范围内

符合条件的运营高速公路新增互通式立交或服务区ꎬ将相关项目

纳入由交通运输厅和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编制的专项规划ꎬ直接开

展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及报批工作ꎬ不再审批项目建议书ꎮ 创新

“旅游＋交通”发展模式ꎬ支持将普通公路及站场与毗邻区域旅游、

矿产、土地等资源融合一体开发ꎬ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向交旅融合

领域ꎮ 鼓励相关市、县(市、区)通过组建跨行政区交旅投资平台

的方式ꎬ统筹推进大峨眉主环线等跨区域项目建设与沿线旅游产

业发展ꎬ旅游产业收益适度反哺公路建养ꎬ形成良性循环ꎮ

(六)加大技术支持ꎮ 指导各地突出地方特色ꎬ研究交旅融合

发展规划和发展主题ꎬ结合实际有序推动实施ꎮ 完善交旅融合发

展技术标准体系ꎬ研究出台旅游公路技术导则、服务区(驿站)建

设指南等ꎬ形成旅游交通基础设施设计标准ꎮ 创新开展前期工作ꎬ

在旅游公路、风景廊道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增加概念设计环节ꎬ明

确产品定位、主题特色、设施配置等ꎬ有效满足个性化、多元化旅游

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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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工作

规则

２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综合交通网规划布

局图

３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 “五横五纵” 快速转

换网

４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全域慢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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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

工作规则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二届二

次全会精神ꎬ全面有序推进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以下简称

示范区)建设工作ꎬ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ꎬ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

厅会同乐山市、雅安市、眉山市以及 ２１ 个相关县(市、区)共同成立

“大峨眉交旅融合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 (以下简称工作专

班)ꎬ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交通运输厅ꎬ负责日常协调工作ꎮ 具体

成员名单和工作规则如下ꎮ

一、组成人员

(一)工作专班ꎮ

组　 长: 罗佳明　 　 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戴允康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副组长: 陈光浩　 　 乐山市政府市长

彭映梅　 　 雅安市政府市长

黄　 河　 　 眉山市政府市长

成　 员: 张　 琪　 　 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游　 勇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王茂奎　 　 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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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小兵　 　 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

许　 磊　 　 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张德平　 　 乐山市政府副市长

于进川　 　 雅安市政府副市长

邹汝林　 　 眉山市政府副市长

(二)工作专班办公室ꎮ

主　 任: 张　 琪　 　 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游　 勇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副主任: 胡厚池　 　 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

文学菊　 　 文化和旅游厅规划指导处处长

成　 员: 彭　 涛　 　 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局长

蒲朝勇　 　 四川省航务海事管理事务中心主任

李俊韬　 　 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副局长

周翠琼　 　 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

赵　 刚　 　 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

王　 超　 　 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

张　 肖　 　 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

李智勇　 　 乐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成冬娟　 　 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余万俊　 　 雅安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周万平　 　 雅安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范纯文　 　 眉山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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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枫　 　 眉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鲁子军林　 乐山市马边县政府县长

舒东平　 　 乐山市市中区政府区长

魏阳东　 　 乐山市五通桥区政府区长

汪秀丽　 　 乐山市沙湾区政府区长

安沛然　 　 乐山市金口河区政府区长

陈林强　 　 乐山市峨眉山市政府市长

孙廷鹏　 　 乐山市犍为县政府县长

陈剑波　 　 乐山市井研县政府县长

张　 毅　 　 乐山市夹江县政府县长

赵　 星　 　 乐山市沐川县政府县长

陈玉秀　 　 乐山市峨边县政府县长

陈建伟　 　 雅安市雨城区政府区长

周万友　 　 雅安市名山区政府区长

饶　 熹　 　 雅安市荥经县政府县长

覃建生　 　 雅安市汉源县政府县长

杨翔宇　 　 眉山市东坡区政府区长

杨　 静　 　 眉山市彭山区政府区长

李忠云　 　 眉山市洪雅县政府县长

曾建军　 　 眉山市丹棱县政府县长

邱　 磊　 　 眉山市青神县政府县长

明　 宇　 　 眉山市仁寿县政府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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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职责

(一)责任分工ꎮ 工作专班是推进示范区建设的联合议事协

调机构ꎬ乐山市、雅安市、眉山市以及 ２１ 个相关县(市、区)人民政

府是示范区建设的责任主体和工作主体ꎮ 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

游厅负责协调指导交通、文旅相关工作ꎬ３ 市 ２１ 县(市、区)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景区外公路、服务区等项目ꎬ３ 市 ２１ 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景区内连接道路、服

务设施等项目ꎮ 跨行政区域项目前期工作由工作专班指定市牵

头ꎬ其他市配合ꎬ具体实施由相关县(市、区)按行政区域负责ꎮ

(二)工作专班主要职责ꎮ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示

范区的决策部署ꎬ全面统筹建设推进工作ꎮ 审定并印发示范区建

设年度目标任务、会议纪要等文件ꎮ 协调解决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出现的困难问题ꎬ指导地方做好跨区域项目建设、交旅融合项目包

装、项目融资模式创新、用地指标保障等工作ꎮ 督促市、县 (市、

区)落实责任分工ꎬ定期总结评估示范区建设工作成效ꎬ对推进不

力、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市、县(市、区)予以通报批评ꎮ 完成省委省

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三)工作专班办公室主要职责ꎮ 承担工作专班日常工作ꎬ组

织落实专班议定事项ꎬ及时跟踪反馈相关工作落实情况ꎮ 起草示

范区建设年度目标任务、会议纪要等各类文稿ꎬ并提交工作专班审

议ꎮ 收集示范区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ꎬ根据工作实际ꎬ

研究提出工作专班会议议题和召开会议的建议ꎮ 定期编写专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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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报ꎬ印送成员单位ꎮ 完成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三、议事规则

专班实行集体讨论会议制度ꎬ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ꎬ

会议纪要由办公室起草ꎬ经工作专班审定后印送成员单位ꎮ 专班

会议议题由组长指定或由专班办公室提出建议ꎬ报专班组长确定ꎮ

专班会议由组长主持ꎬ专班成员、专班办公室成员及相关部门(单

位)人员参加会议ꎮ 根据工作需要ꎬ专班会议可邀请省政府领导同

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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