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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景区恢复和

产业发展专项实施方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ꎬ为有力有序推进“９５”泸定

地震灾后景区恢复和产业发展ꎬ在对旅游景区和相关产业损失进

行评估的基础上ꎬ根据 « “９５” 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

划»ꎬ制定本方案ꎮ

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节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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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坚定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ꎬ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ꎬ坚持“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 ” 工作总思路ꎬ按 照 省 委、省 政 府

“９５”泸定地震恢复重建工作统一部署ꎬ充分借鉴汶川、芦山、九

寨沟等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经验ꎬ以重点景区恢复重建为关

键ꎬ以推动灾区文化旅游业同特色农业、绿色工业、商贸流通业和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互动融合为主线ꎬ力争通过地震灾后恢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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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ꎬ提升旅游景区发展水平ꎬ打造大贡嘎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的

地ꎬ推进环贡嘎区域旅游整体提升ꎬ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ꎬ

重建幸福美丽新家园ꎮ

第二节　 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ꎬ绿色发展ꎮ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ꎬ推进生态系统修

复ꎬ维护生态本底ꎬ构建生态安全屏障ꎮ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ꎬ倡导

绿色消费ꎬ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ꎮ

科学重建ꎬ项目为重ꎮ 立足灾情灾损实际ꎬ科学安排景区和产

业恢复发展的规模、方式和时序ꎮ 以保障项目落地为重点ꎬ强化省

级统筹指导ꎬ落实地方主体责任ꎬ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ꎮ

产业融合ꎬ协同发展ꎮ 充分发挥旅游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大、

综合性强的特点ꎬ推进文旅产业和特色农牧业、绿色工业、商贸流

通业深度融合ꎬ形成产业协同联动ꎬ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ꎮ

国际标准ꎬ品牌引领ꎮ 坚持国际标准科学开展景区保护与修

复ꎬ全面提升景区旅游国际化水平ꎬ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ꎮ 突出重

点示范ꎬ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农工商文旅等品牌ꎮ

第三节　 重建目标

以海螺沟和王岗坪景区恢复提升为重点ꎬ高质量打造大贡嘎

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ꎮ 将文旅产业作为灾区恢复重建优势产

业ꎬ大力推进灾区农工商文旅融合发展ꎬ促进灾区群众创业就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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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增收ꎮ

恢复提升文化旅游业ꎮ 全面恢复重建景区ꎬ建设海螺沟、王岗

坪世界旅游精品ꎮ 力争海螺沟景区“一年局部开放ꎬ二年全面恢

复ꎬ三年实现提升”ꎬ将磨西—燕子沟打造成为世界知名旅游镇ꎻ

王岗坪景区“半年局部开放、一年完全开放、三年完成提升”ꎬ打造

世界级原始森林原生态体验旅游目的地ꎮ 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灾

后恢复重建任务ꎬ初步建成品牌形象鲜明、产品业态丰富、产业素

质高、服务功能完善、主客和谐共享的国家级灾后文化旅游恢复重

建示范区ꎮ 科学推进文物修复保护与活化利用ꎬ促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ꎬ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档升级ꎮ

培育特色农业ꎮ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ꎬ聚焦建设新时代更

高水平的“天府粮仓”ꎬ对受损农田进行整治ꎬ修筑护坡ꎬ砌筑堡

坎ꎬ建设排灌渠系、田间便道等ꎬ恢复田网、渠网、路网等农业基础

设施ꎬ以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为重点ꎬ打造田园综合体ꎬ让田园变

公园ꎮ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为引领ꎬ建设特色农业产业、种业基

地ꎬ着力构建粮经统筹、农牧并重、种养循环的现代农业体系ꎬ打造

田园观光、农牧体验等农文旅养融合基地ꎬ让园区变景区ꎮ 发展地

方特色产品ꎬ加强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力度ꎬ加大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认证ꎬ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ꎬ严把质量安全关ꎬ让产品变商品ꎬ

切实增加农牧民收入ꎬ把农业大省金字招牌擦得更亮ꎮ

发展绿色工业ꎮ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ꎬ灾区工业全面恢复振兴ꎬ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ꎬ特色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ꎬ集中集群集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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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进一步提升ꎬ重点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ꎬ特色鲜明、绿色

生态的工业体系初步建成ꎮ

振兴商贸流通业ꎮ 完善商贸物流体系和县域商业体系ꎬ建设

县域中心物流仓储基地、城乡配送中心ꎮ 全面提升重灾乡镇、偏远

村(社区)商贸流通体系ꎬ持续加强农村电商站点建设ꎬ补齐商贸

流通产业基础设施短板ꎬ协同推进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ꎮ 降低

一二三产业发展物流成本ꎬ为川西高端旅游目的地、环贡嘎旅游风

景道建设、重大自然灾害生活物资保障等提供商贸流通配套基础ꎮ

第二章　 景区恢复提升

第一节　 海螺沟景区恢复提升

景区生态环境修复ꎮ 加强对景区震损植被、珍稀动植物栖息

地等修复保护ꎮ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加大海螺沟原生态冰川景观地

貌保护ꎬ延缓冰川消融速度ꎮ 加快实施海螺沟景区、燕子沟景区生

态修复项目ꎮ 推进磨西台地保护生态恢复及边坡治理工程等重点

项目ꎮ 完善安全应急救援系统和应急避难场所ꎮ 对震后排查发现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ꎬ景区会同水利、交通、自然资源等部门按照职

能职责落实防灾责任和防治措施ꎬ重点整治威胁海螺沟景区的地

质灾害隐患点ꎮ

景区旅游交通设施恢复ꎮ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沿线安全隐患排

除ꎬ提高道路安全性和可靠性ꎮ 恢复重建海螺沟、燕子沟景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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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游道ꎮ 丰富完善绿道、登山健身步道、骑行道、越野道等旅游休

闲道路体系ꎮ 修复海螺沟景区干河坝、草海子等地停车场ꎮ 维修

加固海螺沟冰川观光索道ꎮ 积极研究推进海螺沟景区“两桥一隧

一路”公路复线工程和鹏程山索道工程ꎮ 探索建立绿色智慧交通

系统ꎬ配套充电桩、电动公交和自行车站等ꎮ

景区旅游服务设施恢复ꎮ 维修加固四号营地、冰河廊道等地

观景平台ꎮ 恢复重建干河坝、洞嘎寺等地旅游厕所ꎮ 维修加固锦

绣康巴、城门洞等地购物和餐饮场所ꎮ 加快修复贡嘎神汤、长征大

酒店等受损住宿设施ꎮ 恢复提升海螺沟智慧旅游数字资源及大数

据综合管理平台ꎮ 修复三号营地、四号营地、干河坝等地医务室ꎮ

对标国家 ５Ａ 级景区标准ꎬ修复提升标识系统、解说系统、环境卫生

设施、休憩设施、邮政纪念服务设施等ꎮ 结合海螺沟景区发展需要

和景区第二通道公路规划建设情况ꎬ适时启动海螺沟游客中心优

化调整工作ꎬ配套建设智慧管理中心、度假区管理中心、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候车区等ꎮ

景区旅游品质提升ꎮ 科学编制贡嘎山海螺沟片区景区灾后恢

复重建规划、“９５”泸定地震灾后重建磨西—燕子沟世界知名旅

游镇专项规划、泸定县贡嘎东坡生态旅游片区乡镇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ꎮ 邀请国内外高校、科研单位共建冰川研究所ꎮ 针对大众

市场ꎬ重点开发极高山、冰川、森林雪山、天象景观观光等生态旅游

产品ꎬ完善旅游镇配套服务ꎮ 聚合文旅消费新业态ꎬ打造贡嘎山自

然资源博物馆与贡嘎神韵演艺综合体ꎮ 构建民族融合文化旅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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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ꎬ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工坊、街角休闲书吧和茶马古道文

化集市ꎮ 打造贡嘎山山地运动户外基地、海螺沟低空飞行基地与

贡嘎山生态研学基地等专项旅游服务基地ꎮ 规划建设海螺沟冰川

滑雪场、海螺沟红石滑雪场ꎬ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体系ꎮ 推动海螺沟

金山摄影主题酒店、银山大酒店等住宿设施提档升级ꎬ引进国际知

名品牌度假酒店ꎬ高标准打造国家温泉度假酒店集群ꎬ鼓励发展高

品质的温泉旅游民宿ꎬ完善要素供给体系ꎮ 针对国际游客、国内高

端小众市场ꎬ完善高山植物观赏、观鸟观花、特色地域动植物跟踪

实测等体验项目ꎬ开发原生态科考、探险探秘旅游产品ꎮ 探索景区

管理机制创新ꎬ强化景区内外规划与管理协调机制ꎮ

专栏 １　 海螺沟景区恢复提升

　 　 旅游交通设施:修复海螺沟景区公路 ２８ ７ 公里、燕子沟景区道路ꎬ重建步游道
２３ 公里ꎮ 修复景区停车场 ５６００ 平方米及配套设施ꎮ 修复海螺沟冰川索道 １ 座ꎮ

旅游服务设施:恢复重建海螺沟景区游客中心 １ 个(４８００ 平方米)ꎬ规划建设新
游客中心及配套附属设施 １ 个(１８０００ 平方米)、观景平台 １１ 个、标识标牌 ３２１０ 处、
旅游厕所 ２１ 座、医务室 １０ 个、旅游购物及餐饮等设施(２７６０ 平方米)、滑雪场 １ 座、
酒店 １１ 个ꎮ

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台:恢复重建智慧景区应急监测与运营管控平台ꎬ景区中
心控制系统、门禁票务设备及系统、信息发布设备及系统、应急监测指挥控制中心设
备及系统等数字资源ꎮ

第二节　 王岗坪景区恢复提升

景区生态环境修复ꎮ 全覆盖调查景区植被损毁情况ꎬ全面修

复景区原始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ꎮ 积极开展地质

灾害隐患排查ꎬ分类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ꎮ 巩固地质灾害防治

应急保障体系ꎬ恢复重建三坪紧急避难场所及逃生通道等安全设

施ꎬ强化应急演练和防灾减灾知识普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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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旅游交通设施恢复ꎮ 优先抢通大坪道路ꎬ恢复道路沿线

边坡挡墙、护栏等ꎮ 重点恢复景区索道ꎬ对景区索道进行专业检测

评估ꎮ 推进迷雾森林、雪山牧场步游道等设施修复ꎮ 新建森林防

火公路、步道及人行应急通道ꎮ

景区旅游服务设施恢复ꎮ 维修加固王岗坪景区游客中心ꎮ 恢

复重建牧云庄、露营基地等地生态厕所ꎮ 修复日出东方、熊回头等

地观景平台ꎮ 修复全域全景图、景区导览图、景物介绍牌等旅游标

识标牌ꎮ 重建景区智慧监控系统ꎮ 有序恢复度假酒店、方舱酒店、

露营基地等住宿设施ꎮ 维修加固景区滑雪场主设备、滑雪道ꎮ

景区旅游品质提升ꎮ 塑造“星空下的雪山盛宴、云端上的度假

天堂”品牌形象ꎬ争取在王岗坪举办大贡嘎国际山地旅游高峰论

坛ꎮ 全力打造王岗坪温泉康养、森林自然疗愈、滑雪运动疗愈等高

端度假旅游产品ꎬ积极推进贡嘎雪山大自然学校、贡嘎雪山美术

馆、贡嘎书院、森林音乐厅等项目建设ꎮ 提升建设王岗坪滑雪场ꎬ

完善中、高级滑雪道ꎬ配套国际化品质滑雪设施ꎮ 规划设计藏羌彝

文化、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线、长征记忆红色文化之旅等国际精品旅

游线路ꎮ 推进王岗坪、牛背山、四人同、轿顶山等环贡嘎观景平台

体系建设ꎮ 加快智慧景区建设ꎬ建立长期的监测和科研体系ꎮ

专栏 ２　 王岗坪景区恢复提升

　 　 旅游交通设施:恢复重建王岗坪景区大坪道路 ３ 公里、索道 １ 座ꎮ 建设森林防火
应急物资车道 １２ 公里、森林防火步道 ４ ７ 公里、森林防火人行应急通道 ４ 公里、村民
生产道路 ６ 公里ꎮ

旅游服务设施:恢复重建王岗坪景区游客中心及配套附属设施 １ 个(２８００ 平方
米)、观景平台 ６ 个、标识标牌 ２０ 处、旅游厕所 ４ 座、智慧监控系统及相关设备 １ 套、
滑雪场 １ 处、度假酒店 １ 座、方舱酒店 ３９ 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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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景区恢复提升

景区生态环境修复ꎮ 科学开展牛背山、燕子沟、喇叭河等景区

植被损毁情况全覆盖调查ꎬ清理受损林地安全隐患ꎮ 采取工程措

施、人工植苗、人工直播、封山育林等方式ꎬ分类开展灾后林草植被

恢复ꎮ

景区旅游交通设施恢复ꎮ 恢复安顺场、磨岗岭、七里坝、三索

窝、天下和平、海子山居等景区内车行道、步行道和停车场ꎬ消除安

全隐患ꎬ健全安全防护措施ꎮ

景区旅游服务设施恢复ꎮ 参照震前规模ꎬ恢复重建、增建景区

的游客中心、观景平台、标识系统、旅游厕所等服务设施和配套附

属设施ꎮ

精品景区提升打造ꎮ 有序拓展新的旅游区域ꎬ协同推动牛背

山、田湾河、喇叭河、汉源湖、伍须海、莲花湖、铧尖山、娘娘山等旅

游景区开发ꎬ建设喇叭河镇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体验区ꎬ丰富景区

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ꎮ 推进智慧景区建设ꎬ扩大新技术应用场景ꎬ

开发数字景区、线上演艺等新产品ꎬ提升文化体验和沉浸式体验ꎮ

强化景区旅游要素综合配套ꎬ提升景区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ꎬ增强

游客舒适感和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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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３　 其他景区恢复提升

　 　 泸定桥景区:恢复重建景区内排污管网和雨水排放系统 １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恢复重
建主动防护网 ３８００ 平方米、被动防护网 １３００ 平方米ꎮ

安顺场景区:恢复重建景区游步道 ３００ 米、旅游厕所 １ 座、ＬＥＤ 大屏 １ 块、纪念馆
沉浸式体验设备 １ 套ꎮ

牛背山景区:维修加固潘沟游客接待中心 １６３１ 平方米ꎬ维修受损停车场 ２４００ 平
方米ꎮ 加固维修艺术馆 ７７０ 平方米、观景平台 ４ 个、索道等服务设施ꎮ

田湾河景区:恢复重建草科温泉小镇温泉博物馆ꎬ１ 号楼、２ 号楼、３ 号楼共 ２６００
平方米ꎬ监控设施 １０ 套及照明系统ꎮ 恢复重建酒店 １ 座ꎮ

跑马山景区:恢复重建 ８００ 米索道线路及上下站设施设备、游步道 ４ 公里ꎮ 恢复
重建景区内咨询服务设施 ３ 处、景区节点 ９ 处及其他配套附属设施ꎮ

燕子沟景区:路面整治 １３ 公里ꎬ改建四级单车道公路 １９ 公里ꎮ 恢复游客接待中
心、停车场各类旅游配套设施设备ꎮ

磨岗岭景区:恢复重建步游道、标识标牌、观景平台、红色文化雕塑 ５ 个、停
车场ꎮ

泸定县全域旅游服务设施:恢复重建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监测中心、停车场等各
类旅游配套设施ꎬ恢复重建景区标识标牌 １５０ 处、旅游厕所 ３ 座、宣传设施 ７ 套等ꎮ

石棉县全域旅游支撑项目:恢复景区旅游厕所 ２ 座、标识标牌 ７ 处、观景台 １ 个、
声光电展陈设备 ５ 套等ꎮ

第三章　 文化旅游业恢复发展与产业振兴

第一节　 文化遗产修复保护及传承利用

加强文物抢救保护ꎮ 抢救保护磨西天主教堂毛泽东同志住地

旧址、茶马古道等 ５４ 处受损不可移动文物ꎬ保护修复受损 ５ 件

(套)可移动文物ꎮ 维修加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川

矿记忆陈列馆ꎮ 统筹开展文物本体保护、周边环境整治和安全防

护设施建设ꎬ做好文物展示利用ꎮ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ꎮ 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定段、石

棉段建设ꎮ 高标准提升建设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磨西红军长

征陈列馆ꎬ支持泸定桥创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ꎬ打造长

征文化旅游品牌ꎮ 实施革命文物修缮保护、馆藏革命文物维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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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展陈提升和周边环境整治ꎮ 鼓励依托革命

类博物馆、纪念馆打造各类公益性教育、培训基地ꎬ弘扬革命文化ꎮ

加强茶马古道保护利用ꎮ 加强荥经砂器烧制技艺、南路边茶

制作技艺等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ꎮ 推进化林

坪“古道红村”等景区建设ꎬ积极打造茶马古道博物馆、茶仓遗址

保护中心ꎬ创建涵盖陈列展览、研学教育、文创开发、学术研讨等功

能的茶马文化展览品牌ꎮ 培育尔苏木雅藏族博物馆群落ꎬ打造集

文化展示、民宿度假等为一体的中国尔苏木雅文化民宿度假地ꎮ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ꎮ 深入挖掘藏彝民族文化资

源ꎬ保护传承岚安贵琼刺绣、尔苏藏族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ꎬ打

造«康定情歌» «云中贡嘎» «红军飞夺泸定桥»等文旅主题演艺品

牌ꎮ 充分利用火把节、彝族年、藏历年、跑马山国际转山会等民族

特色节庆活动ꎬ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展销ꎮ 加大金属锻

造、藏式家具、民族服饰、唐卡、石刻、制陶以及藏绣等民族文创产

品开发力度ꎮ 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给予传习补

助ꎬ支持传承人设立传承中心、传承所、工作室ꎮ

加强传统村落活化利用ꎮ 深入推进甘孜州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ꎬ支持石棉县申报省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ꎮ 加强蟹螺堡子、俄足堡子、猛种堡子、木耳堡子、天罡村、民

主村、富民村、化林村等 ８ 个中国传统村落和银锭虎堡子、平等村、

昂州村、脚乌村等 ４ 个省级传统村落的系统保护和活化利用ꎬ传承

历史风貌和民族特色ꎬ改善对外交通、设施配套和自然环境ꎮ 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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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力度ꎬ有序引导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村落重建、

保护与利用ꎬ结合周边旅游资源ꎬ打造文旅品牌ꎬ推动农旅融合ꎬ促

进传统村落振兴发展ꎮ

专栏 ４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文物保护:抢救保护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３ 处和磨
西天主教堂毛泽东同志住地旧址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４ 处ꎬ做好其他 ４７ 处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工作ꎮ 修复受损馆藏可移动文物 ５ 件ꎬ维修加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
纪念馆、川矿记忆陈列馆ꎮ

革命文物保护与传承:打造泸定桥、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化林坪、泸定天主教
堂飞夺泸定桥战前动员会旧址、磨西天主教堂毛泽东同志住地旧址红色文化旅游品
牌 ５ 个ꎮ 提档升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磨西红军长征陈列馆 ２ 处ꎮ 支持泸定桥
创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保护传承民族歌舞、岚安贵琼刺绣、尔苏藏族刺绣非
物质文化遗产 ３ 处ꎬ打造«康定情歌»«云中贡嘎»«红军飞夺泸定桥»«安顺记忆»«石
棉壮歌»文旅主题演艺品牌 ５ 个ꎮ

第二节　 公共文化恢复发展

恢复重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ꎮ 维修加固泸定县、康定市、九龙

县、石棉县的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ꎬ修

复文化场馆与配套设施设备ꎮ 健全县(市)、乡镇(街道)、村(社

区)三级公共文化设施ꎬ推进数字化、智慧化建设ꎬ升级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ꎮ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ꎮ 建设冷碛镇、蟹螺藏族乡等“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验基地ꎮ 完善泸定县、

石棉县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ꎮ 打造文化院坝、文化广场、乡村

戏台、城市书房、２４ 小时书房等主题功能空间ꎮ

旅游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ꎮ 通过新建、改造、提升的方

式ꎬ支持公共文化场馆在海螺沟、王岗坪、泸定桥等景区(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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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分馆、服务点ꎮ 结合泸定县、石棉县、康定市等地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博物馆、文化活动室ꎬ提供信息咨询、宣传展示、旅游

投诉、旅游预订等旅游公共服务ꎮ

专栏 ５　 公共文化设施恢复重建

　 　 恢复重建石棉县王岗坪乡、草科乡综合文化站ꎬ维修加固石棉县图书馆和新民
乡、新棉街道等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１０ 个ꎮ 恢复重建泸定县、石棉县、康定市、九
龙县新时代文化实践站(所)２４ 个ꎮ 配置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设备ꎮ

第三节　 大贡嘎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

实施海螺沟景区、王岗坪景区“双核驱动”ꎬ大海螺沟、大王岗

坪“双区拉动”ꎬ环贡嘎旅游风景道“一环联动”ꎬ深化灾区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ꎬ打造大贡嘎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ꎮ

建设环贡嘎旅游风景道ꎮ 依托 Ｇ３１８ 和 Ｇ４２１８ꎬ串联泸定、

石棉、汉源、荥经、天全、康定、九龙、丹巴等ꎬ畅通环贡嘎旅游环线

公路ꎬ打造沿线特色景观ꎬ提升沿线配套服务设施ꎬ因地制宜布设

观景平台、停车区、旅游驿站、汽车营地等ꎬ力争建成景观优美、体

验性强、带动性大的国家级旅游风景道ꎬ促进全域发展ꎮ

构建大海螺沟、大王岗坪旅游区ꎮ 以海螺沟景区为核心ꎬ整合

燕子沟冰川红石公园、磨子沟冰川瀑布公园、南门关沟冰川徒步公

园、雅家埂杜鹃情海公园、贡嘎东麓田园山乡公园、磨岗岭中国最

北彝寨景区、海螺沟之门—得妥康养温泉度假区ꎬ打造大海螺沟国

际冰川温泉度假旅游目的地ꎮ 以王岗坪景区为牵引ꎬ整合田湾河、

茨格达海子、安顺场、龙头石库区、汉源湖、汉源县城、轿顶山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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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ꎬ打造冰雪温泉和阳光花果度假旅游目的地ꎮ

建设特色旅游镇(村)ꎮ 围绕主干风景道和旅游产品布局ꎬ完

善沿线重点城镇基础服务设施ꎬ优化提升城镇建设品质ꎬ强化旅游

集散服务功能ꎬ力争打造一批特色旅游城镇ꎮ 整合古村落、民族特

色村寨和现代田园风光等乡村旅游资源ꎬ培育一批特色旅游村寨ꎮ

深挖城镇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文创园区等文化底蕴和文旅空间ꎬ

培育观光休闲、夜间演艺、特色餐饮、主题住宿等产品ꎬ打造一批旅

游休闲街区ꎮ

培育山地多元度假旅游新业态ꎮ 依托大渡河光热资源ꎬ引入

现代健康管理体系ꎬ建设一批康养旅游示范基地ꎬ打造大渡河康养

产业带ꎮ 建设一批户外运动体验地ꎬ大力发展户外拓展、观雪滑

雪、山地极限运动等户外运动项目ꎮ 加快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体

验区项目建设ꎬ培育一批科普研学基地ꎬ打造环贡嘎优质研学教育

基地体系和研学教育品牌ꎮ 建设一批旅居营地ꎬ配置停车场、露营

区、服务保障区等功能区ꎮ 重点支持文化旅游资源禀赋较好、旅游

产业要素齐备、能充分体现示范带动性的省级文化旅游融合示范

项目ꎮ

打响世界知名山地旅游品牌ꎮ 塑造“世界云端秘境、东方户外

天堂”整体形象ꎮ 充分挖掘环贡嘎全域观光、冰川温泉、阳光度假、

民族文化体验、户外运动、科普研学鲜明特色ꎬ推出大贡嘎国际生

态精品旅游环线、山地休闲文化体验环线、神奇贡嘎科普研学之

旅、长征记忆红色文化之旅等特色旅游线路ꎮ 加强与国际知名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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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商、国际航空公司的战略合作ꎬ建立与知名在线旅游(ＯＴＡ)、用

户生产内容(ＵＧＣ)旅游网站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合作机制ꎬ

强化大贡嘎品牌营销ꎮ 依托“大贡嘎”文旅发展联盟平台ꎬ推进资

源共享、客源互送、产品互宣ꎬ凝聚区域合力ꎮ

专栏 ６　 大贡嘎世界山地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行动

　 　 环贡嘎旅游风景道建设工程:建设牛背山、子梅垭口、轿顶山等高山观景平台 ２０
个ꎻ建设南门关沟、铧尖山、娘娘山、烹坝(沙湾)、伞岗坪、草科、田湾河、挖角、新民、
安顺场、美罗、杵坭、红岩顶、湾坝、雨洒坪自驾车营地 １５ 个ꎻ建设康定、泸定、九龙、
石棉、荥经、汉源、天全等旅游驿站 １５ 个ꎮ

镇村品牌创建工程:冷碛镇、泸桥镇、九襄镇创建天府旅游名镇ꎻ泸定冷碛镇、兴
隆镇创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ꎻ泸定杵坭村、化林村、柏秧坪村、共和村、磨子沟村、
和平村、天全红军村、石棉孟获村创建天府旅游名村ꎻ泸定磨子沟村、化林村、柏秧坪
村创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ꎮ

新业态培育工程:建设杵坭樱桃谷、海螺沟之门—得妥、汉源湖、轿顶山、光头山
５ 个康养旅游示范基地ꎻ建设海螺沟体旅融合赛事活动中心、大渡河大桥超级工程景
区、龙头石国际生态休闲谷、海螺沟冰川滑雪场、海螺沟红石滑雪场、康定市波浪坪
滑雪场 ６ 个户外运动体验地ꎻ建设海螺沟冰川森林科普基地、二郎山森林地质科普
基地、大熊猫国家公园研学基地、川西地质研学基地 ４ 个科普研学基地ꎮ

文旅融合示范工程:支持创建省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 ３ 个ꎮ

第四章　 农业恢复发展与产业振兴

第一节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

推进坡耕地、撂荒地等整治利用ꎬ结合水电站建设沿河谷两岸

拓展补充土地ꎮ 支持利用适宜林地发展林下种植养殖ꎬ因地制宜

推进低质低效经果林腾田上坡ꎮ 全面恢复和提升灾区受损田间生

产作业道、堡坎、灌排渠系、提灌站、蓄水池、养殖圈舍、生产大棚等

农业基础设施ꎮ 以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为重点ꎬ恢复重建受

损农田ꎬ加强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ꎬ开展土壤肥力保护提升、退化

耕地综合治理ꎬ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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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ꎮ 恢复重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检测体系、动物疫病防

控体系ꎬ提升灾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置能

力ꎮ 推进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融合和应用ꎬ加快建设

农业信息社会化服务体系ꎬ稳步提高灾区农业综合生产水平ꎮ 统

筹乡村产业与美丽乡村建设ꎬ恢复重建农村卫生厕所ꎬ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ꎮ

第二节　 建设特色产业基地

依托灾区优势特色产业布局ꎬ坚持“全生态链布局、全产业链

开发、全价值链提升”的发展思路ꎬ围绕“三江六带”现代农业产业

带建设林果、蔬菜、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及生猪、牦牛养殖基地ꎬ围

绕“五雅”特色产业ꎬ建设草科鸡养殖场、标准化集中养殖小区及

牛舍ꎬ重建天全河增殖放流站及珍惜鱼类保种繁育基地ꎬ示范推广

“生态养殖＋沼气＋绿色种植”等循环发展模式ꎬ推进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ꎬ打造山区种养结合型循环农业试点基地ꎬ逐步形成“特色

林果、绿色蔬菜、生态养殖、道地中药材”为主的山地现代高效特色

农业产业新格局ꎮ 支持灾区积极探索开展特色农业保险ꎬ增强农

业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ꎮ

第三节　 打造现代农业园区

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为引领ꎬ在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的同

时ꎬ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ꎬ在灾区打造“绿色、特色、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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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智慧、开放”的中药材、粮经复合、水果、蔬菜、特色畜禽等现

代农业园区ꎬ大力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ꎬ着力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ꎮ 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生态融合发展ꎬ建设田园观光、农牧体

验等农文旅养融合基地ꎬ打造花果长廊、油菜走廊、高原牧场等ꎬ带

动特色种养、设施农业、民宿经济等业态发展ꎮ 推动农业绿色发

展ꎬ加大农作物统防统治及绿色防控力度ꎬ开展绿色(有机)农业

示范基地及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ꎬ聚焦农业生产 “三品一

标”提升行动ꎬ加大“圣洁甘孜” “天润雅安”等区域公用品牌培育

力度ꎬ促进产品变商品、商品变品牌、品牌变产业ꎬ提升品牌影响力

和市场竞争力ꎮ

专栏 ７　 农业恢复发展与产业振兴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提灌站 ２ 座、田间排灌渠道 １６９ 公里、蓄水池 ８７
个、受损农田 ５７０ 亩、畜禽圈舍 ２３ 万平方米ꎮ

建设特色产业基地:恢复重建特色林果、蔬菜、中药材基地 ５ 万亩ꎬ修复天全河
增殖放流站ꎮ 建设生猪养殖基地 ９ 个、生态牧场 ２ 个、标准化集中养殖小区 ２０ 个ꎬ建
设牦牛养殖基地、肉牛保种繁育科研基地及草科鸡“育繁推一体化”养殖场、遗传资
源创新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各 １ 个ꎮ

打造现代农业园区:支持食用菌、生猪、中药材、茶叶、花椒、粮油等 ７ 个现代农
业园区恢复建设ꎮ

第五章　 工业恢复发展与产业振兴

第一节　 加快工业企业恢复提升

坚持科学重建、绿色发展ꎬ根据灾区基础设施条件和企业自身

状况ꎬ因地制宜引导受灾企业恢复重建ꎮ 推动包装饮用水生产企

业等灾区支柱产业以及与灾区民生直接相关的重点受灾企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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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重建ꎮ 鼓励受灾企业进入产业园区重建ꎮ 鼓励企业兼并重

组ꎬ打造饮用水、牦牛、苦荞、中藏药等高原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头

部企业ꎮ 鼓励灾区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ꎬ引导企业科学重建、

绿色重建ꎮ

第二节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立足灾区资源禀赋ꎬ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ꎮ 巩固提升泸定、

康定、石棉、汉源等地水电产业ꎬ有序发展光伏、地热产业ꎬ加快形

成水、风、光、储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格局ꎮ 加快推进老

鹰岩、硬梁包等水电站建设ꎬ依托库区发展水上旅游ꎬ促进“水电＋

旅游”融合发展ꎮ 稳步推动石棉磷化工、有色金属、矿物功能材料ꎬ

汉源固废资源综合回收利用ꎬ荥经“雅安红”石材ꎬ天全锂电负极

材料ꎬ康定、泸定锂矿、高温耐火材料、汉白玉、石膏等绿色建材和

先进材料产业发展ꎬ提升特色矿产资源开发水平ꎮ 依托牦牛、青

稞、野生菌类、花椒、高原冰川水资源等特色资源ꎬ大力发展农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ꎬ积极发展中藏医药产业ꎮ 加快发展以旅游装备、旅

游商品、文化创意衍生品为主的旅游用品工业ꎮ 坚持创新驱动、品

牌引领、延链补链ꎬ推动灾区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ꎬ全

面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ꎮ

第三节　 夯实产业发展载体

根据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ꎬ合理布局建设产业园区ꎬ引导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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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产业集中集群集约发展ꎮ 加快石棉、汉源、荥经等地产业园区恢

复提升ꎬ推动雅州新区、康—泸产业集中区等科学发展ꎬ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支持汉源县设立省级化工园区和永兴化工园区扩区ꎮ

依托东西部协作和省内对口支援平台ꎬ支持灾区发展飞地经济ꎬ推

动产业异地重建ꎻ支持飞地园区加快发展ꎬ不断提升产业承载力ꎮ

提升灾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ꎬ加大通信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力度ꎬ加

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ꎬ强化产业园区承载能力ꎮ

第六章　 商贸流通发展与产业振兴

第一节　 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

严格执行灾后重建总体规划ꎬ有序恢复甘孜、雅安灾区商贸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ꎬ补齐农村商业体系短板ꎬ优先支持提升商贸物

流、农村电商、冷链仓储建设等ꎬ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和专业

市场建设ꎬ利用 ２—３ 年时间提升发展商业集聚区、特色商业街区、

步行街区等ꎮ 支持建设区域仓储、物流中心ꎬ加快健全完善雅甘凉

物流园区(向阳)、工业园区服务站、小水园区服务站、向阳电子商

务服务站“一园多站”的物流服务布局ꎬ进一步完善物流基础ꎻ引

进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ꎬ引导发展区域物

流总部经济ꎬ大力推行多式联运ꎬ降低物流成本ꎻ鼓励支持建设物

流大数据平台ꎬ提升物流信息化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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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用好重建资金ꎬ结合国家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和四川省

“十四五”国内贸易流通规划ꎬ在灾区规划布局商业综合体、商贸

中心、便民网店和三级物流体系等项目ꎬ力争实现一年起步、二年

实施、三年建成ꎬ构建高效畅通的县域商业体系ꎮ 重点围绕地震灾

区ꎬ新建、改扩建和提档升级一批农贸市场ꎬ切实保障灾区群众“菜

篮子”供应ꎮ 围绕灾区农特产品生产和生活消费需求ꎬ加快推进灾

区现代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体系建设ꎬ深化“政府＋企业”协同推

进模式ꎬ加快推动城乡高效配送体系建设ꎬ完善快递企业农村网点

布局ꎬ畅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通道ꎮ 加大产业招商ꎬ努力通

过招商引资促进灾区产业重建发展ꎬ紧抓浙江对口援建机遇ꎬ承接

产业转移ꎬ依托雅安、甘孜现有重建项目招大引强ꎬ促进灾区商贸

服务业产业快速复苏ꎮ

第三节　 打造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

支持灾区打造新兴服务业态、消费模式和消费产品创新ꎬ加快

发展餐饮住宿ꎬ加快重建王岗坪、草科等灾区受损酒店ꎬ构建多元

化、多层次的旅游住宿产业集群ꎮ 积极引导餐饮街区、商场餐饮、

精品小店等多种业态协调发展ꎬ着力提升餐饮服务规范标准ꎬ鼓励

餐饮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ꎮ 优化住宿类型结构ꎬ构建多元化、

多层次的旅游住宿产业集群ꎬ依托温泉、星空、雪山、森林、草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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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藏彝文化等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ꎬ发展独具特色的度假酒

店、商务酒店、精品民宿、露营基地等ꎬ打造一批数字商旅文专线示

范和网红打卡消费新场景ꎮ 鼓励发展新消费模式ꎬ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ꎬ引导特色农畜产品全面“触网”ꎬ依托第三方电商平台构建

农产品网络销售体系ꎬ打通农产品流通壁垒ꎻ大力推动直播电商等

新业态有序健康发展ꎬ鼓励连锁超市、便利店等传统零售业推进实

体店数字化改造ꎮ

专栏 ８　 商贸流通发展与产业振兴

　 　 完善电商服务体系:重建泸定县、海螺沟电商服务站点 １２ 个及电商站点设备
设施ꎮ

提升冷链物流配送能力:恢复重建石棉县工业物流配送中心 ８００００ 平方米ꎻ加
固维修石棉县 ２０００ 平方米冷链冻库ꎬ维修改造电气系统ꎬ完善冷冻等设施设备ꎬ购
置冷链运输车等ꎮ

加快农贸市场建设:恢复重建海螺沟农贸市场 ５４０７ ０６ 平方米ꎬ包括肉类、生鲜
销售区ꎬ蔬菜销售区、干杂销售区及配套用房和管理用房、冻库、仓储、停车场等ꎻ恢
复重建草科乡农贸市场综合体建筑面积 ２４００ 平方米ꎬ加固维修石棉县王岗坪农贸
市场、新民农贸市场 ３６００ 平方米的受损墙体、门面等设施ꎮ

第七章　 重建时序与重建资金

第一节　 重建时序

景区恢复和文化旅游业发展时序安排ꎮ 力争一年恢复、两年

开放、三年提升ꎮ 按照先恢复受灾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ꎬ同步

加强宣传推广和品牌建设ꎬ提升文旅产业发展水平的原则ꎬ重点聚

焦海螺沟、王岗坪等核心景区恢复提升ꎬ加快推进大贡嘎世界山地

度假旅游目的地建设ꎮ ２０２３ 年底前ꎬ海螺沟景区开放燕子沟乡村

旅游点、雅家埂、红石公园等景点ꎬ王岗坪景区 ２０２３ 年年初先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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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滑雪场区域ꎬ２０２３ 年年底全面完成景区交通设施和服务设施恢

复重建任务ꎮ ２０２４ 年底前ꎬ有序恢复海螺沟景区交通设施和旅游

公共服务设施ꎮ ２０２５ 年底前ꎬ景区恢复重建目标任务全面完成ꎬ产

品要素供给水平显著提升ꎬ灾区旅游市场实现恢复振兴ꎬ国际旅游

知名度和美誉度明显提升ꎮ

特色农业发展时序安排ꎮ 力争一年全面铺开、两年重点突破、

三年整体提升ꎮ 按照先投资建设因灾毁损的农业生产设施和综合

服务设施ꎬ再开展生产基地和种养殖项目建设的原则ꎬ重点聚焦新

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建设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前ꎬ灾后恢复重建

项目全面开工ꎻ２０２４ 年底前ꎬ完成因灾毁损的农业生产设施和综合

服务设施重建ꎻ２０２５ 年 ９ 月前ꎬ完成生产基地和种养殖项目建设ꎬ

年底前ꎬ农业产业实现恢复提升ꎬ重建目标任务全面完成ꎮ

绿色工业发展时序安排ꎮ 力争一年快起步、两年见成效、三年

大提升ꎮ 坚持工业兴省ꎬ大力实施制造强省战略ꎬ努力推动灾区传

统产业新型化ꎬ区分缓急ꎬ突出重点ꎬ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ꎮ ２０２３ 年底前ꎬ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有序开工ꎻ２０２４ 年

底前ꎬ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ꎻ２０２５ 年底前ꎬ工业实现

恢复振兴ꎬ重建目标任务全面完成ꎮ

商贸流通业发展时序安排ꎮ 力争一年全面开工、两年重点实

施、三年全面提升ꎮ 按照先恢复重建、加固维修灾后受损项目和设

施设备、再完善提升商贸流通产业体系的原则ꎬ重点推动灾区实现

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提档升级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前ꎬ所有灾后受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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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工ꎻ２０２４ 年底前完成所有灾后重建商贸项目ꎻ２０２５ 年底前

完善商贸物流体系ꎬ培育一批商贸中心、电商园区、物流园区等ꎬ完

善三级县域商业体系ꎬ商贸产业提档升级ꎬ重建目标任务全面

完成ꎮ

第二节　 重建项目

灾区景区恢复与产业发展项目共计 ４０ 个ꎬ包括景区及文旅产

业、农业、工业、商贸流通业等 ４ 类恢复重建项目ꎮ

景区及文旅产业恢复重建项目 ２４ 个ꎬ其中涉及海螺沟景区恢

复重建项目 ６ 个、王岗坪景区恢复重建项目 １ 个、全域旅游服务设

施恢复重建项目 ５ 个、其他景区恢复重建项目 １２ 个ꎮ

农业灾后重建项目 ７ 个ꎬ其中涉及提升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４ 个、建设特色产业基地项目 ２ 个、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１ 个ꎮ

工业灾后重建项目 ３ 个ꎬ其中涉及海螺沟冰川水业灾后重建

项目 １ 个、贡嘎山矿泉水灾后重建项目 １ 个、四川古谷水业公司灾

后重建项目 １ 个ꎮ

商贸流通业灾后重建项目 ６ 个ꎬ其中涉及农贸市场恢复重建

项目 ２ 个、工业物流配送中心恢复重建项目 １ 个、冷链仓储加固维

修项目 １ 个、乡镇村电商服务站点恢复重建项目 １ 个、供销社综合

门市恢复重建项目 １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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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金筹措

根据灾害损失和重建任务ꎬ景区恢复和产业发展重建类项目

估算总投资为 １９４４８０ ４ 万元ꎮ 其中资金筹措采取中央和省级专

项资金、社会主体筹资和地方政府其他方式筹资等ꎮ

景区恢复重建项目投资估算为 ８８２５０ ４ 万元(甘孜州 ５３７５１ ２

万元ꎬ雅安市 ３４４９９ ２ 万元)ꎮ 其中ꎬ政府投资金额 ５３８０６ ４ 万元

(甘孜州 ５１５０９ ２ 万元ꎬ雅安市 ２２９７ ２ 万元)ꎬ包括 ２０２２ 年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工程中央预算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甘孜州 ４０００ 万元)ꎬ省

级文旅专项资金 ６２１３ 万元(甘孜州 ５９８９ 万元ꎬ雅安市 ２２４ 万元)ꎬ

其余资金由财政厅统筹安排支持ꎻ社会投资金额 ３４４４４ 万元(甘孜

州 ２２４２ 万元ꎬ雅安市 ３２２０２ 万元)ꎮ

农业恢复重建目投资估算为 ７９５０９ 万元(甘孜州 ３８９０５ 万元、

雅安市 ４０６０４ 万元)ꎬ其中政府投资金额 ４７０３８ 万元(甘孜州 ２５２８８

万元、雅安市 ２１７５０ 万元)ꎬ包括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

金 ２５００ 万元(甘孜州 １４４０ 万元、雅安市 １０６０ 万元)ꎬ省级财政现代

发展工程资金 ２３３７３ 万元 (甘孜州 １２４６９ 万元、雅安市 １０９０４ 万

元)ꎻ社会投资金额 ３２４７１ 万元(甘孜州 １３６１７ 万元、雅安市 １８８５４

万元)ꎮ

工业恢复重建项目投资估算为 １０５３６ 万元(甘孜州 １０５３６ 万

元)ꎬ全部为社会投资ꎮ

商贸流通业恢复重建项目投资估算为 １６１８５ 万元 (甘孜州
—４２—



２９５０ 万元ꎬ雅安市 １３２３５ 万元)ꎮ 其中ꎬ政府投资金额 ６６７ ７ 万元

(甘孜州 １７ ７ 万元ꎬ雅安市 ６５０ 万元)ꎬ包括中央资金 １７ ７ 万元

(甘孜州 １７ ７ 万元)ꎬ省级资金 ６５０ 万元(雅安市 ６５０ 万元)ꎻ社会

投资金额 １５５１７ ３ 万元(甘孜州 ２９３２ ３ 万元ꎬ雅安市 １２５８５ 万元)ꎮ

第八章　 组织实施

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在四川省“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统一领导下ꎬ

建立省、市(州)、县(市)三级管理联动机制ꎬ落实各产业项目管理

和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ꎬ明确重建时序ꎬ建立统一、有力的重建指

挥调度体系ꎬ在投融资、土地税收、项目孵化、技术支撑、人才培育

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ꎬ整合社会资源ꎬ吸

引各方面资金参与ꎬ确保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有效推进ꎬ灾后重

建目标任务落到实处ꎮ

第二节　 细化项目管理

灾区市(州)、县(市)是灾后景区恢复及产业发展的责任主

体ꎬ要根据«“９５”泸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本专项实

施方案ꎬ细化落实目标任务ꎬ编制产业发展项目年度实施计划ꎬ合

理确定灾后产业重建项目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投资估算、年度

资金计划等内容ꎮ 要科学做好规划、项目、资金的衔接匹配ꎬ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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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建资金用于重建规划以外的项目ꎬ年度实施计划项目一经上

级批准ꎬ不得随意调整和变更ꎮ

第三节　 强化政策保障

建立针对性强的政策保障体系ꎮ 创新资金配置方式ꎬ引导社

会主体落实重建资金ꎬ省级财政另行统筹安排资金ꎬ对灾区重建项

目给予补助资金和灾后恢复重建债券资金支持ꎬ对社会资本参与

重建和提升发展的给予金融政策支持ꎮ 减轻灾区企业负担ꎬ因地

震灾害造成损失、纳税确有困难的ꎬ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ꎮ

支持灾区拟上市企业培育ꎮ 引导保险机构建立绿色理赔通道ꎬ加

快保险理赔进度ꎬ支持保险机构创新产品ꎮ 建立灾后恢复重建项

目快速落地“绿色通道”ꎬ纳入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的项目ꎬ直

接开展项目可研性研究等前期工作ꎮ

支持灾区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名镇、名村和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及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重点村ꎬ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全域旅游示范区等品牌ꎮ 支持灾区

申报文旅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四个一批”项目ꎬ并作为政府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ꎮ 支持鼓励灾区申

报四川艺术基金ꎮ 支持文旅从业人员参与培训ꎮ 加大对灾区文旅

资源宣传力度ꎮ

鼓励企业参与四川省农产品加工助推乡村振兴重点企业认定

及培育ꎮ 支持灾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以及农牧产品品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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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农产品建设ꎮ 支持符合条件的甘孜州、雅安市农业品牌申报

省级农业品牌目录ꎮ 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ꎮ 支持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ꎮ 引导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为灾区提供普惠性、公益性和专业化的服务ꎮ

第四节　 严格监督检查

加强监督检查ꎬ严格责任追究ꎮ 加强对恢复重建资金、重要物

资和项目的跟踪与管理ꎮ 对恢复重建资金和重要物资的筹集、分

配、拨付、使用和效果ꎬ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ꎬ定期公布审计结果ꎬ

确保重建资金按照规定专款专用ꎮ 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

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和竣工验收制ꎮ 建立健全恢复

重建资金、项目和物资档案登记制度ꎮ 及时公布灾后恢复重建资

金安排、物资使用、项目进展情况ꎬ自觉接受社会监督ꎬ确保阳光

重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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