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版

201 8

年1 0

月1 2

日

星
期
五

dz rb shz k@
126 .com

2 3 77721

主
编
：
蒲
建
国

编
辑
：
龚

俊

周
刊

专
刊
�
生
活城市扩容

千年机遇降临复兴

2013年，达州市通川区完成第三次
行政区划调整，幅员面积倍增，发展空间
倍增，发展潜能倍增。历史上最大的机遇
正降临达城西扩要冲——复兴。

2014年1月10日，通川区第四届三
次党代会勾勒出“加快建设新通川，率先
全面达小康”的宏伟蓝图，吹响“改革创
新、实干兴区”号角。在“双核驱动、双带
引领、六区支撑”的发展定位下，复兴被
定位成：现代商贸物流区，且是省级服务
业集聚区。

根据“南延西扩，适度向北发展”的
达州城市空间发展模式，达城向西主要
扩张至莲花湖、复兴、双龙一带。随着四
川东出北上综合交通枢纽和川渝陕结合
部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拥有独特地理
位置的复兴，将是达城的“西大门”，成为
达城向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窗口。

之后，在机器的轰鸣中，复兴开始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马踏洞片区与
西外金龙大道处于同一平行线上。按照
达州城市规划，马踏洞新区将被纳入主
城版图，成为达州城市发展新高地。于
是，打通城市瓶颈，贯通复兴马踏洞的交
通路网规划出炉。

路网纵横
筑起复兴城“势”向上之路

城市建设，基础先行，实施“西扩战
略”必须构筑起纵横交织的交通大“动
脉”。

达巴公路、巴彭路、魏复公路、襄渝
二线、环城路、中石化物流中心穿复兴镇
而过，梁家坝火车站也坐落于此。但，对
于复兴的发展来说，这还不足以支撑其
成为达州主城版图高地。为紧紧抓住最
佳历史机遇，凤凰大道西延线与G542
连接道路于2016年6月中旬开工建设，

2016年11月4日开放通行，复兴和西外
的车程缩短至5分钟；2016年11月8
日，达州市通川区环城产业大道在通川
区双龙镇举行开工仪式，产业大道复兴
至双龙段，成为连接复兴现代商贸物流
区和双龙铁路货运仓储区南北向交通干
道；达州环城公路更是以复兴为节点，纵
横延伸。一期工程，起于木瓜铺，止于复
兴镇；二期工程，起于达巴高速公路东岳
收费站，止于复兴镇。公路建成后，对拓
宽达州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路网结
构，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建设川
渝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意义重大。

据达州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达州环城路的修建将进一步完善达州
市城市路网，优化川渝陕接合部区域中
心城市格局。沿线的达州秦巴新区、复兴
工业园、魏兴工业园、达州火车客（货）站
等经济产业区将被贯通，这种贯通一方
面将增强各个产业园区之间的联系，另
一方面也会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
能力，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

圭臬价值
投资商纷纷抢滩进驻

“梧桐蔚生，有凤来仪”。在这新的历
史机遇之下，围绕城市项目建设，复兴引
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潮，一个个商
业集群拔地而起。复兴被全国瞩目，投资
商纷纷抢滩入驻。

2015年10月位于复兴镇瞿家湾、
曹家店和高峰洞村片区，地处双龙河中
下游，规划为2400亩的文旅小镇泰诚十
里水街破土动工，将复兴的城市吸附力
瞬间拉燃。

2016年9月秦巴电商谷项目在复
兴正式亮相。该项目是川东地区唯一的
电子商务产业集中发展区，承载了衔接、
推动川滇黔渝长江经济带的重大使命。
通过整合区域内电商资源，该项目有力
地推动了达州传统工业与农业的转型升
级，实现达州西外城市中心区，生活消费
模式的创新发展。

2016年，千亩汽车产业园落户复
兴，天马汽车集团率先进驻，经过近两年
的突击建设，已于近期开门迎客，实现复
兴汽车产业经济开门红。

同年，达州知名企业好一新下属的
好一新复兴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迁移复
兴，水果类选铺专场推出的235间水果
商铺，在当日均销售一空。

2017年，以建立家居建材产业平台
为己任，致力成为中国家居建材商贸中
心领域的专业开发运营商——华美立家
进驻复兴，打造达州家居建材全产业链
航母。

西风正烈，复兴正兴。好消息不断传
来，复兴正以快速高效的方式主导达州
城“势”。

2018年1月29日，通川区委副书
记、区长张杰率队赴上海考察绿地集团，
与绿地集团执行副总裁茆君才就进一步
深化合作进行会谈，双方正式签约共建
绿地复兴特色小镇。根据合作协议，绿地
集团将在复兴片区建设“绿地复兴特色
小镇”项目。项目将以打造城市发展新阵
地、乡村振兴新样板、产业升级新高地为
目标，重点发展文化旅游集群、高端酒店

集群、高端商务集群、高品质消费集群、
高品质教育集群、汽车研发服务产业、金
融服务产业、大健康综合产业等内容。

新兴增长极
华美立家为马踏洞锦上添花

达州的城市版图正向复兴伸展。依
托凤凰大道西延线纵向贯通的马踏洞新
区，将成为政务、商业、金融、康养、教育
等产业积聚地，引领达州服务业的快速
发展。马踏洞新区作为达州乃至川东北
重要的商业策源地，必将助推达州城市
经济快速发展。

马踏洞新区作为川东北第一新区，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得怎样了？政务
中心建设如何？什么时候能搬过去？近
期，市民致电本报，询问马踏洞新区重大
工程建设进度。

“三纵四横”的交通路网已然呈现，
凤凰大道西延线双向六车道直抵福森华
美立家，驳接绕城公路，为福森华美立家
的物业增值插上了翅膀。记者注意到，达
州市政务中心已经接近封顶，建设场面
热火朝天；福森华美立家旁的绿地城如
巨大的飞碟落地，其地面“作业部队”正
夜以继日赶工，奢华的售楼部被西延线
紧紧环抱；中国电信大数据及灾备中心
已经打围预备动工；作为达州未来地标
的IFC金融中心即将登场……据了解，
保利集团等一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正加
速推进。

据马踏洞新区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
介绍，马踏洞新区南北干道景观设计已
完成，生态化、智能化、生活化及人行优
先的道路建设理念，将成为马踏洞新区
的景观轴。

一眼望去，马踏洞正如一匹腾飞的
骏马，酝酿着巨变。

毋容置疑，复兴，将成为达州城市新
兴增长极，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主导达州
城“势”天天向上。福森华美立家无疑是
这张名片上烫金的主角，为达州繁盛的
商贸宏图、掘金新阵地锦上添花。

名匠装饰
打造个性典雅新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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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正兴，必将主导达州城“势”
凤凰山迤逦的

脉峰线对岸，广袤的
城市沃土，藏水纳
气，熠熠生辉——这
里是达城向西发展
的 重 要 城 市 版 图
——复兴。

经千年的文化
沿袭和更迭，复兴正
迎来最佳发展机遇
期。在这里，安居与
乐业相辅相成、产业
与城市共融共生，一
座新城正在茁壮生
长。

国庆假期，全国旅游迎来了高峰，随
之而来的民宿也火爆“登场”。据途家发
布《2018十一出游民宿预测报告》数据
显示，2018年十一期间途家民宿订单量
相比去年预计增加5倍，民宿逐渐成为
旅游收入新的经济增长点。

市旅游局数据显示，国庆节期间，过
夜旅游者人数达到40.87万人次。随着
巴山大峡谷等具有达州龙头性质的旅游
景区的开园，达州的游客结构正发生改
变。目前，全市的乡村民宿达标户有175
个，国庆假期期间部分地方的民宿入住
率达到100%。但是一些景区民宿也暴
露出“雷同、缺乏创新”等问题，相比于其
他省市民宿的火爆，达州民宿略显冷清。

现状：民宿成旅游经济增长点

住宿是“吃住行游购娱”中的重要一
环，近年来全市大力发展旅游业，达州的
游客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从以市区游
客为主转型到吸引以陕西、重庆、巴中、
南充等周边省市的游客来达旅游，旅游
形式逐渐从一日游向几日游转变，随之
而来的就是住宿需求增加。

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
国庆节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25.32万
人次，同比增长31%，实现旅游总收入
6.0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一日游游
客达到84.45万人次，占比为67.39%，过
夜旅游者达到40.87万人次。

根据2017年9月出台的《四川省
“十三五”乡村民宿旅游规划及行动计
划》，我市民宿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达
到450家。目前，全市有星级农家乐170
家，星级乡村酒店69家，乡村民宿达标

户175个。宣汉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和
三墩土家族乡大窝村桑树坪、万源太平
镇牛卯坪村的民宿发展状况较好。

依托川东土家族文化、宜人的气候
和生态资源优势，黄连村土家山寨具有
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据黄连村村委会
主任向应田介绍，黄连村的民宿由当地
村民自主经营，部门监管，目前有30多
户，每户提供4—5间房，每间房定价在
100元—200多元之间，旅客可在网上
预订。6—10月的旅游旺季，平均入住率
在80%以上，今年国庆节期间大多数民
宿入住率达到100%，部分村民因此增
收3—4万元。

万源市牛卯坪村，依托异地扶贫搬
迁川东民居的契机，以村民提供房间入
股、企业出钱装修、统一定价、再进行利润
分红的经营模式，打造出40多套民宿。

而目前正在打造的宣汉县巴山大峡
谷桑树坪民宿则融入巴人文化特色，风
格以土家吊脚楼为主，预计打造80多套
房间。市旅游局副局长张雁说，巴山大峡
谷桑树坪民宿的打造预示着达州的民宿
将走向标准化。

不足：缺乏创新 同质化严重

住宿是旅游产业中的重要一环，游
客住宿消费，既增加旅游收入，也带动当
地老百姓脱贫致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达州的民宿以农家乐、乡村酒店为
雏形，只能提供简单的餐饮娱乐和住宿
服务。”张雁告诉记者，真正意义上的民
宿是民居经过改造，融入当地浓厚的地
域文化特色，旅行者可以享受到舒适的
住宿条件，体验到旅行目的地的美景、美
食，感受到地方文化氛围的地方。

目前达州的民宿发展处于起步阶
段，由于缺乏知名度和影响力，游客对民

宿的认识并不明确，容易与农家乐、乡村
酒店、乡村民宿达标户相混淆，不利于旅
游民宿的发展。再加上达州一些民宿的
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形式、内容等方面
缺乏创新，一味地模仿导致民宿同质化
严重，无论是建筑风格、室内装潢设计还
是具体的服务内容都很相似，缺乏鲜明
的地域文化特色，这是达州民宿面临的
主要问题，而这也是国内许多地方民宿
存在的“通病”。

未来：借鉴经验 发展特色民宿

记者在网上查询得知，阿坝州理县
浮云牧场等网红民宿的价格在1000元
—2000元之间，并且需要提前几个月预
订，可谓一房难求。如此火爆的市场下，
达州如何发展好民宿，将其打造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呢？

达城市民刘阳是资深旅游爱好者，旅
游过程中住过很多“网红名宿”。“民宿与
酒店不同，能带给旅游者一种温馨的感
觉。我先后住过理县浮云牧场、莫干山的
棋盘庄园，感觉都很不错。”刘阳告诉记
者，理县的浮云牧场风景独特，房间内可
看见雪山，晚上躺在床上能看见满天繁
星，让人心旷神怡。而棋盘山居给旅途
中的人一种家的感觉，民宿的老板亲切
健谈，根据顾客喜好、地域准备纯天然
食材，老板花了10年时间精心打造了7
栋不同主题和装修风格的民宿，让人眼
前一亮。

通过用户体验评价，记者了解到，
“网红民宿”成功的背后，并不是仅仅靠
得力的宣传，更多的是具有当地的地域
特色风貌，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山林慢
生活相结合，注重旅客体验，服务更倾向
于管家式、个性化、贴心化，而这正是达
州民宿发展的方向。

在国内，许多名人雅居、艺术会馆
在装潢时皆采用新中式风格。新中式风
格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之外，还和简
单素雅进行结合，更加符合现代审美。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这套新中式设计，黑
色中式实木家具和清新的北欧风混搭，
更加符合当今年轻人的喜好。

黑色家具营造古典韵味
在设计中，蒲伟大量选用黑色的

实木家具，如沙发、茶几、餐桌、书桌
等，让客餐厅在空间布局上显得沉稳
大气。墙面、吊顶上的黑色线条，除了
与家具颜色相呼应，还和墙面、地板的
白色产生黑白分明的光影效果，透露
出一种隽永祥和的味道。

在细节上，蒲伟还选用了一些带有
中式风的小物件，例如台灯、毛笔架、餐
边桌等，造型简单却不随性的风格受到
了参观样板房客户的一致好评。

创意混搭注入新鲜感
与其他新中式设计不同，蒲伟这

套设计最大的特点是和清新唯美北欧
风的混搭。在儿童房和厨房的设计中，
他通过色彩和材质的转化，让中式家
居环境充满北欧风情。

在中式风格的卧室中，蒲伟建议

客户选用的黄色床上用品，不仅成为
房间的点缀之色，更使整个空间变得
醒目，视觉冲击力十足。这种颜色的混
搭让新中式风格变得更加“摩登”，充
满了西式的唯美和个性。

细细品来，蒲伟的设计在细节的
打造上有着无尽的创意，视觉的营造
上有着震撼的冲击，新中式特有的优
雅和气氛得以呈现，正是名匠装饰不
断探索的“匠心”精神。 □严衡玬

名匠装饰公司 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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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四季花城三期睿城

网红民宿成为旅游新风尚

达州民宿路在何方

□陈小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罗天琪

沉稳大气的客厅一角

广告

福森华美立家区位图 福森华美立家鸟瞰效果图

马踏洞金融集聚区效果图


